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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式政体

———试论帝制中国的政体形态

闾 小 波

摘　要:帝制中国是封建社会与专制政体,似乎早已成为政治常识.然而,生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的

常识难免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帝制中国的“专制政体说”产生于清末,源自外部对中国政体的观感与指认,

进而被国人所广泛接受.“专制政体说”经由地方性知识到一般性知识的转换,使得帝制中国政体的独特

性被忽略,且难以解释帝制中国与现代中国的特殊性及接续性.从地方性知识出发,重新考察帝制中国的

政体属性,“保育式政体说”也许更能反映帝制中国政体的特质,且有助于摆脱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削足

适履”的思维习性.

关键词:社会形态;封建社会;政体类型;帝制中国;专制政体;保育式政体

近世以来,关于帝制中国的社会形态及政体类型的认定,以及中国究属“普遍”还是“特殊”的争

论由来已久.若延续帝制时期国人的政治常识,中国与其周边的藩属只有文野之别,分别处于文明

的高地与洼地.带着此种认知,晚清一些开眼看世界的国人均坚信中国是常识意义上的普遍,西方

则是奇异意义上的特殊.随着中西交流的加深,高地与洼地在不经意间被反转.至甲午一战,中国

遂定格于洼地之中.与作为“他者”的西洋文明相比,西方代表了现代性与普遍性,中国成了奇异的

另类.其后,在救亡图存的艰辛历程中,国人努力为回归高地探寻学理上的支持.于是乎,中国必须

从社会与政体类型的洼地奋力直追甚至赶超,回归乃至占据社会与政体类型的高地.近代以来有关

中国政治发展的叙事也就成了告别封建社会,埋葬专制政体,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的历史.这样一种

叙事模式,固然可以在逻辑上达致自洽,却难以解释帝制中国与现代中国的特殊性及接续性.本文

循着从外部与内部看中国的双重视角,梳理“专制政体”得名之由来及所受诘问,尝试用“保育式政

体”命名帝制中国的政体形态.

一、专制政体: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知识

在西方政治思想的谱系中,“政体”的用法通常要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在对希腊各城邦的政体

作类型学分析时提出了三种正宗政体(王制、贵族、共和)与变态政体(僭主、寡头、平民),其中虽无专

制政体之名,但他提到劣质的“变态政体”具有专制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当权者“不顾城邦全体公民的

利益”,“以主人管理其奴仆那种方式施行统治,而城邦却是由自由人所组成的团体”① .亚里士多德

还认为,波斯与希腊有着专制与自由之别.希腊人天生是自由的,东方人天生具有奴性.
亚里士多德的东方专制说不乏想象的成分,但他在评价希腊各城邦政体类型时是非常实证的,

对各城邦的地方性特质有着高度的自觉与宽容.“最良好的政体不是一般现存城邦所可实现的,优

　

作者简介:闾小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２３).

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第１３４、１３２页.



良的立法家和真实的政治家不应一心想望绝对至善的政体,他还须注意到本邦现实条件而寻求同它

相适应的最良好政体.政治学术还该考虑,在某些假设的情况中,应以哪种政体为相宜;并研究

这种政体怎样才能创制,在构成以后又怎样可使它垂于久远.”①可见,亚里士多德不仅是政体类型学

的鼻祖,且留下了一个理性、务实、尊重多样性的学术传统.
近代思想家中,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政体类型学的大师是孟德斯鸠.他将政体分为共和、

君主、专制三类,前两类只存于欧洲,专制政体则是土耳其、波斯、中国等亚洲国家的特征.“共和政

体是全体人民或仅仅部分人民掌握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一人依固定和确立的法单独执政

的政体;专制政体也是一人单独执政的政体,但既无法律又无规则,全由他的个人意志和喜怒无常的

心情处置一切.”不同的政体有不同的原则:“共和国需要美德,君主国需要荣宠,而专制政体则需要

畏惧.”孟德斯鸠还认为,疆域的大小与政体类型相关联:“小国的自然特性宜行共和政体,稍大的国

家的自然特性宜行君主政体,而大国的自然特性则宜由专制君主治理.”专制政体主要的特征是排他

性的专横:“政体的性质要求绝对服从,君主的旨意一旦下达,就应立竿见影地发生效应,根本没

有调节、修正、妥协、交情、对等、商榷、谏议,根本就没有任何可以作为相等的或更佳的谏议提出,人
只是服从于那个发号施令的生物脚下的另一个生物罢了.”②

孟氏讨论的对象已覆盖到全球.他虽然将多样化的亚洲归类为东方专制主义,但秉承了亚里士

多德的学术传统,即对“地方性知识”与“无限复杂性”有着高度的自觉,故而对其政体类型学的分析

又留有余地.“专制政体尽管就其性质而言,到处都一样.但是,由于环境、宗教观点、成见、受到遵

循的惯例、人的气质、风尚、习俗的不同,差异还是很大的.在专制政体之下确立某些思想是件好事.
比如,中国人把君主视为人民的父亲,阿拉伯人在帝国初期把君主看作布道师.”③“我们的传教士谈

及幅员辽阔的中华帝国时,把它说成一个令人赞叹的政体,其原则融畏惧、荣宠和美德为一体.这么

说,我所确立的三种政体原则,便是徒劳无益的区分了.”④

孟德斯鸠时期西方有关中国的“地方性知识”更加丰富,其立论也留有余地.对照其三种政体的

分类,孟氏在«随想录»中又觉得中国并不属正典意义上的某种政体.“中国的政体是一个混合政体,
因其君主的广泛权力而具有许多专制主义因素,因其监察制度和建立在父爱和敬老基础之上的美德

而具有一些共和政体因素,因其固定不变的法律和规范有序的法庭,视坚忍不拔和冒险说真话的精

神为荣耀,而具有一些君主政体因素.这三种因素都不占强势地位,源自气候条件的某些具体原因

使中国得以长期存在.如果说,因疆域之大而使中国是一个专制政体国家,那么,它或许就是所有专

制政体国家中之最佳.”所谓“混合政体”其实就是一个另类政体,复杂而独特,自洽而矛盾,统一而紧

张.令其困惑的是:“尽管中国的条件本应使之建立共和政体,事实上却连共和政体的影子也看

不到.”⑤

素有“欧洲的孔子”之称的魁奈虽然接受“中华帝国专制说”,他却给出了比孟氏更为正面的评

价.“中国的制度是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执行这些法律,而他自己也审慎地遵守

这些法律.”“皇帝的绝对权力受到制约”.中华帝国“所以能够长久维持,绝不应当归因于特殊的环

境条件,而应当归因于其内在的稳固秩序”,而稳固秩序的生成,是因为中华帝国建立了一种“保护性

政权”.这种政权是建立在伦理原则的基础上:“尊敬父母就必然和尊敬一切可以视同父母的人物,
如老人、师傅、官吏、皇帝(至高无上的人)等联系着.对父母的这种尊敬,就要父母以爱还报其子女.
由此推论,老人也要以爱还报青年人;官吏要以爱还报其治下的老百姓;皇帝要以爱还报其子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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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１７６页.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第１７ １８、３８、１４９、３９页.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２４９页.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１５０页.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８８０页.



及造物主对待人类的宽厚仁慈).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礼教,而礼教构成了国家的一般精神.”①

黑格尔承接了启蒙运动时期的“东方专制说”,笃信中国“政府的形式必然是专制主义”,但也注

意到中国专制主义的地方性特征.“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即家庭关系———引者注)
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

儿女.”中国的皇帝“虽然站在政治机构的顶尖上,具有君主的权限,但是他像严父那样行使他的权

限.他便是大家长,国人首先必须尊敬他”.中国的皇帝权力虽大,“但是他没有行使他个人意志的

余地;因为他的随时督察固然必要,全部行政却以国中许多古训为准则”②.黑格尔的以上判断新意

无多,他为西方汉学提供的学术增量主要是“中国停滞论”:“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

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中国“可以

称为仅仅属于空间的国家———成为非历史的历史”③.
不难发现,作为概念的“政体”,一开始就是人们基于对某些政治共同体政治特质观察后作出的

一种总体性的、抽象的概括.孟德斯鸠在分析政体类型时始终强调相对性与有限性.人类文明分途

演进,交互影响,异中有同,存同求异.孟德斯鸠、魁奈、黑格尔等对中国政体的讨论均非止步于

“同”,而是着力探讨其“异”.如果忽略了政体的地方性特质,粗略归类,草率定性,势必将文明的多

样性简约化.
其后,随着改变整个世界的“双元革命”(英国工业革命与法国政治革命)的驱动,西欧成了人类

文明的领跑者.在全球化(西方化)时代,现代性就等于普遍性,当民主、自由被赋予越来越强的正当

性时,非民主即专制也成为普遍的认知,且无需地方性知识的支持,专制政体渐渐由地方性知识转而

成为普遍性的常识,学人及舆论对政体的评述也由审慎转而自负.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吉尔兹在考察了伊斯兰世界、印度世界、马来亚世界等地人们对法律的不同

理解后发现:“法律就是地方性知识.地方在此处不只是指空间、时间、阶级和各种问题,而且也指特

色(accent),即把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认识与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本地想象联系在一起.这种认

识和想象的复合体,以及隐含于对原则的形象化描述中的事件叙述,便是我所谓的法律认识.”“法律

是地方性知识而非无地方界限的原则.”④同理,对政体类型的概括亦离不开地方性知识的支撑.

二、专制政体说之生成:推论与实然

对东亚地区来说,“专制政体”的概念出自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化了的西学———“东学”,且于１９、２０
世纪之交经由日本输入中国.

在类型学意义上给中国的政体形态冠名似乎不是古代中国人的兴趣所在.“中国自古及今,惟
有一政体,故政体分类之说,中国人脑识中所未尝有也.”⑤“惟有一政体”之说未免过于绝对.先贤有

关轴心时代封建制、郡县制的争论延续了二千多年.自秦汉帝国以降,柳宗元、顾炎武、冯桂芬等人

围绕封建与郡县的优劣之争亦时有发生,其论域涉及国家的政治体制及何种体制有利于王朝的长治

久安.
在二千多年的帝制时期,王朝有兴衰,疆域有大小,秩序有治乱,夷夏有兴替,但鲜有对政体作总

体性反思.换言之,观之帝制中国之政体,的确不像一个时间上的国家.“在中国,也许从公元前８
世纪起,如果认为这个时间作为一个政体传统的起点过早,那至少是从公元前２２１年开始,直到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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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谈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第２４、７３、１３８、１１２、７３页.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２７、１２９页.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第１２３、１１２页.
[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邓正来译,载梁治平主编:«法律的文化解释»,北京:三联

书店,１９９４年,第１２６、１３０页.
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新民丛报»第８号(１９０２年５月).



世纪,政体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变化.”①政体的历史为何在公元前２２１年就终结呢? 这是因为天朝

的社会与政体形态不仅早已成型,且被理想化,甚至绝对化.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不过是对理想

形态的短暂偏离,且纠偏有定势.在天朝人的视野里,有效的制度与学理资源只能取自华夏文明的

源头活水,诸藩不具有作为“他者”存在的意义,这是天朝人的政治常识.可以说秦以后的帝制中国

处在一个常识性与坚韧性的物理空间.
常识难以催生新知,但新知可以挑战常识.明末清初闯入天朝的西洋传教士带来的不只是“奇

技淫巧”,更有颠覆常识的新知.当官绅们目睹利玛窦展示的«山海舆地全图»和传教士带来的地球

仪时,莫不感到匪夷所思.“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

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

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

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则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②然而,利玛窦过早地高估了新

知改变常识的功效,或低估了常识的定力.
在一个知识与心态长期闭锁的社会,新知扩散的效用远非今人想象的那么快.与新知相比,残

酷的战争对改变常识更显功效.甲午中国战败,反思中国社会形态与政体之得失、对中国政体形态

的自我否定也由此开始.孙中山成立的兴中会率先用政治纲领来否定帝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创立合众政府.”该纲领的前二句是重复常识,即改朝、换代,最后一句则是挑战常识———换制度、变
政体,即用“合众政府”来取代“秦政”.

作为概念的“专制政体”其实是一个日语借词,“是戊戌变法后经日本传到中国的词汇”③.１８７６
年,日本人何礼之根据英译本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译成日文«万法精理»时采用“专制政治”来
译“despotism”.在该书卷８第２１回“论支那帝国”中,译者明确将中国归为专制国家.“据此所见,
支那是专制国,其精神是畏惧.”④最早接触到专制政体说的中国人恐怕是首任驻日参赞黄遵宪(在任

时间为１８７７ １８８２).“环地球而居者,国以百数十计,有国即有民,有民即有君,而此百数十国,有一

人专制称为君主者;有庶人议政称为民主者;有上下分任事权称为君民共主者.”⑤所著«日本国志»在
成稿八年后(１８９５)才刊行,黄氏的用法只有知识考古学的意义.

甲午一战,国人对“中体”(秦政)的自信开始动摇.１８９７年对新知最为敏感的梁启超读到严译

«法意»,了解到欧洲政制有三种.“严复曰:欧洲政制,向分三种,曰满那弃者,一君治民之制也;曰巫

理斯托格拉时者,世族贵人共和之制也;曰德谟格拉时者,国民为政之制也.”⑥从严复对 monarchy、

aristocracy、democracy的译名与解释来看,中国属于何种“政制”还是一个待解的难题.１８９８年流亡

日本的梁启超接受与传播“东学”极为神速,“东学”中的政体学说很快被他发现并大加阐发,难题亦

随之解开.“政体之种类,昔人虽分为多种,然按之今日之各国,实不外君主国与共和国之二大类而

已.其中于君主国之内又分为专制君主、立宪君主之二小类.”⑦如此,中国不难对号入座.
面对令人目眩的“东学”,梁氏及一批“精神饥荒”的留日学生对各种政体的差别与界限的理解其

实是模糊的,但求索的取向很明确,积弱不振的中国实行的一定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政体,不仅貌似,
而且神似.基于这一取向,他们在向国内输入“东学”时具有很强的工具性考量.１９００年留日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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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卷一,王震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５页.
[意]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上),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１８０页.
[日]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刘岳兵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０６页.«时务报»上偶有“君

主专制之国”、“专制之政”、“君主专制”等提法,大都来自日本人古城贞吉提供的译文.参见赵利栋:«中国专制与专制主义的理论谱

系:从戊戌到辛亥»,章开沅、严昌洪主编:«近代史学刊»第４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４ ２５页.
参见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黄遵宪:«日本国志国统志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５页.
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时务报»第４１册(１８９７年１０月６日).
梁启超:«各国宪法异同论»,«清议报»第１２册(１８９８年４月２０日).



根据日译本«万法精理»向国内译介.编者称孟德斯鸠是“模范百世”、“古今第一”.“专制政治之所

以为专制者,君主以一人而有无限之君权,又以行此君权之权力,举而再委诸一人.其人居至尊之

地,其外皆仆妾也.彼其意一若万事唯我一身,一身之外,无复有他人者,则虽欲不骄盈矜夸,不涂聪

塞明,不可得也.故专制君主,怠于政务而不顾,亦出于必然之势.当是时也,设官分职,以理庶事,
同僚之间,争竞无已,莫不逞其私智,上以固其恩宠,下以恣其威福,故君主不得不亲揽大权,不得已,
则举国而听之于冢宰,使之专决政事,其权与人主同.东方诸国,大抵如斯.”①该刊同期还刊登日本

学者的«政治学提纲».“俄国、支那、土耳其等数国之专制政体,在今日已可称为各国例外之政体,将
来亦不得不变.今日之世界,专制政体居十分之一,立宪政体居十分之七八.专制已败,立宪已

胜,故专制之后,必成立宪也.”②如是,中国积弱之源与振兴之策一目了然.
梁启超发表于１９０１年的«立宪法议»,是２０世纪初在中国知识界影响巨大的政论文之一.“世

界之政体有三种:一曰君主专制政体,二曰君主立宪政体,三曰民主立宪政体.今日全地球号称强国

者十数,除俄罗斯为君主专制政体,美利坚、法兰西为民主立宪政体外,自余各国则皆君主立宪政体

也.君主专制政体,朝廷之视民如草芥,而其防之如盗贼;民之畏朝廷如狱吏,而其嫉之如仇

雠.”③次年,梁氏又大谈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说:“亚氏最有功于政治学者,在其区别政体.彼先以

主权所归,或在一个,或在寡人,或在多人,分为三种政体:一曰君主政体(Monarchy),二曰贵族政体

(Aristocracy),三曰民主政体(Polityordemocracy).”接着梁氏基于普遍主义思维武断地说:“此实

数千年来言政体者所莫能外也.”④

随着«天演论»的刊行,进步主义历史观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颠覆性冲击.梁启超出于君宪救国

论的痴狂,将君主专制、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三种政体嵌入天演论,臆断出一个三种政体“次序井然,
断难躐等”的政体进化论,在梁氏看来这还是不可抗拒的公理.当中国政体的历史坐标勘定后,在未

来中国建立何种政体的议题上,革命派与梁启超展开大论战,孙中山举例痛斥中国“不能躐等而为共

和”之说“亦谬”⑤.“但是在对现状的分析上,各持不同的未来图景的论者之间,其意见却奇妙地一

致.这就是将从秦始皇开始到２０世纪初延绵不绝的中国的政治体制都一并视为专制政体.”⑥

１９０３年,是观念市场上激进主义攻城掠地的一年,主攻手竟是一个思想尚不成熟的青年人邹

容.«革命军»开篇就号召“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自秦始统

一宇宙,悍然尊大,鞭笞宇内,私其国,奴其民,为专制政体,多援符瑞不经之说,愚弄黔首,矫诬天命,
搀国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⑦其后,革专制政体之命遂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今
日中国救亡之道,首在改革政体.斯说也,固已成为今日舆论之势力.”⑧其实,改革政体的“舆论势

力”不只是“今日”,而且成了其后中国长期的政治主题,分歧在于“改革政体”的方式与目标.就方式

而言,不外乎革命与改良;就“秦政”的替代品选取而言,则有君主立宪、民主共和、苏维埃制度等.概

而言之,有关中国是专制政体的判断更多地是为救亡寻找理据.
回到词源,古汉语中的“专制”特指手握重权的大臣的擅权行为⑨.２０世纪汉语中频繁使用的

“专制”,因其作为“民主政体”的对应名词,成了一个指认国家政体的特定术语,故而与古汉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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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卷之二»,«译书汇编»第１卷第１期(１９００年１２月６日),第５４ ５５页;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６６年影印

本.
[日]鸟谷部铣太郎:«政治学提纲»,«译书汇编»第１卷第１期(１９００年１２月６日),第２４ ２５页.
梁启超:«立宪法议»,«清议报»第８１册(１９０１年６月７日).
梁启超:«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新民丛报»第２０号,１９０２年１１月１４日.
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１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２８３页.
[日]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第２３６页.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３３４ ３３５页.
熊范舆:«国会与地方自治»,«中国新报»１９０７年第５期,第８７页.
王文涛:«“专制”不是表述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词语»,«史学月刊»２０１２年第８期.



“专制”是词同而义异.２０世纪中国政治话语中的“专制”实是一个日语借词,或回归汉语借词.２０世

纪初,“随着放弃用古汉语作为翻译工具,随着中国学生大批去日本和将日文译著译成中文的潮流的出

现,最省事的办法自然是大量采用日文新词汇”①.然而,“最省事的办法”未必是确认中国政体类型的

好办法.

三、围绕帝制中国究为何种政体的论辩

民国肇起,政体革故鼎新,自此政体形态与救亡的时代主题相对剥离,这为从学理上反思中国政

体的类型提供了可能性.１９３０年代,钱穆对清季以来影响甚广的梁启超的国史叙事模式发出责难.
“有志功业之士所渴欲改革者,厥在‘政体’.故彼辈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

政体之历史也.’彼辈谓:‘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谱.’彼辈于一切史实,皆以‘专制黑暗’一语抹杀.彼

辈对当前病症,一切归罪于二千年来之专制.然自专制政体一旦推翻,则此等议论,亦功成身退,为
明日之黄花矣.”他批评梁启超之辈将中国政体嵌入欧洲的类型说之中:“何以必削足适履,谓人类历

史演变,万逃不出西洋学者此等分类之外? 不知此等分类,在彼亦仅为一时流行之说而已.”梁启超

等人其实是“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是史学界的“宣传派”②.
钱氏的诘问随即招来了反驳.萧公权断言专制有两个要素:“一、与众制的民治政体相对照,凡

大权属于一人者谓之专制;二、与法治的政府相对照,凡大权不受法律之限制者谓之专制.”③萧氏提

出的两个要素(议会与宪法)是西方近世的产物,有着鲜明的非民主即专制的思维定势.在一个革命

及民主话语盛行的年代,也是国人急于摆脱弱国地位的岁月,救亡乃是最大的政治,学术必须为其助

力,而任何揭示中国政体本真的努力,如果偏离了“民主革命”的目标,都显得不合时宜.

１９４９年以后,五种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说作为普遍主义被奉为圭臬,前近代的中国是封建社会

和君主专制政体遂成定论,并不断地进行常识化的再生产.如此,孔子就被定格为封建主义的总代

表,这也使得清末以来流行的批孔思潮不仅符合逻辑,且政治上绝对正确,行动上绝对必须,此种思

维一直延续到１９８０年代末.自进入１９９０年代,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弘扬传统文化的诉求在主流话

语中渐成强势.与此同时中国综合国力快速提升,崛起中的中国不仅重新审视“他者”,也在反思自

我.对常识化标签的反思成为其后史学研究的热点,“封建说”与“专制说”皆在其列.关于前者,有
学者指出:“欧洲中世纪的Feudalism,译为‘封建主义’、‘封建制度’等,是中国古典‘封建’的误译,已
有一个世纪了.古典中国的‘封建’和不少‘封’,是说殖民建邦,封邦建国.今后应复其原说,不让西

欧中世之Feudalism说强加于古典中国的‘封建’.”“Feudalism 问题,只能是中世纪的问题,这个问

题无关于欧洲古代,也无关于中国古代.”④历史常识提醒我们:将“封建”与“专制”合成,是一种强词

夺理式的搭配,因为“封建统治是一种多元政治”⑤.“封建制度代表了一种瓦解,一个曾经高度组织

化的国家被分解.”⑥

近年来“专制说”再次成为一个被检讨的话题.台湾学者甘怀真承接钱穆的学术理路,认为“皇
权不是绝对的,但不是因为皇权受到法律制度的规范,而是它的权力运作方式是礼制式的.礼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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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君的规范,传统士大夫是深有自觉的”①.大陆学者认为帝制中国是专制政体的论断,“并非科学研

究的结果,而是亚里斯多德以来的西方人对东方的偏见.这一说法实际未经充分的事实论

证”②.反驳者则认为“中国古代专制说”是以深厚的中国本土思想资源为基础,符合中国历史的特

征.接受和传播“中国古代专制说”并不是中国人的“自我东方化”和“自我殖民”,而是中国人为了改

造传统社会去深入认识中国社会③.
论辩双方都承认“专制政体”一词来自西方,最早出自西方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政体类型的指认.

问题是这一强者对弱者的指认是否存在“污名化”之嫌? 由盛而衰的中国在接受此说时是否存在工

具性的意图? 换言之,这一指认是否存在削足适履之嫌? 余英时认为:“２０世纪的中国史家是西方

宏大理论的俘虏,破除这个长达一世纪之久的羁绊,此其时矣.”④今天的中国,既非钱氏时代的民国,
更不是梁氏时代有亡国灭种之虞的晚清,颇似“攻守之势异也”.国力由衰而盛,心态随之由自卑而

自信,这也是当代文化自信说、国学热等兴起的缘由⑤.
人类在对照“他者”审视自我时,优劣、强弱自然成为思考的题中之义.但人类不应短视,诚如２０

世纪３０年代庄士敦在伦敦大学演讲时所提醒的:“仅仅把视野局限在中国那些灾难时期,而无视汉

唐宋时期的中国是何等辉煌,难道这样是公平的吗? 为什么单单拿今天混乱、屈辱的中国作标准来

评判儒家思想,而不是以１７世纪得到文明但欠发达的欧洲国家热情赞扬的安宁繁荣的中国为评判

标准呢?”⑥近世以降,中国国势呈“V”型走势,对自我的认知随国势之兴衰而变.“变”不应该是简单

化地自我否认或再肯定,而是将对自我的认知、辨识置于一个更为开放的知识化与本土化的学术语

境.如果说帝制中国不是专制政体,该是何种政体呢?

四、保育式政体:基于执政理念的知识化与常识化

学界围绕帝制中国政体类别的纷争,部分是源于着眼点的差异.从亚里士多德到孟德斯鸠,他
们对政体的分类都是根据决策者人数的多寡,忽略了对政治过程、政治文化的关注;而用简单的举证

方法来划分政体很容易被证伪.芬纳通过对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政体的研究,给出了一个更具包容性

的定义:政体就是“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统治结构,以及与这种统治结构之关系”.在划分政体类型时,
“我们还可以根据政策执行者的不同对其加以细化.这样,对于已经划分的政体类型,就又多了一个

分析的标准”.芬纳还注意到“中华帝国的统治方式多种多样,十分复杂”⑦.
中国是专制政体说实出自比对.蒂利提醒学人,选择一个与中国比较的对象很棘手:“中国仅幅

员辽阔和历史悠久就让其他政权相形见绌,以致所有分析者都不知道和其他国家的历史进行什么样

的比较才有意义.例如,我们是否应该放弃把中国和本书中描述的其他小得多、时间也短得多的国

家进行比较,只是为了比较a)整个大陆或者b)大帝国和它们的后续者? 和什么其他的历史,我们才

能合理地、有益地比较中国的政治史?”⑧蒂利的困惑也提醒我们,对帝制中国政体类型作名至实归的

概念化判断应侧重内部视角,强调这一点,除了“地方性知识”思维之外,更是基于帝制中国独特性、
持续性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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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纳认为,政体的稳定与长期延续,不仅需要社会分层和政治制度之间的某种一致,还需要看二

者与“信仰系统”之间的关系.“‘信仰系统’通常要比宗教的范畴更广,虽然有些宗教或多或少包括

了信仰系统的全部,如中世纪欧洲的天主教会就完全可以说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对于儒家思想来

说,我们已经表明它不是宗教,但毫无疑问,它是一个与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一样无所不包的信仰系

统.”“信仰系统、社会分层和共同体的政治机构之间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关系.”在帝制中国,儒家倡导

的保育主义作为维系政体的“信仰系统”,其家国同构的政治想象造就了“共同体的政治机构”,而父

权式的爱民思想将社会分成了官与民两大群体(“社会分层”).帝制中国的政体得以延续,当归因于

“这三者十分契合”①.由此,造就了从执政理念到政治过程都渗透着保育主义.“保育式政体”之说

正是基于独特的保育主义政治文化而得名.
首先,家国同构的政治臆想和父权式的爱民思想,是保育主义的两个重要组件.

１．家国同构的政治臆想

所谓家国同构的政治臆想,简约地讲就是家国同形,管治同理,各安其位,德主刑辅,等差有序.
在中国,政治共同体是一个想象中的“天下”,王朝的物理空间虽说延展至“率土之滨”,但管治理念与

模式如同一个微小的家庭.“中国人则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国家不

过与家族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段.”②

家国文化源于西周时期形成的“权力代理的亲族邑制国家”③.“国家就像一个放大了的家庭,国
君君临天下但并不治民.卿大夫并不重要,因为他们只是占据那些职位.但他们显得重要并能得到

职位,乃因为他们是国君的同宗或是强宗巨室之首.”④从三代的王制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相争,再
到秦以后的帝制,变化的不只是“家国”的物理形态,还有“家长”地位由弱势王权到强势王权的跃升.
与这一过程相伴的是家国主义不断地学理化、知识化、系统化.

«礼记大学»中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及孟子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
离娄上»),构建了一个清晰的家国逻辑.汉儒董仲舒则努力为横空出世的强势帝王提供政治神秘主

义的理据.天、地、人,万物之本.“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

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先
秦时期的圣人论、君主论,虽然强调人有等差,但圣人、君主可以为复数.“各种故事讲到,贵族当众

责备君主,并吐口水,却没有受到他的训斥或处罚.”⑤自秦汉以降,王权论之“王”则是唯一而排他的

真命天子,但“王”不应专横虐民,而是要爱民勤政.“自是之后,顷公恐惧,不听声乐,不饮酒食肉,内
爱百姓,问疾吊丧,外敬诸侯.从会与盟,卒终其身,国家安宁.”⑥

２．父权式的爱民思想

帝制中国的家国体制可以划归为韦伯所讲的家族制或家产制,它尽管不无一般意义上的家族制

国家(苏丹制)赢利型经纪人的特征,但更强调履行保育型经纪人的天职,这缘于与家国同构的政治

臆想所形成的互补互援的爱民、重民思想.
各种政治体系、政治结构都是围绕官民关系来构建的.就对民的重视而言,几乎所有的政治共

同体都存在重民思想.在古希腊,“民”通常指自由民、公民,与奴隶相对应.“公民应有闲暇而不致

为生计终日忙碌.”“在最优良的政体中,公民指的是为了依照德性的生活,有能力并愿意进行统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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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统治的人.”①古希腊的重民是尊重公民的自由与公民权.在古典中国,“个人没有希腊意义上的

那种‘自由’”②.就特指与泛指的频率来看,民在先秦时期特指多,先秦以降泛指多.特指是要区分

职业、身份、地位等;泛指则是士农工商的总称.概而言之,在古代中国,民多指那些无公共权力的

人,与民相对应的通常指官,如“官逼民反”,“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中国的重民思想

强调为君、为臣、为官,岗位不同,职责如一,都要履行父母的养民之责,做到“爱民如子”.“陛下上为

皇天子,下为黎庶父母.”(«汉书鲍宣传»)“虽官有百职,职有百务,要归于养民.”③官之于民是教

养,民之于官是依恃.
中国式的父权制,不仅强调官要尽“黎庶父母”之职,还需要民对“父母”的忠爱.为此,儒家不仅

高扬世俗礼仪中的生活伦理———“孝悌”,还通过祖先崇拜使其得以强固.“在维系家庭关系的所有

制度中,祖先崇拜极为重要.家庭、阶级和村落被强加给个体,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政治关系模式.
祖先崇拜仪式包含了父权制和家长式的作风.父权制在早期罗马同样存在,但是在新的法律规范之

下逐渐消融.相比之下,中国引入新的法律是为了让祖先崇拜固定化.”④

重民思想可追溯到«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将其作为“民本”、“民本主义”之简称其实

是后人之见,古代并无“民本”一词.在“主义”盛行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民本主义”也是日语借词之

一,起初只是“民主”的多个译名之一⑤.１９１７年院府之争期间,日本媒体称“黎总统免段总理”符合

宪法精神,为“民本主义之进步”⑥.此间«申报»的新书预告也有同样的用法,如“«民本主义与敎育»
(DemocracyandEducation),美国Prof．JohnDewey著”⑦.

用“民本思想”、“民本主义”来概括先秦的政治思想始于梁启超.１９２２年他在«先秦政治思想

史»附录三“民本思想之见于«书经»、«国语»、«左传»者”摘录了大量相关文献⑧.此后“民本”一词广

泛用于概括古代政治学说,“民本主义”由此成了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概念.中国古代思想家虽有流派

之别,思想脉络有断代之异,但“民本”成了一个超越时代与流派的公约性概念.由此,“民本主义”不
再是民主的译名之一,而是成为区隔中西政治思想的两个相对应的概念(民本与民主).其实,为因

应构建现代社会科学的术语,而用“民本主义”来概括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其外延模糊,内涵易生歧

义,不是一个恰当的用法.这也是今人在评价民本思想时存在严重歧见的原因之一.
基于不同的重民思想,西方在构建政治关系时,主要围绕不同主体的权力与义务来调适,强调职

权匹配,权力制约,权力与义务的有限性;中国则是围绕官的权力与责任展开的,权力意味着担当,权
力与责任都是无限的,如果为官失责或不作为,就会招致天怒人怨.概而言之,帝制中国的政治文化

与其说是民本主义,不如说是保育主义更为恰当.
其次,仁政是保育式政体的原则.
在孟德斯鸠那里,美德、荣宠、畏惧分别代表了共和、君主、专制政体的原则.在中国,保育式政

体的原则是仁政,其目标取向是养民、教民、保民.君民关系、官民关系与父子关系同型,爱民如子是

其通则.由保育式政体衍生而来的核心概念(尊君、爱民、忠孝等),既不同于西方古典时期因抗争政

治催生的权利、权力、法治,也不同于欧洲进入民族国家时期的国家、国际、主权等.
仁政的思想基因主要源自记录庙堂政治的«尚书».“天子作为父母,以为天下王.”意思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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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诲之.圣王曲备之者也”①.“天将有立父母,
民之有政有居.”郑康成的释义为:“言将有立圣德者为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②父母者,谓
天子也.“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上»)此外,记录民间情愫的«诗经»也多有记载:“岂弟

君子(君子品德高尚),民之父母.”(«诗经大雅泂酌»)
«尚书»、«诗经»中有关重民、爱民的阐述虽然是碎言片语,但为保育式政体的构建提供了思想资

源.三代以降,礼崩乐坏,知识精英面对现实中的暴政、民变、列国争霸等乱象,肩负起重构理想政治

秩序、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诸子中以儒学为代表的一派学人,温故知新,上承«尚书»保育政治的思

想基因,将天道政治日常化,神秘政治世俗化,保育政体学理化.
孔子为“保民开化之宗”③,也是保育式政体之宗师.孔子言政,“皆植本于‘仁’”④.“孔子所谓

仁,乃推自爱之心以爱人之谓.”“仁之成就,始于主观之情感,终于客观之行动.全部之社会及政治

生活,自孔子视之,实表现为仁行之场地.仁者先培育其主观之仁心,复按其能力所逮由近远,以推

广其客观之仁行.始于在家之孝弟,终于博施济众,天下归仁.孔子言仁,实已冶道德、人伦、政
治于一炉,致人、己、家、国于一贯.物我有远近先后之分,无内外轻重之别.”⑤

养民是仁政的重要内容.养者,养育也.“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

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养民者,不独养其身,还要养其心.«论语子路»:“子曰:
‘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教化之途,
在正已.“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上好礼,则
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这一思想也承接了«尚书»中“天佑下

民,作之君,作之师”的君师合一思想.孔子寓教于养的思想,被后儒奉为正解.东汉王符曰:“明王

之养民也,忧之劳之,教之诲之.”(«潜夫论浮侈»)
孟子论政亦崇仁政,但论述重养民.“养”在«孟子»中出现了６２次,其中４０次谈“养育”⑥.孟子

要求君王应担当起保民、养民、教民的天职.养民首先要使民有恒产.“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

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推崇的“王道”是使民安居乐

业:“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

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
子梁惠王上»)王道当然不能止步于有恒产,还必须教民育民,即“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如此可达

致“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孟子滕文公上»).胡

适形象地将孔子的思想称为“爸爸政策”(Patemalism),“要人正经规矩,要人有道德”;孟子的思想是

“妈妈政策”(Matemalism),“要人快活安乐,要人享受幸福”⑦.梁启超将孟子的思想称之为“保育政

策”⑧.
荀子论政的基点也是仁政爱民.“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

民之父母也.”(«荀子王制»)他主张君臣必须爱民、利民而后再使民.“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

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
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荀子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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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建构的保育政体充满着温情与关爱.孟子告齐宣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
(«孟子离娄下»)而墨子倡导的兼爱思想与儒学互补意合.“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墨子尚同

下»)“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当察乱何

自起? 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
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
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墨子兼爱»)

先秦儒家言政,大多崇礼抑法,或德主刑辅.“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

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反映儒家政治理念的«礼记»从礼教的角度丰富了保育政治的思想

内容.«礼记»将礼教细化为七情十义:“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

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何谓人情? 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

能.何谓人义? 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

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

何以治之?”(«礼记礼运»)«礼记»倡导的“七情十义”可使家国主义、保育主义在日常生活中得到

体验.

五、保育式政体的张力及韧性:民权与专制

从理念上观之,保育式政体的确让人心向往之,甚至不无民权政治的色彩.诚如梁启超所论,西
方“所谓天帝化身者君主也,而吾中国所谓天帝化身者人民也.然则所谓天之秩序命讨者,实无异民

之秩序命讨也,立法权在民也.所谓君主对于天而负责任者,实无异对于民而负责任也,司法权在民

也.然则中国古代思想,其形质则神权也,其精神则民权也”①.孙中山亦说:“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
子便主张民权.由此可见,中国人对于民权的见解,二千多年以前已经早想到了.”②梁、孙之论

并非荒诞不经.“实际上,大多数社会都会具有某些民主的惯例与实践.民主并不是一种要么全有

要么全无的事物,而是一种具有程度差异的事物.”③但从正式制度来看,帝制中国既无精英投票的议

决制度,亦无形式上的议会制度,只能说虽“早想到”,却未曾做到.
从实态上观之,皇帝九五至尊,保育政体式难免带有专制政体的体征,亦可举出诸多实例,但这

是否支持孟德斯鸠式的君主专制政体说? 其实,任何政体都多少带有专制的成分.“君主政体通常

蜕化为一人治国的专制主义;贵族政体通常蜕化为多人治国的专制主义;民主政体通常蜕化为人民

专制主义.”④因此,在保育式政体下,就专制之有无而言是绝对的,就专制之强弱而言则是相对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东方专制主义”说亦未尝不可,但若止步于东方专制说,也就无异于不求甚解的

“拿来主义”.
征诸中国帝制史,保育式政体无疑不是民权政体,亦非正典意义上的专制政体,而是一个在理念

上充满温情,在实践中极具张力的政体.惟其如此,严复在翻译«法意»时就对孟氏“中国专制说”的
三个要件提出质疑:(１)专制政体无法制,但古典中国“法度之朝无论已,上有宵衣旰食之君,下有俯

思待旦之臣,所日孳孳者,皆先朝之成宪,其异于孟氏此篇所言者超乎远矣!”(２)专制政体无荣宠,但
中国的礼教就是荣宠,“礼之权不仅操于上,而亦臣下所可据之以为进退者也”.(３)专制政体以畏惧

为精神,但历代儒家都要求皇帝敬天法祖,亲贤爱民.中国帝王宣誓:“吾奉天而法祖,吾勤政而爱

民,吾即有所欲,而因物付物,未尝逾矩也.”⑤严复对孟氏之中国专制说所作的证伪是有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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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近代的历史上,儒家对重民、爱民思想的强调几乎推到极致,这曾令启蒙运动初期的西方汉

学家羡慕不已.经验表明,数千年来保育政体始终未出现向民权政体转型的迹象,若用发展的眼光

看,保育政体基本上是停滞的,但保育主义也为帝制中国走向专制或极权主义式的政体设置了一道

防火墙.这道墙的正面是对君臣保民、养民、教民的耳提面命式的告诫,背面则是暴政将招致“天谴”
和替天行道式的反叛.如果说前者是靠君臣的自律,那么后者则是靠万民的他律;前者是温情脉脉

的言说,后者则是血腥杀戮的造反.
据«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师旷就曾揭示了保育式政体的两种可能的形态.一种是正宗形态:

“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

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 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一种是变态形态:“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
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 弗去何为?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失其性.岂其使一人

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 必不然矣.”当然,师旷并非鼓动民众造反,但常识告诉人们,保
育式政体并非天成与永恒,变态的保育政体难以避免.

秦由诸侯国到帝国,主要凭借暴力,其对暴力与集权的依赖延续到秦帝国时期.秦帝国的建立,
还了先秦儒家期盼大一统的愿,但其崇法坑儒,又给了儒生一记耳光.令后儒深感欣慰的是,秦始皇

奉行的极权主义,背弃保育主义,致使帝国大厦仅存十四年便轰然倒塌,这又印证了先秦儒士“困民

之主,弗去何为”的政治预言.
秦帝国复杂而多元的遗产及对后世的影响与其短命极不相称.遗产之一是大一统的帝国体制

从此越发坚固;遗产之二是不行仁政成为日后的反面典型.如贾谊所言,“以暴虐为天下始”,“山东

豪杰并起而亡秦族矣”①.自此,此种历史记忆非但未因时而冲淡,且被不断再生产.如果说先秦儒

家有关保育式政体的阐述主要是一种学理的构建,那么汉儒董仲舒则通过对短命的秦王朝的剖析,
证成了一个使保育政体长治久安的良方.

贾谊是一位笔端充满情感的年轻才子,董仲舒则是一位建构思想体系的庙堂帝师.贾氏重点在

揭示秦皇之过,而董氏重点在思考如何避免秦之过,为保育式政体护航定向.董氏认为“天之生民,
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故夏

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②革命

符合天理的思想源自«易经»中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商汤以来的“革命说”是基于朴素的

官逼民反逻辑.董仲舒则基于天人感应论,将商汤革命说进一步学理化,建构了一个偏离保育主义

的预警系统———“天谴灾异论”.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将奉天承运的思想具象化:“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

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③反之,如果天子违反天命,害民虐民,天将夺之.天何以知晓天子害民

呢? 在董仲舒那里,天子害民是可以验证的:“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

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

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

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④

“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是将“天谴异灾论”嵌入家国主义的思维程式之中.天对人君仁爱

有加,天降灾异犹严父责子,也是仁爱的表现.“皇天所以谴告人君过失,犹严父之明诫.畏惧敬改,
则祸销福降;忽然简易,则咎罚不除.”(«汉书»卷八十五«谷永杜邺传»)其后,一旦出现灾异,皇帝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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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２２０页.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２８６页.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２５９页.



得向皇天悔过.早年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晚年曾下诏,“深陈既往之悔”,“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

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汉书西域传下»).征和四年(前８９)三月封禅泰山时又对臣下说:“朕即位

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①

在董仲舒看来,要避免君王“失德”而招致天谴,必须将倡导保育主义的儒学置于独尊的地位,让
其他邪辟之说绝其道.“«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

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
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自此,推崇儒学、践行保育主义成了日后王朝标榜的首要选项.

所谓天谴论,也许是古人智慧的极限.“近代对统治者权力的限制,求之于宪法;而董氏则只有

求之于天,这是形成他的天的哲学的真实背景.”②用现代政治的眼光审之,“君以民为贵的儒家思想,
把负责制的原则带进了中国政府.但要注意,这个负责制不是正式或程序上的,而是基于皇帝自己

的道德观念,而这个观念又是官僚机构所塑造的”③.董仲舒为防范保育式政体沦为变态政体构筑的

这道防火墙,其历史价值不在于从此可以杜绝暴政,而是为延展仁政提供了一剂智所能及的良方.
汉武帝、董仲舒联手扮演了将儒学由江湖(诸子时代)引入庙堂的角色.汉代以降,尤其是科举

制度确立后,儒学不断体制化、社会化,这是一个保育主义政治文化重新回归江湖的过程,其中科举

的应试者不只是儒学的布道者,也是保育式政体的践行者.１８２６年朝廷举行朝考,考题为“政在养

民论”.考生徐继畲对“养民”作如下阐述:“古者圣人陈谟赞化,不曰治民,而曰养民.养之云者,养
其身,并养其心.是故教养二者,皆可以该之曰养.”④

秦汉以降,随着家国同构的政治臆想与父权式的爱民思想的不断再生产,其理义也日渐通俗化,
保育主义及保育式政体在朝野形成了高度的共识,就连入主中原的满族政权也无法抗拒.１７２３年,
雍正即位不到两个月,便以考试的方式,谕令臣工撰写“雍正宝座铭”进呈,用儆座右.在１４４位进呈

者中,诸多汉籍人士发出谦卑行政、保民爱民的忠告:“天命不易,天位匪轻.勿谓崇高,宜达民情.”
“民欲天从,影随响应.”“保全骨肉,爱养臣民.”⑤满籍人士也不例外,如翰林院检讨逢泰的进呈文告

诫雍正:“惟兹百工,罔弗允厘.群黎遍德,并沐恩施.万邦协和,均戴仁慈.宵旰靡宁,旦明是饬.
无逸勤民,幽图重穑.”⑥如此,保育主义也就成了芬纳所讲的“信仰系统”的重要组件.

六、结　语

概而言之,保育式政体源于华夏农耕文明生成的独特物理空间.家国同构的政治臆想与父权式

的爱民思想不仅催生了保育式政体,且在一定程度上规范这一政体的样式,但此种规范更多地表现

在价值与理念上,并非精致而刚性的制度约束,故而不确定性是保育式政体的一大特征.保育式政

体在理念上充满温情,在实践中则表现出不同的面向:仁政与暴政、爱民与虐民.诚如福山所论:帝
制中国“设计的行政机构是理性的,按照功能而组织起来,以非人格化标准进行招聘和晋升,这绝对

是世界第一.在其他方面,中国政治制度又是落后的.它从没创立法治和政治负责制的机

制”⑦.
保育式政体的最大难题是皇位的有序转让及如何避免出现坏皇帝.从二千年来保育式政体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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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纪十四»,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７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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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实态来看,既不像正典的专制政体,更不是民权政体.韦伯观察到:“家产制的国家形式,尤其是

管理与立法的家产制性质,在政治上造成的典型结果是:一个具有神圣不可动摇的传统王国和一个

具有绝对自由的专横与仁慈的王国并存.”①钱穆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揭示了各自政治变迁的不同样

式:“西方史常表见为‘力量’,而东方史则常表见为‘情感’.西方史之顿挫,在其某种力量之解体;其
发皇则在某一种新力量之产生.中国史之隆污升降,则常在其维系国家社会内部的情感之麻木与觉

醒.此等情感一旦陷于麻木,则国家社会内部失所维系,而大混乱随之.”②列文森从摇摆于仁政与暴

政之间的帝制中国看到了儒家与君主制之间的张力.“如果某个传统国家在它的时代保持了长盛不

衰,那么,它的活力或许来自于对这种张力的宽容”.正是儒学与君主制之间的这种“既相互吸引,又
彼此排斥的张力”,使君主制保持了长盛不衰③.他们从不同角度观察到的中国君主制的特殊面相,
其实也是对专制政体说的矫正.

帝制中国,保育式政体呈现出正宗与变态两种形态,并造就帝国的盛世或乱世.这两种形态可

以共存于中华帝国的不同地区乃至不同层级,也可能在同一物理空间内交替出现.就大势而言,历
史上新的王朝一旦建立,开国君主大多珍惜其来之不易而充满温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保育式政体

应有的温情往往会不断流失,君臣开始骄横,王朝政治越来越偏离仁政爱民的轨道.尽管历朝历代

都在倡导仁政,褒奖清官,鞭挞酷吏,但到了王朝末期终将难脱暴政的来袭,这既是保育式政体的宿

命,也是其再生之机,否极泰来,治乱、兴衰遂成为保育式政体应然的逻辑,这就是黄炎培所讲的“历
史周期律”.

在保育主义的政治文化中,庶民永远是婴儿,对这一思想的突破始于西方民权思想的输入.严

复倡导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梁启超的«新民说»,陈独秀的«敬告青年»等,均在呼唤国人告别那

种被保育的婴儿意识与奴隶习性,行使其“成年人”应有的政治权利.孙中山虽存保育情怀,但终极

目标也是还权于民:“民国之主人者,实等于初生之婴儿耳,革命党者即产此婴儿之母也.既产之矣,
则当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训政时期者,为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

而后还之政也.”④

自西方的民主话语植入中国以来,与家国同构的政治臆想和父权式的爱民思想交互影响,形成

了一种混合型的独特政治话语,如“保家卫国”、“当家作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等.２０世纪以

来,中国的制度安排不断刷新,但根深蒂固的保育主义的政治思维如何与民主政体兼容,民族性与现

代性如何调适,进而创制出符合国情、彰显仁政、杜绝虐政、高效而稳定的体制与机制,不仅考验着政

治领袖的智慧,更是从事中国政治研究的学人必须面对的大问题.

[责任编辑　刘京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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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前李陵接受史考察

———兼论李陵作品的流传及真伪

丁 宏 武

摘　要:唐代以前关于李陵的认识和评价,主要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和演变.汉昭帝始元六年苏武归

国,引发了西汉王朝对李陵案的重新审查和讨论,为经学时代班固书写李陵确立了方向,奠定了基础.建

安时期文姬归汉,引发了魏晋士人对李陵的重新关注和反思,«李陵集»、«李陵别传»的整理编撰,是时人重

新认识和解读李陵的历史产物.五胡乱华以后,李陵接受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刘琨等文化精英肯定李陵,

突破了此前同情为主、批判为辅的评价模式;拓跋鲜卑等北方民族追祖李陵,凸显了李陵在胡汉融合过程

中的象征意义;江淹等南北朝文士拟引李陵,使其形象完成了由“武士”到“文士”的转型,李陵的文学史地

位也因此确立.传世李陵之作,真伪难辨,唐代以前多信其真,宋代以后多疑其伪,全面否定或肯定,均非

的论.

关键词:李陵;苏李诗;«答苏武书»;真伪;接受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９９),李陵率五千步卒出击匈奴,单于以八万余骑围攻,陵兵败降敌.岁余,
汉武帝诛灭李陵老母妻子,司马迁也因替李陵辩护惨遭宫刑.李陵叛国投敌,固然罪不可逭,然武帝

之刻薄寡恩,亦昭然若揭.由于李陵之降辱与武帝之冷酷纠结为一,且不同时代对君臣关系及夷夏

之辨有不同的认识,致使后世对李陵的评价褒贬不一,难有定论.但是,全面考察李陵降北后历代士

人对其人其事的评价和反响,可以发现,后世除白居易、张耒、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外,对李陵的批判

与责难并不是太多,以致顾炎武慨叹“文章之士多护李陵”①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受儒学思想熏染较

深的两汉士人,对叛国投敌祸及至亲的李陵,并没有太多的口诛笔伐,除«论衡»、«易林»偶有涉及

外② ,大部分保持沉默和回避,而司马迁、班固则给予过多的同情和宽容,白居易因此亦慨叹云:“予览

«史记»、«汉书»,皆无明讥,窃甚惑之.司马迁虽以陵获罪,而无讥可乎? 班孟坚亦从而无讥,又可

乎?”③ 魏晋南北朝时期,李陵不仅成为刘琨、江淹、钟嵘、庾信等不少文士拟引的对象,而且成为当时

不少人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竞相追祖的对象,成为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背景下的一种胡汉杂糅的文

化象征符号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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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北方少数民族追祖李陵的现象相应,魏晋以来,«李陵集»、«李陵别传»也悄然问世.虽然其编

者和成书年代难以详考,但据文献记载,至刘宋初年,相传为李陵的作品已经结集流传并引起广泛关

注,其中的五言赠答诗被钟嵘、任昉等人视为五言之祖,«文选»也收录了署名李陵的«答苏武书»和
«与苏武诗»三首.李陵已然成为南朝文士追慕的西汉文坛巨匠.

身为武士、战败降敌的李陵是否确有文学作品传世? 这是自颜延之以来学界一直质疑未决的话

题①.刘知幾、苏轼、洪迈、顾炎武、钱大昕、翁方纲、黄侃等认为传世李陵之作,除«汉书»所载李陵«别
歌»(篇名从«诗纪»)外,均为后世伪托之作②.２０世纪以来,学界围绕五言诗之起源,对“苏李诗”的
真伪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辨析,梁启超、郑振铎、罗根泽、马雍、逯钦立、郑文等均认定“苏李诗”为伪

作③.时至今日,虽然李陵«答苏武书»和“苏李诗”为伪作几成定谳,但是,由于缺乏充分切实之证据,
仍有一些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顾随认为李陵«答苏武书»不伪④,章培恒、刘骏一反历代成说,认为李

陵«与苏武诗»及«答苏武书»均非伪作⑤.近年来,随着学界对«汉书李陵苏武传»的成篇以及班固

对李陵的评价和态度等问题的关注,李陵及其有争议的作品再次被旧话重提.汪春泓认为:«汉书»
中苏武被塑造为“忠君”典型,李陵被型塑为苏武反面的有罪之人,而苏、李二人在匈奴的见面和对

话,很可能是缘于某种宣传目的(政治意图)的虚构和精心设计,不一定实有其事,所以传世苏李诗文

包括«汉书»所载李陵«别歌»,有可能都是拟托之作⑥.此说不仅全面否定了所有署名李陵之作的真

实性,而且也对«汉书李陵苏武传»的“实录”性质提出质疑.与之相应,孙尚勇结合敦煌遗书所见

与苏武、李陵相关的写本文献,参考胡适、傅斯年等人的研究成果⑦,认为“苏李诗与传世苏李书信文

一样,最早都是依托于某一敷衍苏武、李陵故事的表演艺术节目,这些作品在流传过程中,脱离了苏

李故事而得以写定,于是出现后来的苏李诗”,并且认为“苏李诗和苏李书信文所依托的苏李故事产

生于西汉末年,«汉书苏武李陵传»的成篇当与此故事之流行相关”⑧.汪、孙二人的观点虽然缺乏

坚实的证据,但对«汉书李陵苏武传»真实性的质疑,却使学界不得不重新反思以下问题:司马迁、
班固关于李陵的载述和评价是否属实? 魏晋以来流传的«李陵集»、«李陵别传»是否纯属敷衍虚构?
司马迁以后历代士人对李陵的接受认同与李陵作品的流传整理有无联系? 有鉴于此,本文拟以苏武

归国、文姬归汉、五胡乱华为历史参照和线索,详细探讨汉魏六朝时期关于李陵认识和评价的历时性

变化,并以此为背景和依据,重新考察李陵作品的流传及真伪.

一、苏武归国与李陵案之再检讨

天汉二年(前９９),李陵兵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惨遭宫刑.于是,如何评价李陵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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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得失,不仅成为西汉王朝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而且也成为后世争讼不已的历史话题.现存最早

的关于李陵接受史的文献,无疑是司马迁的相关载述和评价.«史记»关于李陵的记叙有三处,其一

附于«李将军列传»之后,其二见于«匈奴列传»,其三见于«太史公自序».总体来看,«史记»所述李陵

之事相当简略,司马迁也没有将其个人遭遇掺杂于其中,对事件的叙述相当冷静客观.但是,在«报
任安书»(«文选»题«报任少卿书»)中,司马迁详述李陵降北及自己取祸陷刑之始末,称赞李陵“事亲

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有国士之风”,评价甚高.然李陵毕竟“生降”,司马迁不得不直言“
其家声”①,“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②.不难看出,司马迁虽然同情

李陵之遭遇,但对其降辱之耻,并未曲笔回护,依然体现出“不虚美,不隐恶”之实录精神.尽管如此,
后世批评之声仍不绝于耳,王充批评司马迁“身任李陵”(«论衡»卷六«祸虚»),白居易窃惑司马迁“无
讥”李陵(«白居易集»卷四十六«汉将李陵论»),张耒称司马迁之辩李陵“几于愚”(«张耒集»卷四十一

«司马迁论上»),王夫之则指斥司马迁“为陵文过”,其书“为背公死党”之言(«读通鉴论»卷三).值得

注意的是,«汉书»对李陵的书写,不仅悉其原委,叙之甚详,而且突破其一贯谨严有法的叙事风格,过
分渲染了李陵战败过程的悲壮色彩,直接暴露了汉武帝晚年的“法令无常”,明显承袭了司马迁«报任

安书»的悲情基调和形象定位.班固的这种立场和评价,也引起后世的疑惑和争议,白居易斥其“无
讥”李陵,今人汪春泓、孙尚勇等怀疑«汉书李陵苏武传»受某种宣传目的或民间故事之影响而存在

一定程度的虚构③,何寄澎则认为班固一反常态,对一个败军之将予以如此“唯恐不尽”的心意书写,
实则借对李陵的认同反映对司马迁的同情与理解,是中国古代“同情共感”传统的又一次展现④.

毫无疑问,司马迁对李陵的认识和评价与武帝时代的主流意识有很大的差距,«报任安书»称李

陵败降后,“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 其短”⑤,«汉书李陵传»亦载“群臣皆罪陵”⑥,此后武帝族灭

陵家,司马迁因盛推陵功,惹祸陷刑,“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⑦,武帝之冷酷、朝臣之附和、司
马迁之孤独无助,不言而喻.然而,历史的发展似乎证实了司马迁的推断,投降匈奴的李陵并没有给

汉王朝带来多少灾难,而汉武帝过分倚重的李广利,却在征和三年(前９０)率大军投降了匈奴.尤其

是征和年间的巫蛊之祸,不仅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而且祸及卫皇后及其子、女、媳、孙,正如宋人

洪迈所言:“骨肉之酷如此,岂复顾他人哉!”(«容斋续笔»卷二“巫蛊之祸”条)在这场骨肉相残、人伦

巨变的政治斗争中,忠奸贤愚似乎难有定论,马通、商丘成、景建、张富昌、李寿五人,先以击剿卫太子

有功而封侯,但转眼之间,又全部被杀或被迫自杀.而公孙贺、刘屈氂、李广利等人的命运,正如东方

朔«答客难»所谓“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
用则为鼠”.法令如此,士人“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⑧? 毋庸讳言,汉武帝晚年,汉匈战争的失利

以及人人自危的巫蛊之祸,严重地动摇了西汉王朝的统治秩序以及君臣共同体,由此而产生的君臣

裂痕,必然会引发人们对大一统时代的君臣关系和李陵案的重新反思与检讨.征和四年(前８９),汉
武帝颁布轮台“哀痛之诏”,实现了由崇尚武功向休养生息(重农守文)的转变(«汉书西域传下»).
后元二年(前８７),武帝撒手人寰,继任者汉昭帝及执政大臣霍光忠实执行武帝临终前确定的治国理

念,“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与此相应,汉匈关系也明显改善,史称“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

实”(«汉书昭帝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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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昭帝始元六年(前８１)二月,西汉王朝召集贤良文学六十余人,以问“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
(«汉书昭帝纪»).这次大规模的“盐铁会议”,对汉武帝时代的内外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与总

结,对汉武帝开边用武的得失尤其是普通百姓由此蒙受的苦难,也进行了激烈辩论和理性考量.这

年春天,被匈奴羁留十九年的苏武因为汉匈关系改善而归国,投降匈奴已有十八年之久的李陵,毫无

疑问也又一次引起了西汉王朝的关注.虽然记录这次会议内容的«盐铁论»中并没有关于李陵的任

何信息,但«汉书李陵传»载:“昭帝立,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辅政,素与陵善,遣陵故人陇西任

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①西汉王朝派人至匈奴迎招李陵之事,«资治通鉴»卷二十三紧承苏武归

国而系之.揆其文意,司马光等人显然认为苏武归国与遣使招陵两事之间有因果关系,即先有苏武

归国,然后才遣使招陵.综合考察相关文献,«通鉴»的记述显然比«汉书李陵传»更为合理可信,因
为自汉初以来,投降匈奴之汉将人数众多②,但唯独遣使迎招李陵,个中原因,固然与执政大臣霍光、
上官桀与李陵的交情有关,但“匈奴和亲”背景下的苏武归国,无疑是更深层的原因.因为只有义不

背汉的苏武归国,汉王朝才有可能获取投降匈奴十八年之久的李陵的确切信息,并由此引发当朝对

于李陵其人其事的重新审查和反思.尽管李陵最终以“丈夫不能再辱”为由拒绝归汉,但他终于在被

迫投降匈奴十八年后等到了对大汉王朝倾诉满腔怨愤的时机,«文选»卷四十一所收李陵«答苏武

书»,应该是这一特殊情境下的特定产物,其具体作期应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前８１)九月③.
«答苏武书»是否真正出自李陵之手? 自唐代刘知幾以来,关于此文真实性的质疑,一直未曾间

断.但迄今为止,学界并未发现确切证据证明其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因为«答苏武书»对苏、李双

方都耳熟能详的李陵战事又一次进行悲情书写,所以何焯、翁方纲、黄侃等不少学者认为此信“祥林

嫂式”的战事重复叙写,是其出于后人伪托的确证④.但从文本内容看,此文从异国之悲、降辱之愧写

起,然后追述天汉二年(前９９)的惨烈战事,进而控诉汉高祖刘邦以来西汉历代君王对待功臣的刻薄

寡恩,明确表明绝不背匈归汉的立场,其中所展示的矛盾纠结的悲伤情怀,与李陵在始元六年(前８１)
拒绝归汉时的心境完全相合.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文辞欺人”云:“古来以文辞欺人者,莫若谢灵

运,次则王维.今有颠沛之余,投身异姓,至摈斥不容,而后发为忠愤之论,与夫名污伪籍而自托

乃心,比于康乐、右丞之辈,吾见其愈下矣.末世人情弥巧,文而不惭,固有朝赋«采薇»之篇,而夕赴

伪廷之举者.苟以其言取之,则车载鲁连、斗量王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则其人之真伪

即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离»之大夫,始而摇摇,中而如噎,既而如醉,无可奈何,而付之苍

天者,真也.汨罗之宗臣,言之重,辞之复,心烦意乱,而其词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征士,淡然若

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其汲汲于自表暴而为言者,伪也.”⑤李陵兵

败降敌,罪不容恕,但其以“丈夫不能再辱”为由拒绝归汉,绝非反复无常之辈,陇西李氏“不甘受辱”
的家风与血性依然可见,«答苏武书»对天汉二年汉匈战事的重复书写、对感愤之怀的尽情倾诉,与顾

亭林所论«黍离»之大夫、汨罗之宗臣(屈原)、栗里之征士(陶渊明)的“真情真言”如出一辙,就此来

看,此文当是李陵的真实之作,不能仅凭其文体风格不同于西汉时期的主流文风以及李陵的“武士”
身份而否定李陵的著作权.

«汉书»卷五十四«李陵苏武传»所载李陵与苏武的交往是否真实可信? 今人汪春泓、孙尚勇对此

俱有质疑,认为此传受某种宣传目的或民间故事之影响而存在一定程度的虚构,苏、李二人的交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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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真实存在.但就«汉书»的成书过程进行理性考量,此说实难成立.首先,班固奉诏修史,非常注

重有形的史料即已经形诸文字记录的史料,所以在«汉书»中大大增加典章制度和经世之文的分量,
因有“私改国史”而下狱的前车之鉴,班固绝对不会仅凭一己之好恶而私自改变对李陵的评价和认

识,«汉书李陵苏武传»关于李陵其人其事的书写,应该以苏武归国引发的汉王朝对李陵的重新评

价和定位为基础.其次,李陵虽然投降匈奴,但是西汉王朝要准确掌握李陵的相关信息,并非难事.
天汉二年李陵败降,余部四百余人归汉,此次战事之详情,西汉王朝应该有详细的调查和记录;始元

六年苏武归国,西汉王朝随即遣使招陵,李陵在匈奴期间的情况,霍光等人显然也有深入的了解;汉
宣帝时,苏武胡妇之子苏通国被赎归汉,汉匈之间使者往来频繁,李陵晚年的情况也绝非隐秘难知.
«汉书李陵传»即明确记载:“陵在匈奴二十余年,元平元年(前７４)病死.”①要之,«汉书»关于李陵

的载述和评价,应该有详实的档案材料或其他历史文献为依据,出于某种宣传目的或受民间故事影

响而虚构的可能性很小.前人推测班固以李陵为苏武之对立参照,又谓班固借李陵为司马迁鸣不

平,两种说法皆可成立.然若各执一词,略嫌偏颇,兼而论之,则更合情理.一方面,受正统儒学的影

响,班固将不辱君命的苏武与兵败降敌的李陵合传,褒贬之意显而易见;另一方面,受“实录”精神的

影响,班固对武帝晚年的法令无常及刻薄寡恩直言不讳,同情之意亦有迹可寻.两种动机,兼而有

之,不可偏废.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班固之外,两汉士人对于李陵,大部分保持沉默和回避.扬雄«法言»论

及“臣自失”,以“李贰师之执二,田祁连之滥帅,韩冯翊之诉萧,赵京兆之犯魏”(«重黎»卷第十)为典

型事例②,其中贰师将军李广利,正是天汉二年西汉王朝出征匈奴的主帅,李陵、司马迁的悲剧命运,
与此人皆有关联.其于征和三年(前９０)率大军投降匈奴,不仅彻底结束了汉武帝于有生之年臣服匈

奴的梦想,而且也为汉代士人认识和评价李陵树立了苏武之外的另一个参照.扬雄«法言»的立场和

看法,与班固«汉书»基本一致,由此可见两汉士人对李陵的态度,同情与宽容占主流,严厉的批判并

不多见,«汉书李陵传»的立场,比较客观地表达了两汉士人对于李陵事件的主流观点或共识.
总之,汉昭帝时期,随着汉匈关系的改善,以“盐铁会议”的召开和苏武归国为契机,西汉王朝对

李陵投降匈奴也有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和认识,遣使招陵即为明证.虽然李陵最终没有归汉,但
当时对李陵案的相关史料以及李陵的奏表、与苏武往来的书信等历史文献,应有收集整理,从而为日

后班固撰写«汉书李陵传»积累了大量的原始材料,也为班固认识和评价李陵奠定了基础.

二、文姬归汉与李陵案之再反思

«后汉书»卷八十四«列女蔡琰传»载:“陈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学有

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

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

祀.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③相关的记载,还见于«蔡琰别传»(«艺文类聚»、«太平御

览»、«乐府诗集»等引)以及曹丕«蔡伯喈女赋序»((太平御览)卷八○六引)、丁廙«蔡伯喈女赋»(«艺
文类聚»卷三十引)等.由于史籍记载比较简略且互有出入,所以关于蔡琰流落南匈奴的具体时间和

经历,以及传世署名蔡琰的五言«悲愤诗»、骚体«悲愤诗»(以上两首«后汉书列女传»载录)、«胡笳

十八拍»(«乐府诗集»卷五十九及«楚辞后语»卷三载录)三篇作品的真伪,学界存在较大争议④.但综

合考察相关文献,«后汉书»本传的记载与曹丕、丁廙等人的作品互相印证,说明蔡琰于汉末流落南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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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十二年,曹操遣使者以金璧赎归,重嫁陈留董祀,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言志,当属事实.
关于蔡琰的生平与作品,学界论述较详,兹不赘述.但是,关于文姬归汉的背景,有些史料以往

关注不够,迻录如下,补证其事.«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载:

　　(建安)七年春正月,公军谯,令曰:“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

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其举义兵已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

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魂而有灵,吾百年之后何恨哉!”①

曹操此令,足以说明«后汉书列女传»所谓“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有据,
而且可以据此推断曹操至迟当于建安七年(２０２)开始搜集了解蔡邕之后尤其是蔡文姬的信息和下

落.又据«资治通鉴»卷六十五、«三国志魏书梁习传»等,建安十一年(２０６)正月,曹操征讨高幹,
三月,高幹败亡,并州悉平,陈郡梁习“以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整治并州,才使“单于恭顺,名王稽

颡”②,于是边境肃清,令行禁止,并州才真正处于曹操掌控之下.据«后汉书郡国志»,东汉并州下

辖上党、太原、上郡、西河、五原、云中、定襄、雁门、朔方九郡,其地为依附东汉的匈奴南单于部众的主

要徙居地③,西河美稷(今内蒙鄂尔多斯左翼前旗)长期为南单于庭所在地,蔡琰流落的南匈奴左贤王

部驻地虽难以详考,但从«悲愤诗»二章所描写的胡地风物推断,此地很可能就是匈奴南庭故地即西

河美稷一带④,不出并州北部缘边数郡之范围,所以梁习此次整治并州,应该与蔡琰的被发现、被赎归

有很大关联.据«后汉书»本传,蔡琰于兴平中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十二年后归汉.“兴平”为汉

献帝年号,共两年(１９４ １９５),若蔡琰确于兴平中被掳,积十二年,正好为建安十一年(２０６).考诸史

籍,兴平二年(１９５)四月至六月,李傕、郭汜相攻,李傕召羌胡数千人,“以御物缯彩与之,又许以宫人

妇女,欲令攻郭汜”,此后羌胡数窥省门,索讨宫人美女,献帝患之,令贾诩设谋退之(«三国志»卷十

«魏书贾诩传»裴松之注引«献帝纪»,«资治通鉴»卷六十一).同年十一月,杨奉、董承遣使河东,招
引白波帅胡才等及匈奴左贤王去卑,率师奉迎献帝东归(«后汉书»卷九«献帝纪»).一般认为,蔡琰

流落南匈奴,与本年左贤王去卑奉迎献帝东归有关,但因去卑居于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一带),与蔡

琰«悲愤诗»二章所述被掳经历及所居胡地风物俱不符合,且此“左贤王去卑”,«后汉书»卷八十九«南
匈奴列传»、卷七十二«董卓传»及«资治通鉴»卷六十一俱作“右贤王”,所以蔡琰流落南匈奴,应与去

卑及其部属无关,很可能是被李傕所召羌胡之众掳掠,经陕北高原至匈奴南庭故地.总之,如果«后
汉书»本传记载属实,文姬归汉当在建安十一年(２０６)或稍后,高幹败亡后梁习整治并州,可能是曹操

得知蔡琰下落并遣使赎归的关键.
文姬归汉,无疑为汉末盛事,曹丕、丁廙等作赋书写其事,足见当时影响之大.然而比较蔡琰与

李陵之生平经历,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反思考量:其一,此二人身世遭际相似.李陵兵败降敌,单于

以女妻之,身负降辱之耻;文姬流落匈奴,诞育胡子,饱受失节之辱.同为沦落天涯之人,霍光、曹操

遣使迎招,李陵拒绝归汉,文姬舍子归国.其二,李陵、蔡琰均有文集、别传见于史籍载录,«隋书经

籍志四»等著录«李陵集»二卷(«史通»卷十八«杂说下»亦有载录),其著录«丁廙集»下附注云:“梁又

有后汉董祀妻«蔡文姬集»一卷,亡.”«李陵别传»、«蔡琰别传»虽未见史志著录,但曾被«北堂书钞»、
«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反复征引.二人也均有作品流传后世,然其真伪同样引起后世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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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争议,迄今尚无定论.其三,后世对李陵、蔡琰的评价,同样毁誉参半,争议较大.关于李陵的评

价,上文已经论及;关于蔡琰,范晔«后汉书»列入«列女传»,褒扬之意明显,然刘知幾«史通»却深表质

疑:“观东汉一代,贤明妇人,如秦嘉妻徐氏,动合礼仪,言成规矩,毁形不嫁,哀恸伤生,此则才德兼美

者也.董祀妻蔡氏,载诞胡子,受辱虏廷,文词有余,节概不足,此则言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后汉»,
传标«列女»,徐淑不齿,而蔡琰见书.欲使彤管所载,将安准的?”①朱熹«楚辞后语»卷三亦云:“«胡
笳»者,蔡琰之所作也.琰失身胡虏,不能死义,固无可言.然犹能知其可耻,则与扬雄«反骚»之
意又有间矣.今录此词,非恕琰也,亦以甚雄之恶云尔.”②不难看出,李陵与蔡琰在生平遭际、作品真

伪、后世评价等方面都存在相似之处,这自然令人产生一系列疑问:文姬归汉是否引发时人对李陵其

人其事的再次热议? 是否由此导致了«李陵集»、«李陵别传»的整理编撰? 传世“苏李诗”的出现是否

也与士林新风影响下汉末士人对李陵的再解读、再认识有关?
如前所述,李陵有文集、别传见于史籍载录,虽然二者成书的时间难以详考,但刘宋初年颜延之

在«庭诰»中即云:“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是假托,非尽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③江淹在刘宋末

年所作«诣建平王上书»中,已经引用«答苏武书»“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一语为典故,其«杂体诗

三十首»其二即拟«李都尉从军»(«文选»卷三十一).此后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任昉«文章

缘起»、裴子野«雕虫论»、萧统«文选»、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等,也都对李陵的作品予以评述或

选录.由此可以推断,«李陵集»、«李陵别传»的编撰,至迟在东晋末年应该基本成书(颜延之为晋末

宋初之人).其编撰缘由与动机,当与文姬归汉引发的汉末魏晋士人对李陵的再反思、再认识有关.
之所以有这样的推断,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依据:

其一,迄今为止,关于“苏李诗”的写作年代,虽然言人人殊,但就论证之全面详尽考量,逯钦立和

马雍的汉末曹魏说最具说服力.逯钦立«汉诗别录»征引史实、考订词句、辨析诸说,并通过对习俗、
品目以及“中州”、“清言”等词句的运用等多方面的考证,认为这组诗为东汉末年灵、献之际避难交阯

之文士所作④.马雍«苏李诗制作时代考»通过详细梳理有关“苏李诗”的著录及论辩,认为“据颜(颜
延之)说则可定其成«集»(«李陵集»)当在晋末,依刘(刘知幾)说则可知是«集»至唐初尚流传.而

«集»中则有诗文,«汉书苏武传»所录之«别歌»,当在其中,所谓‘总杂不类’也.又疑有数首题曰苏

武,以为附录.盖«文选»所录,选自此«集»,若«李集»无苏,则«文选»四首之题为无据矣.自«李集»
告成,昭明选录,后人对之,信疑皆有,大抵唐以前多信,而宋以后多疑.东晋迄梁初,词人引拟,不及

苏武.自梁武帝«代苏属国妇»后,拟苏渐多.至唐«李集»佚而«文选»盛,虽称引互误,而信奉皆然.
自宋迄今,伪证滋多,非景、武之作,已成定论”.马雍还从词类、句法、意境三个方面入手,将“苏李

诗”与今存可信的汉晋五言诗进行比较,“求通用之字,常遣之词,皆作之句,同有之境”,认为其写作

时代“早则不越建安,晚亦不过东晋”;又通过具体考订汉魏诗中称呼(称“子”、称“君”)的变化,推断

“苏李诗”当成于公元２４０年前后,为曹魏后期作品⑤.两位先生的观点虽然尚未被普遍接受,但就汉

魏诗歌尤其是五言古诗的发展演变看,确定“苏李诗”为汉末曹魏时期的作品,显然具有较强的说服

力⑥.值得一提的是,胡大雷«苏李诗出自代言体说»一文,通过对汉魏文人代人立言的作诗风气的考

察,认为“苏李诗”系东汉末年文人代苏武、李陵立言,其后“代”字可能脱落,于是被误认为苏、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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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五八六,第２６４０页.
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第３ ２２页.
马雍:«苏李诗制作时代考»,第１３、２１、６７、６９页.
关于“苏李诗”的写作年代,除汉末说、曹魏说外,还有西汉说(钟嵘«诗品»,章培恒、刘骏«关于李陵‹与苏武诗›及‹答苏武

书›的真伪问题»等),两晋说(章学诚«乙卯札记»、郑文«汉诗研究»等),齐梁说(苏轼«与刘沔书»)等.详参跃进:«有关‹文选›“苏李

诗”若干问题的考察»,«文学遗产»１９９６年第２期.



作①.这种说法虽然也缺乏直接证据,但其以汉末代言体诗的历史存在为参照,试图对“苏李诗”的产生

背景及写作年代作出比较合理的推断,客观上也从另一个角度增强了汉末曹魏说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其二,汉末以来,随着儒学式微,个体意识日渐觉醒,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相应改变②,对李陵

的认识如果仍然停留或局限于以正统儒学思想为指导的«汉书李陵传»的水平和层面,即李陵仍然

作为大一统时代“忠君”楷模的对立面而存在,显然不能适应党锢之祸以后汉末士人与现实政权的疏

离以及三国纷争、魏晋易代之际士人根据家族和自身利益自由择主的现实需要.于是,以文姬归汉

为诱因,李陵又一次成为士人关注的对象,«李陵集»和«李陵别传»的编撰,正是新的思想文化背景下

对李陵再解读、再认识的历史性产物.别集和别传,一为个人的文集,一为个人的传记,两者之间看

似并不存在密切关联,但究其产生的背景与原因,都与汉末魏晋时期个体意识觉醒引发的思想观念

的转变有必然联系.逯耀东先生在«魏晋别传的时代性格»一文中指出:“魏晋别传的渊源,与中国正

史列传不同.因此称之为‘别’,至少代表两种意义,一是‘别乎正史而名之’.虽然魏晋的杂史与杂

传的写作形式已与正史不同,但别传更表现了这种倾向.因为别传不是官修的,所以,没有正史那么

浓厚的政治色彩,也没有太多儒家的规范意识,企图塑造某类典型,留供后人鉴戒的典型.因此,魏
晋别传所表现的社会色彩远超过政治意义.别传所代表的第二个意义,可作‘分别’或‘区别’
解.因此,别传的‘别’,与«隋书经籍志集部»之«别集»的‘别’,有程度上的相似.每一个人

的文集,都有其不同的风格.正如«隋书经籍志»所说‘志尚不同,风流殊别’,所以称之为‘别’,以
示其与众不同.同样地,独立的个人别传,称之为‘别’,也有这种意味在内.也就是每一个别传,都
代表了传主与众不同的性格.所以,魏晋别传表现了两种不同的意义,一是表现别传与正史列传不

同;一是表现别传传主彼此间的不同.这两种不同的意义却说明一个事实,由于魏晋时代个人意识

的醒觉,对个人性格的尊重与肯定.否则,就无法产生突出这个时代性格的史学著作形式.另一方

面,别传与别集都在东汉晚期出现,这个时期由于儒家思想的衰退,原来笼罩在儒家经学下的其他学

术与思想,纷纷挣脱经学的羁绊而独立,别集和别传分别代表了文学与史学脱离经学而独立的转变

过程中,所出现的特殊产物.”③逯先生的看法是比较客观的,别集和别传在汉末魏晋时期大量出现,
确实是这一时期学术演变和时代特质的典型体现.考诸史籍,汉末建安时期,个人从事文学创作的

意义被充分肯定,并被文人普遍接受④,于是,曹丕、曹植等人不仅整理编辑自己的文集,而且也为孔

融、徐幹、陈琳等人编纂文集⑤,此后,文人别集便大量涌现.明乎此,则«李陵集»、«李陵别传»的编

撰,显然不是某些好事者在个人兴趣驱使下的偶然之举,而是汉末魏晋士人在新的学术背景与史学

观念影响下,重新解读和认识李陵的必然产物.虽然见于史志著录的«李陵集»二卷早已散佚不存,
但就颜延之所谓“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及传世文献推断,其中收录的作品,应该数量可观,且文体多

样.李陵的章表,与表达个人怨愤的«别歌»、«答苏武书»,抒发离愁别绪的“苏李诗”,以及苏武、李陵

往返的书信,等等,应该都囊括其中.这些作品无论是否真正出自李陵之手,无论是出于有意代言还

是因编者附录无名氏之“别诗”以致真伪难辨,一旦被汇编成集,就与«李陵别传»相互照应,标志着一

个更全面更真实更具个性色彩的李陵形象的重塑与生成.其编撰动机,正是«隋书经籍志»所谓

“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⑥.
需要说明的是,«李陵别传»在«隋书经籍志»等史志书目中并无著录,作者及卷数亦不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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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大雷:«苏李诗出自代言体说»,«柳州师专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３期.
逯耀东:«魏晋对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的转变»,氏著«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第９８ １０６页.
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第７８ ８０页.
参见曹丕«典论论文»、曹植«与杨德祖书»、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等.
事见曹丕«又与吴质书»、曹丕«与王朗书»、«后汉书孔融传»、曹植«前录序»等.参见徐有富:«先唐别集考述»,«文学遗

产»２００３年第４期;张可礼:«别集述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魏征等撰:«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第１０８１页.



书名(篇名)见«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佚文散见于«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主要为«文选»所录

李陵«答苏武书»之节文.关于其编撰年代,姚振宗以为是前汉人所作:“«李陵别传»当是前汉人作,
陵既不得已降匈奴,汉朝人士颇有悯惜之者,故为是传志悲感焉.«隋志»有梁任昉«杂传»一百四十

七卷、贺踪«杂传»七十卷、陆澄«杂传»十九卷、无名氏«杂传»十一卷,皆纂集先代别传,汇为一袠者.
此传当在其内,故不别著录.”①黄侃«文选平点»卷五云:“详别传之体盛于汉末,亦非西汉所有也.”并
附注曰:“西汉人有别传者,惟东方朔及陵,皆后人所为.”②逯耀东曾详细考察别传出现的时代,认为

“这些人物别传出现的时代上限和下限,是从东汉末年至东晋末年的两百年间.从东汉末年至

东晋末年的两百年间,正是史学脱离经学而独立的重要发展阶段,别传的形成与发展也正在这两百

年间,而且著作的数量又特别丰富,所以,别传可以说是史学脱离经学转变期间特殊的产物”③.以上

诸说,黄侃、逯耀东的比较接近,且有说服力.作为败降匈奴之叛臣,«汉书»对李陵的书写应该代表

了经学时代的主流观念和认识,而«李陵别传»的出现,显然是要突破以«汉书»为代表的正史(官修史

书)对李陵的书写和评价,所以逯耀东先生所说“史学脱离经学”的背景至为关键,就此来看,«李陵别

传»的出现,应在汉末魏晋时期,而且与«李陵集»的编撰基本同时.
其三,汉末动乱以来,随着王权衰微,与大一统时代相适应的忠君至上的君臣观念,显然已经不

能适应重建社会秩序及政权体系的现实需要,于是,用更合乎人情、更强调对等性的“君臣相报”(«淮
南子主术训»)的观念,重新评价«汉书»中作为忠君楷模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李陵,无疑是汉末魏晋

士人必须直面的历史课题.众所周知,战国至汉初,士人尚保有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所以当时

不少人以豫让报主为例,倡导对等相报的君臣观.«孟子离娄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

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④«淮南子主术训»
则直言:“是故臣不得其所欲于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于臣也.君臣之施者,相报之势也.”⑤随着高

度集权的大一统时代的到来,君权凌驾于一切之上,以至于超越人伦血缘亲情⑥,正如苏武所言:“臣
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汉书苏武传»)但是,这种被扭曲的君臣观念,忽视臣子的

主体诉求和个体尊严,强调臣对于君无条件地守节尽忠,显然难以得到动乱时代士人的普遍认同.
在汉末群雄并起、三国鼎立、曹魏代汉以及魏晋易代的历史进程中,士人在择主尽忠方面,客观上拥

有更大的自由和空间.史载徐庶身在曹营,心系蜀汉(«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彝陵之战,黄权

降魏,有司执法,收权妻子,刘备释而不诛,待之如初(«三国志蜀书黄权传»);关羽忠于刘备,下
邳之役,被迫降曹操,其后斩颜良解白马之围,乃弃操奔刘,曹公壮其为人(«三国志蜀书关羽

传»).诸如此类的事例,当时屡屡发生.但稽诸史籍,时人并未以大一统时代的忠节观念苛责徐庶

等人.西晋末年,刘琨出任并州刺史,辟范阳卢谌为从事中郎,后为石勒所败,投奔鲜卑段匹 ,因寄

人篱下,卢谌被迫求为段匹 别驾,作书致歉,刘琨答书云:“夫才生于世,世实须才.和氏之璧,焉得

独曜于郢握? 夜光之珠,何得专玩于随掌? 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⑦刘琨虽然忠于晋室,但面对

故吏背弃自己转事他人之举,不仅不以严辞苛责,反而以“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的豁达观念宽慰

卢谌,正是汉末以来忠节观念发生变化的典型体现.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门阀制度的确立,世族社会

家族本位意识进一步增强,忠节观念进一步淡化,余英时论及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时说:“从
汉末到西晋这一百多年期间,名教中的君臣一伦已根本动摇了.”“由于门第势力的不断扩大,父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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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即家族秩序)在理论上尤超乎君臣之伦(即政治秩序)之上,成为基础的基础了.”①由于门阀世族

大力提倡孝道,两汉以来的忠孝观念也发生根本变化,“亲先于君,孝先于忠”的观念得以形成②,«邴
原别传»所载由曹丕提议、百数十人参与,围绕君父孰先孰后问题展开的讨论,正是基于现实困惑的

一次大型学术论争.史载邴原虽归附曹操,但面对君父孰先孰后的二难选择,依然主张父先于君,而
曹丕“亦不复难之”(«三国志魏书邴原传»裴松之注引).更有甚者,受玄学思潮的影响,一些激

进的魏晋士人如阮籍、鲍敬言等,明确提出“无君论”,认为“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君立而

虐兴,臣设而贼生”(阮籍«大人先生传»),对君臣存在的合理性提出大胆质疑,其后陶渊明理想中的

桃花源,即为典型的无君主世界③.虽然傅玄于西晋初年慨叹“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晋书
傅玄传»),但客观地讲,汉末魏晋时期士人忠节观念的淡化,有其复杂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原因,完全

归咎于曹丕之“慕通达”,显然并非的论.总之,汉末以来君臣观念、忠孝观念的变化,也为魏晋士人

重新认识和评价李陵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
综上所述,汉末动乱以来,随着儒学式微,士林新风兴起,史学观念、君臣观念相应有了大的转

变,客观上需要对李陵等争议较大的历史人物重新进行解读和品评.于是,以文姬归汉为诱因,李陵

又一次成为士人关注的对象,«李陵集»和«李陵别传»的整理编撰,正是新的历史背景下对李陵及相

关史料再解读、再认识的必然产物.

三、五胡乱华与李陵之再认识

晋惠帝永兴元年(３０４)八月,匈奴左贤王刘渊据离石叛晋(«晋书»卷四«惠帝纪»、卷一○一«刘元

海载记»),正式拉开了“五胡乱华”的序幕,同时,也正式开启了十六国北朝胡汉各族大融合的新时

代.其后经永嘉丧乱,帝室东迁,“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此时

未及南迁的北方士族,或者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堡坞,据险自守(«晋书»卷六十二«祖逖传»、卷六十七

«郗鉴传»、卷一○○«苏峻传»等)④;或者迫于胡族统治者的权威,为了生存放弃了知识分子的尊严,
从一个边疆政权过渡到另一个边疆政权,在五胡君主羽翼下讨生活⑤.虽然这一时期的胡汉大融合

是历史大势,不可逆转,但由于民族矛盾与冲突的严重存在,所以胡汉各族的融合必然要经历漫长的

历史过程,而且必然要引起对“夷夏之防”、“华夷之辨”等问题的重新解读与考量.随着五胡汉化的

不断深入,汉人、胡人之别“文化重于血统”观念的生成⑥,尤其是身仕异族的北方士人的降辱经历和

感同身受的体验,对李陵的认识也历史性地迎来了一个新的阶段.总体来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对
李陵的接受认识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肯定李陵、追祖李陵.

(一)肯定李陵.就现存文献载录看,两汉以后最早正面肯定李陵的文士当数西晋末年的刘琨.
据«晋书刘琨传»等记载,光熙元年(３０６)九月,刘琨临危受命,出任并州刺史⑦.时并州诸郡为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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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渊所陷,“东嬴公腾(司马腾)自晋阳镇邺,并土饥荒,百姓随腾南下,余户不满二万,寇贼纵横,道路

断塞”.刘琨赴任,“冒险而进,顿伏艰危,辛苦备尝”①.作于赴任途中的«扶风歌»,忧伤时艰,并对李

陵给予深深的怜悯和同情:“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我欲竟此曲,此曲

悲且长.弃置勿重陈,重陈令心伤.”②刘琨出任并州,面对的头号劲敌即为以刘渊为首的内迁匈奴,
此时朝廷多事,无暇外顾,刘琨孤悬一方,后援难继,困窘之境与兵败降敌的李陵相去不远,此诗对李

陵的肯定和认同,不仅与其辞家赴难的处境和前途未卜的忧虑有关,而且也是其“天下之宝,当与天

下共之”人才观的具体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刘琨直言李陵“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明显将李陵

被迫降敌视为“忠臣去国”,认为此冤案的主要责任在于汉武帝,这种看法显然突破了以往同情为主、
批判为辅的评价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大一统时代对李陵的定性评价,将其从“叛臣”的耻辱柱上真

正释放出来,从而开启了李陵接受史的新时代.此后裴松之注«三国志»,论及彝陵之战黄权降魏刘

备宽宥其妻子一事时即云:“臣松之以为汉武用虚罔之言,灭李陵之家,刘主拒宪司所执,宥黄权之

室,二主得失悬邈远矣.«诗»云‘乐只君子,保艾尔后’,其刘主之谓也.”③裴氏此论,与刘琨一样,也
是批判汉武帝刻薄寡恩,并未以传统的忠节观念苛责李陵,这说明魏晋以降,受学术思潮和现实背景

(南北对峙与民族融合)的影响,史官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有了较大的转变,对李陵案的认识也相应

有更理性、更人性的考量.这与范晔«后汉书»将“失节”之蔡琰载入«列女传»互为照应,足以说明这

一时期对李陵的正面评价超过了负面批判.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江淹«恨赋»亦为李陵鸣不平,称其

“名辱身冤”④.与之相应,北齐孝昭帝高演少时“笃志读«汉书»,至«李陵传»,恒壮其所为”⑤.高演

称赏李陵的具体原因虽然难以详考,但据史籍载述,北齐皇室高氏本为汉人(渤海蓚人),因累世北

边,受鲜卑习俗影响很深,遂与之同化,自视为鲜卑人⑥.作为鲜卑化程度很深的汉人,高演对于投降

匈奴后“胡服椎结”的李陵,自然易于产生身份认同,肯定李陵、赞赏李陵也在情理之中.
客观地讲,刘琨对李陵的评价和认识,应该代表了十六国北朝时期被迫出仕胡族政权的汉族士

人的普遍心声.屈仕异族的相同经历和感同身受的情感体验,使这一群体对李陵产生了前所未有的

身份认同和情感共鸣.以刘琨及其部属为例,史载刘琨据守晋阳,为石勒所败,穷蹙不能复守,乃率

众依附幽州刺史鲜卑段匹 .其后段氏内乱,刘琨及部分子侄遇害,其子刘群、从事中郎范阳卢谌、
清河崔悦等率余众往依辽西段末波(段匹 从弟),石季龙破辽西,刘群、卢谌、崔悦等俱降于羯胡,石
氏皆优礼之.石赵后期,冉闵执政,重用汉人,诛杀胡羯,刘群、卢谌等追随冉闵,死于战乱(参«晋书»
卷六十二«刘琨传»、卷四十四«卢谌传»,卷一○六、卷一○七«石季龙载记»等).冉闵败灭,卢谌、崔
悦之子孙又归附鲜卑慕容氏.鲜卑拓跋氏建国,崔宏、崔浩、卢玄等又出仕北魏,名重北朝(参«魏书»
卷二十四«崔玄伯传»、卷三十五«崔浩传»、卷四十七«卢玄传»等).不难看出,自西晋末年以来,以中

山刘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等北方士族为核心的这一士人群体,在十六国北朝时期颠沛流离,屈仕

异族,刘琨当年的隐忧完全成为现实.虽然胡汉融合是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要彻底消

除华夷之限或夷夏之防,需要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也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范阳卢氏、清河崔氏

等北方世族虽然祖孙数辈辗转入仕多个胡族政权,但内心的矛盾纠结却很难彻底消解.«晋书卢

谌传»载:“谌名家子,早有声誉,才高行洁,为一时所推.值中原丧乱,与清河崔悦、颍川荀绰、河东裴

宪、北地傅畅并沦陷非所,虽俱显于石氏,恒以为辱.谌每谓诸子曰:‘吾身没之后,但称晋司空从事

９２唐前李陵接受史考察———兼论李陵作品的流传及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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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郎尔.’”①«北史崔宏传»亦载:“始宏因苻氏乱,欲避地江南,为张愿所获,本图不遂.乃作诗以自

伤,而不行于时,盖惧罪也.(崔)浩诛,中书侍郎高允受敕收浩家书,始见此诗,允知其意.允孙绰录

于允集.”②稽诸史籍,卢谌仕石赵,历职“中书侍郎、国子祭酒、侍中、中书监”,深受礼遇(«晋书卢谌

传»);崔宏仕北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仆统事,深为太祖(拓跋珪)所任,势倾朝廷”(«魏书崔玄伯

传»).即便如此,卢谌、崔宏等仍以身仕胡族为耻,感愤自伤,翘首南望,内心的痛苦纠结不言而喻.
然遭遇乱世,身不由己,本志难图,实属无奈.此情此境,与有国难归、寄身匈奴的李陵何其相似.正

因为这样,郑振铎、郑文等先生认为传世之苏李诗文,很可能是“五胡乱华”时期淹留北方的汉族士人

所作③.值得注意的是,冉闵诛胡,刘群、卢谌等身预其事(«晋书石季龙载记下»);崔浩辅魏,大力

奖掖范阳卢玄、博陵崔绰、勃海高允等汉儒世族(«魏书高允传»等).虽然北方汉人以冉闵为首的

暴力反抗与以崔浩为核心的汉化革新俱以悲剧告终,但这两次事件的发生,似乎正是饱受降辱之痛

的汉人群体“奋大辱之积志”(«汉书苏武传»载李陵语)的必然体现,而且都与西晋末年的刘琨集团

及其后裔有关,其主要目的,显然与借灭胡或化胡以洗刷降辱之耻、表明内心向汉之至诚有关.史载

冉闵诛胡,主要依恃北方士族,“清定九流,准才授任,儒学后门,多蒙显进,于时翕然,方之为魏晋之

初”,并遣使告晋,呼吁共讨羯胡(«晋书石季龙载记下»);崔浩被诛,“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
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其秘书郎吏已下尽死”(«魏书崔浩传»),南朝则盛

传崔浩密有异图,谋泄被诛(«宋书柳元景传»).总之,冉闵诛胡、崔浩被杀二事,都是当时民族融

合的逆流,寄身于胡族政权的汉人之艰辛不易及复杂心态,于此可略窥一二.若以此为参照,则备受

后世讥疑的李陵欲择时以报汉的说法,也不能完全视为无稽之谈.
与前引卢谌、崔宏等人心存夷夏之防不同,在十六国北朝民族斗争和融合的风云际会中,一批少

数民族英明君主和汉族杰出士人,凭借政治家敏锐的洞察力,准确把握时代前进的脉搏,顺应历史发

展的潮流,以比较自觉的行动,积极践行儒家“用夏变夷”的民族融合理论,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是竭

力推进民族融合的三个君臣集体:早期的秦王苻坚与王猛,中期的北魏孝文帝与李冲、王肃,晚期的

北周文(追谥)、武二帝与苏绰、卢辩,分别代表了当时民族融合进程的三个发展阶段.虽然他们所处

时代不同,民族类别有异,在民族融合进程中各具特色,但在处理民族关系时秉承的理念,都是“用夏

变夷”以及“夷汉一家,天下一统”的儒学思想④.苻坚主张:“黎元(汉人)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

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⑤北魏孝文帝常言:“凡为人君,患于不均,不能推诚御物,苟能均诚,胡越之

人亦可亲如兄弟.”⑥周文帝平定关陇,采用“西辑氐羌,北抚沙塞”(«周书»卷一«文帝纪上»)之策略,
推行关陇本位政策,维系胡汉各族之人心.周武帝亲政,追求“怀远以德”、“处邻以义”、“包举六合,
混同文轨”(«周书»卷六«武帝纪下»)之理想.王猛、李冲、王肃、苏绰、卢辩等五位汉族文士,也从儒

家进步的民族观出发,摒弃“夷夏之防”以及民族大义、气节等不合时宜的观念,鼎力辅佐胡族君主,
积极推进胡汉各族的融合统一.正是以上述几个群体为代表的前后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华夷隔阂渐

次消除,以汉族为主体的新的民族共同体得以形成,从而不仅为隋唐帝国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也为正

面认识和评价李陵清除了观念方面的障碍.«汉书李陵传»载卫律论李陵云:“李少卿贤者,不独居

一国,范蠡遍游天下,由余去戎入秦.”⑦卫律此论,若以大一统时代的忠节观念衡量,无疑是为叛国降

敌之丑行强作辩解,但以民族大融合时期“夷汉一家”的理念考量,显然又与刘琨所谓“天下之宝,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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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之”的人才观如出一辙.前引竭力辅佐胡主的王猛等人,与拒不归汉的李陵,无疑也属于同

类之人.总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受自身经历或民族融合趋势的影响,士人对李陵有了更为宽容理

性的认识,肯定李陵成为当时南北文士的共同倾向.
(二)追祖李陵.十六国北朝的民族大融合,不仅有力地淡化了李陵不忠不孝的历史罪名,而且

也导致了李陵形象的根本转型.在彰显大一统时代精神的«汉书»中,李陵是典型的叛臣,是忠君楷

模苏武的对立参照,但在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等南朝史书中,李陵已然成为北方少数民族追

祖的对象,成为胡汉融合与文化整合背景下的一种文化象征符号①.«宋书索虏传»云:“索头虏姓

托跋氏,其先汉将李陵后也.陵降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头亦其一也.”②据此,则北魏皇室

拓跋氏为李陵之后裔.类似的记载,又见于«南齐书魏虏传»:“魏虏,匈奴种也,姓托跋氏.”“初,匈
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为姓,故虏为李陵之后,虏甚讳之,有言其是陵后者,辄见杀.”③以上

两书所谓拓跋氏出自李陵之后的说法,唐人刘知幾认为源自崔浩.«史通杂说中»云:“崔浩谄事狄

君,曲为邪说,称拓跋之祖,本李陵之胄.当时众议抵斥,事遂不行.或有窃其书以渡江者,沈约撰

«宋书索虏传»,仍传伯渊所述.”④据此,则拓跋鲜卑追祖李陵之说始自崔浩主修北魏国史,当时遭

到多数鲜卑人的反对,其后南朝沈约等人修史,仍承袭崔浩之书.周一良先生在论述北魏胡汉矛盾

时,曾对刘知幾的上述说法详加辨析:“刘子玄的话当有所根据.崔浩的‘邪说’并非为了‘谄事狄

君’,实在也是想借此提高汉族地位,抑制以拓跋氏为首的鲜卑统治者.由沈约«宋书»采用此说看

来,也可知这是有利于汉族统治阶级的说法.所谓众议抵斥,当然是鲜卑人反对,于是崔浩便因修史

而获罪.综合起来,可以想见崔浩定系高自标置,要分明姓族,摈北人于社会最高的贵族阶级之外,
连皇室拓跋氏都被派为汉人之后裔.”⑤刘知幾明确肯定此说源自崔浩,当有切实依据,但其批评崔浩

“曲为邪说”,显然带有某种偏见.从此说引起的社会反响看,周先生的分析极有见地.史载崔浩博

览经史,与其父崔宏出仕北魏,堪称忠谨勤事,深得魏主信任⑥,以故奉旨修史.其后因修史致祸,但
«魏书»本传仅云“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语焉不详.周一良先生以«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的
相关记载为参照,详考此事原委,认为崔浩为彰显史家“直笔”,对前秦时什翼健兵败被俘、拓跋氏国

破家亡等屈辱历史以及翁媳婚配等落后风习直书不讳,并立石于衢路,刊刻国史,以致“北人咸悉忿

毒”,终罹大祸⑦.此外,据前引«南齐书»与«史通»所谓“众议抵斥”、“虏甚讳之”、言者“见杀”等记载

推断,崔浩因史罹祸,显然也与其拓跋氏出自李陵之后说有关.总之,崔浩因见信于北魏国主而奉旨

修史,但由于追求“直笔”,对拓跋鲜卑的种族起源、早期历史及落后风习等敏感问题,“务从实录”,从
而引发鲜卑众怒,酿成惨祸.对此,周一良先生的相关论述已经相当深入,恕不赘.但还有一个问题

需要澄清,即崔浩所谓拓跋氏出自李陵之后说又因何而来? 此说属于崔浩臆断还是渊源有自? 弄清

这个问题,对于深入了解拓跋鲜卑追祖李陵现象的来龙去脉及其历史意蕴具有重要意义.
据«魏书崔浩传»等记载,崔浩仕魏,多谋善断,屡建功勋,可谓忠谨勤事.«魏书»本传称“浩既

工书,人多托写«急就章».从少至老,初不惮劳,所书盖以百数,必称‘冯代强’,以示不敢犯国,其谨

也如此”⑧.顾炎武曰:“按«急就篇»有‘冯汉强’,魏本胡人,以‘汉强’为讳,故改云‘代强’,魏初国号

曰‘代’故也.颜师古«急就篇序»曰‘避讳改易,渐就芜舛’,正指此.郦道元«水经注»以‘广汉’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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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魏’,即其例也.”①王伊同亦云:“魏国号代,浩所以改汉为代者,以下文连强字,正以退汉而进魏.
是浩于书法小事,谨严如是,不应于国书肆言而无忌.”②崔浩在事关北魏国威的书法小事方面如此谨

严,对于拓跋鲜卑的种族起源问题,绝对不会信口雌黄.史载崔浩自奉命修史(神 二年)至事发伏

诛(太平真君十一年),已逾二十多年(４２９ ４５０),其间厕身机要,朝夕侍从,其所书国史,北魏太武帝

拓跋焘不应不知;且崔浩虽领衔主修国史,但高允、张伟等名士亦共参其事,所以拓跋氏出自李陵之

后说,当是崔浩被诛之前,被以拓跋焘为首的鲜卑贵族及参与修史之汉族文士普遍接受的说法,否
则,崔浩绝对不会也不可能刊石通衢,以彰直笔.«南齐书»与«史通»所谓“众议抵斥”、“虏甚讳之”、
言者“见杀”云云,应该是崔浩被诛后,拓跋鲜卑对此说法所持有的新看法、新反应,其中显然包含有

胡汉矛盾激化之后的排斥与对立等因素.既然如此,有必要对拓跋氏出自李陵之后说的起源进行更

深入的探讨.
笔者认为,崔浩关于拓跋氏出自李陵之后的说法,应该源自西晋末年刘琨集团与以猗卢等为首

的拓跋鲜卑互相依附时,对索虏拓跋氏的族源进行追溯后形成的共识.之所以如此推论,主要基于

以下几个方面的考量:
其一,虽然«魏书序纪»对拓跋鲜卑的始祖追溯至黄帝少子昌意,但正如北魏太和十一年(４８７)

高祐与李彪上奏孝文帝时所云,北魏国史“自始均以后,至于成帝,其间世数久远,是以史弗能传”
(«魏书高祐传»).而«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等关于拓跋鲜卑历史的载述,均始自西

晋末年刘琨出任并州刺史之时,这说明关于拓跋鲜卑的详实历史,当始于西晋末年③.时北方大乱,
刘琨欲依仗拓跋鲜卑为外援,抗衡匈奴刘渊及羯胡石勒等,猗卢等亦借西晋王命以自重,不断扩大势

力范围,成为切实影响北方政治格局的少数民族政权.正因为这样,拓跋鲜卑进入汉族史官的视野

并被全面关注,当始于西晋末年.关于其族源的追溯,理应也在这一时期初步酝酿并形成某种构想.
其二,关于拓跋鲜卑的始祖,北朝史官(高祐、李彪、魏收等)主张是黄帝少子昌意(«魏书序

纪»);南朝史官(沈约、萧子显等)认为是李陵.此两说虽然都缺乏切实证据,但均被史籍载录,说明

两种说法都存在过且都有一定的影响,是不同历史时期关于拓跋鲜卑种族历史的不同建构.相较而

言,“李陵之后”说应该是拓跋氏发展初期尚且依附于汉族政权时的产物,而“黄帝之后”说应该是其

真正强大以后重新建构种族历史的结果.«魏书礼志一»载:“天兴元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
群臣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④«资治通鉴»卷一一○亦载,北魏太祖拓跋珪天兴元年(３９８)
六月,魏王珪命群臣议国号,终从崔宏议,定国号为魏;十二月,魏王珪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又用崔

宏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⑤.由此可见,“黄帝之后”说正是北魏正式建国时重构历史的产物,
而此说的首倡者又正好是崔浩之父崔宏.此后崔浩主修国史,“务从实录”,于拓跋鲜卑之起源,不从

乃父之说,而用“李陵之后”说,也足以说明“李陵之后”说流传时间长且相对可信,而“黄帝之后”说是

为迎合北魏建国的政治需要而提出的新说,其虚构附会显而易见,所以崔浩弃而不用.
其三,南朝史官的说法,并非纯属“侮辱性”(胡汉杂种)的臆想⑥,而是对某一时期关于拓跋鲜卑

族源问题流行说法的真实记录.稽诸史籍,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迫于中华正统之争的压

力和需要,大多数自称与中原汉人同宗同流,匈奴刘渊首先自称“汉氏之甥”,其后慕容氏追祖黄帝有

熊氏、苻氏追祖夏禹有扈氏、姚氏追祖帝舜有虞氏、赫连氏追祖夏禹、宇文氏追祖炎帝神农氏等等.
拓跋氏也不例外,除正式建国时追祖黄帝外,此前还曾追祖李陵.之所以有此两说,与拓跋鲜卑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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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发展阶段的政治诉求密切相关.据史籍记载,西晋末年,拓跋猗卢与刘琨互相倚重,实力大增,迎
来拓跋鲜卑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但猗卢晚年发生内乱,部族离散,实力骤减,苻秦时一度灭亡.
淝水之战后,苻秦瓦解,拓跋珪乘机召集余部,重建政权,“殪刘显,屠卫辰,平慕容,定中夏”(«魏书
礼志一»),迎来第二个发展高峰,并于天兴元年(３９８)正式建国称帝①.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拓跋鲜卑

与汉族政权的关系也截然不同.西晋末年,猗卢实力有限,故尊奉晋室,借王命以自重,西晋王朝封

之为代公、代王;拓跋珪重新建国后,以“神州上国”的姿态反客为主,进行了一系列再造正统运动,遂
与东晋南朝平等对话,君臣名分荡然无存②.正因为这样,关于拓跋鲜卑的族源问题,历史上存在两

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如前所论,崔宏于北魏正式建国时提出“黄帝之后”说,与拓跋珪时代国力强盛,
意欲平定北方、统一华夏的政治理想完全相符,而“李陵之后”说则显然带有猗卢时代与刘琨约为兄

弟的历史印记.«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资治通鉴»卷八十七等记载,西晋末年刘琨与猗卢互相

倚重,上表请以代郡封猗卢为代公,幽州刺史王浚不许.«通鉴»胡注引刘琨«与丞相笺»论此事云:
“戎狄封华郡,诚为失礼,然盖以救弊耳,亦犹浚先以辽西封务勿尘.此礼之失,浚实启之.”③据此,则
以代郡封猗卢,当时引发了较大的争议,而且导致了刘琨与王浚之嫌隙.以此推断,“李陵之后”说很

可能是刘琨与猗卢共同议定,旨在从血胤上为猗卢请封代郡寻找比较合理的依据,因为李陵之后毕

竟不同于纯粹之戎狄,而且此说与西晋末年拓跋鲜卑的发展实力与政治诉求也完全相符.史载刘渊

叛晋自立,自称“汉氏之甥”,从先朝血胤上找到了夷狄为帝的依据,猗卢为实力所限,尊奉晋室,故以

“李陵之后”求封代郡,也完全在情理之中.猗卢与刘渊的做法互为照应,甚至针锋相对,正是五胡乱

华之初各自政治诉求的集中反映.而李陵又是刘琨推崇的历史人物,兵败投降后又被匈奴单于封为

右校王,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夷汉一家”,“戎狄封华郡”并非失礼.姚薇元«北朝胡姓考»钩稽拓跋

氏之族属,认为“拓跋氏之先,本檀石槐时代鲜卑西部中之一部落”,“鲜卑西部,本匈奴亡奴婢,种类

糅杂,与东部不同”,“拓跋氏既起西部,其非纯粹之鲜卑族可知”④.这说明拓跋鲜卑与匈奴后裔不仅

在生存的地域范围上存在交集,而且在血统上也有某种关联,这很可能就是刘琨等提出拓跋鲜卑出

自李陵之后说的前提和基础.
其四,«魏书»卷二十三«卫操传»载,晋惠帝永兴二年(３０５)六月,拓跋猗 病卒,光熙元年(３０６)

秋,代人卫操立碑于大邗城南,颂其尊奉晋室、助司马腾捍御边疆之功德,«魏书»节录此碑文,其篇首

云:“魏,轩辕之苗裔.”⑤«北史»卷二十«卫操传»所载同.据此,则拓跋鲜卑为“黄帝之后”说早在西晋

末年即已提出,天兴元年(３９８)崔宏所议只是因袭此说而已.但是,如果详细考察此碑文的写作背

景,«魏书卫操传»所载疑点颇多.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三十九云:“此传载卫操所立碑文,古质

可诵,中多韵语,极似汉碑,惜为史臣改窜,失其本真.篇首云‘魏,轩辕之苗裔’,考其时未有魏号,以
文义度之,当云鲜卑拓跋氏也.碑为猗 而立,必书晋所授官爵,及猗 、猗卢二人名.篇内称‘桓、
穆二帝’,亦史臣所改.”⑥章太炎、周一良等也认为«魏书卫操传»对碑文有明显改窜⑦.综合考察

相关记载,以上诸家之说可信.史载西晋末年,拓跋鲜卑因助司马腾、刘琨对抗刘渊等,晋帝先后册

封猗 、猗卢为大单于,并封猗卢为代公、代王.永兴二年(３０５)猗 病卒时,拓跋鲜卑仅有大单于之

封号;至永嘉四年(３１０),始封猗卢为代公;建兴三年(３１５),进封猗卢为代王;北魏道武登国元年

(３８６)正月,拓跋珪即代王位,四月,改称魏王;天兴元年(３９８)六月,正式定国号为魏,十二月,始追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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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帝以下及后号谥,谥猗 为桓帝、猗卢为穆帝(«资治通鉴»卷八十六、卷八十七、卷八十九、卷一○
六、卷一一○).据此,则光熙元年(３０６)卫操立碑颂功时,拓跋鲜卑尚未封代,也绝无魏号,更无“桓、
穆”之谥,所以«魏书»所载碑文经史臣窜改可无异议,碑文所谓“平北(司马腾)哀悼,祭以丰厨,考行

论勋,谥曰‘义烈’”云云,亦可为证.至于原文是否有“轩辕之苗裔”数字,难以详考.但以拓跋鲜卑

当时的发展情形推断,一个尚处于部落联盟阶段的少数民族,不可能贸然追祖黄帝,展示逐鹿中原的

政治诉求和野心.结合北朝史官于此处的刻意窜改和欲盖弥彰,卫操原文很可能与拓跋氏出自“李
陵之后”说有关,其之所以被窜改,当与崔浩被诛后“言者见杀”的时忌禁讳密切相关.

总之,拓跋鲜卑出自“李陵之后”说应该是西晋末年司马腾、刘琨等人与拓跋鲜卑互相倚重,并为

猗卢求封代郡的历史产物.虽然北魏正式建国重构历史时已经摒弃此说,但因自西晋末年以来,经
刘琨集团及其后裔的传承传播,此说遂长期流传,影响深远,故崔浩修史,仍然秉持此论.崔浩被诛

后,北魏王朝虽然严禁此说,但南朝史官仍因袭之,遂与“黄帝之后”说并存不废,成为后世争议较大

的史学疑案.
拓跋鲜卑之后,北周名臣李贤也自称李陵之后.«北史»卷五十九«李贤传»载:“自云陇西成纪

人,汉骑都尉陵之后也.陵没匈奴,子孙因居北狄.后随魏南迁,复归汧、陇.”①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出土

于宁夏固原的«李贤墓志铭»亦云:“本姓李,汉将陵之后也.”②又据«周书»卷二«文帝纪下»、卷三十

«李穆传»及«北史»卷五十九«李穆传»、«资治通鉴»卷一六五等书记载,西魏恭帝元年(５５４),恢复鲜

卑旧姓,“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李贤弟李穆

“赐姓拓拔氏”③.李贤等是否真正出自李陵之后虽然难以详考,但其不顾北魏国史案之后“众议抵

斥”、“言者见杀”的时忌禁讳,在鲜卑宇文氏执政的西魏、北周公然追祖李陵,说明李陵之后很可能与

鲜卑西部部族确实有某种交融或关联④.到了唐代,北方少数民族追祖李陵的现象更为普遍,最突出

者当为黠戛斯.«旧唐书回纥传»、«新唐书回鹘传»、«唐会要»卷一○○“结骨国”、«资治通鉴»卷
二四六等,都有“黠戛斯自称李陵之后”之类的记载.此外,«新唐书宰相世系二上»及«古今姓氏书

辩证»卷二十一、卷二十七俱载:“汉骑都尉陵降匈奴,裔孙归魏,见于丙殿,赐氏曰丙.后周有信州总

管龙居县公明,明生粲,唐左监门大将军、应国公,高祖与之有旧,以避世祖名,赐姓李氏.”⑤据此,则
北朝隋唐之丙氏亦追祖李陵.值得注意的是,与拓跋鲜卑同根同源的贺兰氏,也有追祖李陵的记载.
«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三十三载:“«周书贺兰祥传»曰:‘其先与魏俱起,有纥伏者,为贺兰莫何弗,因
以为贺兰氏.’唐贞观所定洛州河南郡十四姓,一曰贺兰.按北人八族,有贺兰氏,自称李陵之后,居
贺兰山下,因以为氏,后改为贺氏,支属亦有不改者.”⑥

不难看出,虽然拓跋鲜卑出自李陵之后的说法在北魏曾被长期禁讳,但就文献记载看,在十六国

至隋唐民族融合的历史大潮中,追祖李陵的确是当时北方不少民族的共同风尚.究其缘由,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自西汉以来,中原人士因和亲、战争等原因滞留漠北者,代不乏人,仅«汉书匈

奴传»所载,汉初以来投降匈奴之汉臣汉将,先后有韩王信、陈豨、卢绾、中行说、赵信、赵破奴、卫律、
李陵、李广利等,其中不少人率领军卒部属投降后,娶妻生子,繁衍生息,于是漠北一带便出现了史书

所载黑发黑须黑瞳之胡汉混血人种(«新唐书回鹘传下»等),其后裔在十六国北朝时期南迁,寻根

溯源,虽难以详悉其始末变迁,但其具有汉族血统,殆无疑义.其二,陇西李氏自秦汉以来即为西州

著姓,十六国北朝时期,李暠建立西凉政权,李冲辅佐孝文帝,并与世族高门广泛联姻,其家族地位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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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剧上升,贵为四海望族,以至具有“胡族”血统的李唐皇室亦追祖李广①.受民族融合大势和汉人门

第观念的影响,具有胡汉混合血统的北方少数民族竞相追祖李陵,正是其民族认同和政治诉求的必

然体现.其三,李陵投降匈奴后与单于之女婚配,并被封为右校王,终老漠北,堪称流落匈奴的汉人

领袖,其后裔虽然难以详考,但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在民族融合和文化整合的时代,追祖李陵无

疑是胡汉双方消解文化等差、促进民族认同的合理选择,李陵也历史性地成为一种胡汉杂糅的文化

象征符号②,被时人接受,被载入史册.

四、李陵作品的流传及其在南北朝时期的接受和评价

如前所述,汉昭帝始元六年(前８１)苏武归国,引发了西汉王朝对李陵案的重新审查和讨论,当时

对李陵案的相关史料以及李陵的奏表、与苏武往来的书信等历史文献,应有收集整理,从而为班固书

写和评价李陵积累了大量的原始材料.汉末建安时期文姬归汉,引发了魏晋士人对李陵的重新关注

和反思,«李陵集»、«李陵别传»的整理编撰,是新的学术背景下重新认识和解读李陵的历史产物.正

因为两汉魏晋以来李陵不断被关注、被解读,所以其作品的流传是不争的事实,刘宋初年颜延之对

“李陵众作”的评价即为明证.五胡乱华以来,在民族融合和文化整合的新时代,不仅对李陵的认识

历史性地迎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李陵文学作品的接受和文学史地位的评价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

期,传世“苏李诗”在齐梁时期被认定为五言诗之祖,对李陵作品的追慕、拟引也成为南北朝文士的新

风尚.在这一方面,刘琨、江淹、钟嵘、庾信等人对李陵及其作品的接受最具代表性.
刘琨«扶风歌»对李陵的拟咏和同情,显然是借咏史以抒怀.李陵兵败降敌,汉武帝不明其忠信,

诛灭陵族,两汉以迄魏晋,士人囿于君臣观念、民族大义等藩篱,鲜有拟咏李陵之作.刘琨于西晋末

年临危受命,出任并州刺史,赴任途中所作此诗,借李陵之遭遇喻己之隐忧:“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

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③篇末“我欲竟此曲”云云,虽为乐府套语,于此则有复杂沉重的情绪

载负,寄寓了深入肺腑的体验与认同.值得注意的是,刘琨此诗对李陵的接受,在情感趋向上与«汉
书»所录李陵«别歌»一脉相承,李陵领兵出征的豪情、兵败途穷的无奈以及英雄失路的悲愤,引发了

刘琨感同身受的共鸣,这种复杂的情感内涵与体验,显然与以表现离情别绪为主的“苏李诗”有较大

的距离,其中的悲怆不平之气,与“苏李诗”温婉敦厚的风格也极不和谐④,以此作为判断传世李陵之

作真伪的依据,也未尝不可.
刘琨之后,颜延之在刘宋初年所作«庭诰»中,最早对“李陵众作”给予总体评价,此后越来越多的

人关注、拟引李陵之作.刘宋末年,出身寒微、仕途坎坷的江淹,有感于“北州之贱士”、“炎土之流人”
(«待罪江南思北归赋»)的境遇,创作了大量抒发怨愤之情的名作,在«恨赋»、«泣赋»、«诣建平王上

书»、«杂体诗三十首»等作品中,江淹反复拟引李陵,借以抒发自身的失意不平.作于任建安吴兴令

期间的«恨赋»,江淹自称“仆本恨人”,选择典型的历史人物,通过拟咏秦始皇、赵王迁、李陵、王昭君、
冯衍(敬通)、嵇康等六人“伏恨而死”之怨嗟,集中抒写帝王、诸侯、名将、美人、名士、高人之恨,然后

推及孤臣、孽子、迁客、流戍之人以及富贵之子,认为“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其写李陵云:
“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拔剑击柱,吊影惭魂.情往上郡,心留雁门.裂帛系书,誓还汉恩.朝露

溘至,握手何言?”⑤将李陵兵败降敌后的伤感无奈、纠结惭愤,表现得委曲备至,痛切感人,进一步凸

显了李陵之无辜与忠信,同时也表现了自己被刘景素贬黜后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愤慨.在«杂体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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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首»中,江淹模拟了从汉代«古离别»起到刘宋时代汤惠休为止共三十名家的五言诗,其二即为

«李都尉从军».与«恨赋»不同,此诗主要写“征人”的离情别绪,并未展示“降将”的特有心态,显然是

“苏李诗”的复制翻版.值得注意的是,江淹在组诗的诗序中说:“今作三十首诗,效其文体,虽不足品

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云尔.”①说明江淹旨在以拟诗的形式对汉代以来的五言诗予以品评,这组拟诗

不仅标明了所拟的诗人,而且标明了所拟诗人的诗歌题材,比较准确地显示了不同作家的艺术个性

和特色.在江淹所拟三十家中,除汉代无名氏外,二十九位实名作家中李陵名列第一,其为“五言诗

之祖”的地位已然确立.江淹“以诗歌品藻为目的的拟诗创作深刻地影响了六朝的诗歌批评,钟嵘的

品诗和萧统的选诗,都受到江淹拟诗的影响”②.江淹早年适逢宋末多事之秋,出仕后历尽坎坷,曾因

广陵令郭彦文案牵连而系狱,后又因谏阻刘景素谋反被贬黜至闽越荒僻之地建安吴兴(今福建浦

城),故所作大多自悲身世,坎壈咏怀.其名篇«诣建平王上书»、«报袁叔明书»等,受西汉散文尤其是

司马迁的影响较深,对李陵也表现出超乎常人的体认与同情,甚至明显影响了钟嵘、萧统、庾信等人

对李陵的接受和评价.
钟嵘«诗品»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讨论五言诗的专著,对自汉迄梁一百二十多位五言诗人

进行系统梳理和品评,其诗学观念、审美趣尚与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存在明显的关联,«诗品序»所称

道的“五言诗之警策者”(即历代五言诗的名家及其名篇),大多数是江淹所选拟的对象,这反映了齐

梁间士人一种普遍的审美趣尚和对历代文人五言诗的普遍认同③.就李陵而言,钟嵘不仅明确肯定

了其“五言诗之祖”的文学史地位,而且运用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结合李陵的身世遭际,探讨其作品

的创作动机和风格渊源④.«诗品序»梳理五言诗的发展流变,认为夏歌“郁陶乎予心”、楚谣“名余曰

正则”等,“是五言之滥觞”,“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其列李陵之作为上品,仅次于“古诗”,与江

淹拟诗次序完全相同.其论李陵之作云:“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

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⑤与历史上借李陵的“武士”身份质疑其

文学才华者不同,钟嵘评价李陵及其同类作家,从探讨诗歌发生的根源入手,认为历史悲剧和社会感

荡是四季感荡之外,影响诗歌发生的又一重要原因:“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
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
一去忘返;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 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⑥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钟嵘将所有入品之诗人,总归于«诗经»、«楚辞»
两大系统,分属于«国风»、«小雅»、«楚辞»三条源流,李陵则为«楚辞»“怨诗”系列的“鼻祖”,其后班

姬、王粲、曹丕、应璩、嵇康、潘岳、张协、张华、刘琨、卢谌、郭璞等一大批作家,或直承或祖述,都属于

以李陵为代表的“怨者之流”⑦.值得注意的是,钟嵘品评李陵、王粲、刘琨、卢谌等颠沛流离之人及其

作品,明显地注意到了这一群体人生遭际及风格倾向的共性与联系.其论王粲云:“其源出于李陵,
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论刘琨、卢谌云:“其源出于王粲,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琨既体

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中郎仰之,微不逮者矣.”⑧钟嵘的这种认识,显然也为刘

琨等接受和同情李陵进行了更深入更理性的解读与诠释.
钟嵘«诗品»之所以对“降将”李陵有如此高的评价和定位,可能与其家族命运和个人身世有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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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于钟嵘的家世,«梁书»、«南史»本传所载相对简略,«新唐书宰相世系五上»及«钟氏家谱»
所述较为详尽,据此,则钟嵘出身于汉晋世族颍川长社钟氏,西晋末年,其七世祖钟雅避乱渡江,为东

晋名臣.高祖钟靖,字道寂,颍川太守;曾祖钟源,字循本,后魏永安太守;祖父钟挺,字法秀,襄城太

守、颍川郡公;父钟蹈,字之义,南齐中军参军①.虽然史籍对该家族在晋宋之交的历史变迁缺乏详细

记载,但钟源出仕北魏,表明颍川钟氏曾经有过一段曲折复杂的流离迁徙.曹旭认为,钟嵘高祖、曾
祖、祖父的经历,可能与陈伯之的境遇比较接近,“钟源仕北魏的经历,会使他们的家庭处于山川的阻

隔、政治的磨难、亲人的思念、分离的痛苦之中,尽管这一变故到钟嵘祖父和父亲时已经结束,但创伤

和阴影会重重地压在他们心里”;“从宋都建康到后魏永安,再到襄城,必定有悲欢离合,魂梦飞扬,钟
嵘也会由家庭的悲剧,联想到‘楚臣去境,汉妾辞宫’的历史悲剧,联想到屈原的«九章»、«九歌»和«离
骚»,领悟人生悲剧和诗歌发生的关系;从家庭个人的艾怨,联想整个社会的怨悱,贯穿汉魏晋宋以来

‘以悲为美’的传统;理解江淹«别赋»、«恨赋»所蕴涵的社会意义,最后把‘怨’与‘雅’同时作为重要的

审美标准,以评判诗歌的优劣高下”②.曹先生的推断是有说服力的.颍川钟氏自汉代以来为中州望

族,钟雅入仕东晋,死于苏峻之乱,以忠贞彪炳史册,其后钟源入仕北魏,必定有复杂的历史机缘和政

治背景.稽诸史籍,晋宋易代之际的血腥斗争和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造成了当时不少家族的颠沛

流徙.颍川长社地处南北政权长期反复争夺的中原地域,世居其地的钟氏家族饱受战乱之苦,以致

在南北政权之间辗转流离,也完全在情理之中.据«魏书»卷三«太宗纪»、卷三十七«司马楚之传»及
«资治通鉴»卷一一八等记载,晋宋易代之际,刘裕大肆诛杀异己,不少司马氏宗室成员以及忠于东晋

的将领投奔北魏.北魏泰常二年(４１７)九月,司马休之、司马文思、司马国璠、司马道赐及晋辅国将军

温楷,竟陵内史鲁轨,荆州治中韩延之、殷约,平西参军桓谧、桓璲及桓温孙道度、道子,勃海刁雍,陈
郡袁式,太原王慧龙等数百人避难北降.泰常四年(４１９)三月,流亡河南的司马楚之、司马顺明、司马

道恭及晋平阳太守薛辩等亦投降北魏.其中司马楚之先流亡汝、颍间,聚众万余,屯据长社,归顺北

魏后又一度留守颍川,其活动的地域正是钟氏家族祖籍所在地.史载钟雅忠于晋室,名留青史,刘裕

代晋,颍川钟氏亦应秉承忠贞家风,拥护晋室,所以其追随司马楚之等归降北魏完全在情理之中.据

«魏书»卷三十八«王慧龙传»、«袁式传»等记载,王慧龙等世族子弟投降北魏后,深受北魏重臣崔浩礼

遇.史载北魏明元、太武之世,崔浩利用其政治地位,大力奖掖中原世族子弟,培植政治势力(«魏
书高允传»、«北史崔浩传»等),北魏神 四年(４３１)九月,拓跋焘进崔浩为司徒,并下诏征范阳卢

玄、勃海高允等世族贤俊,“至者数百人,皆差次叙用”(«魏书世祖纪上»).由于崔浩的大力扶持,
中原世族加入北魏政权的人数与日俱增,甚至可与代北大族分庭抗礼③.钟源出任永安太守,应该与

崔浩当政时期重用中原世族有很大的关系.但是,随着北方的渐次统一,以崔浩为首的中原世族与

代北大族的冲突也日益加剧,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４５０)六月,崔浩因国史罹祸,“清河崔氏无远近,
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其秘书郎吏已下尽死”(«魏书崔浩传»),
出仕北魏的中原世族遭遇残酷的打击.于是,河东柳光世、扶风鲁爽等不少人又南归刘宋(«宋书
柳元景传»附«柳光世传»、«宋书鲁爽传»).值得注意的是,鲁爽之父鲁轨于泰常二年(４１７)投降北

魏;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４４９),鲁轨死,鲁爽出任北魏宁南将军、荆州刺史、襄阳公,镇长社;元嘉二

十七年,鲁爽与弟秀、瑜等随魏主南伐刘宋;元嘉二十八年四月,鲁爽等袭杀北魏长社戍卒,率部曲及

愿从合千余家归降刘宋(«宋书»卷七十四«鲁爽传»、卷五«文帝纪»).钟嵘之祖钟挺回归南朝,很可

能即在此时.但此后不久,鲁爽、鲁秀与南郡王刘义宣、臧质等发动叛乱,兵败身死,钟挺等亦湮没无

７３唐前李陵接受史考察———兼论李陵作品的流传及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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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总之,史籍关于钟嵘曾祖出仕北魏的记载,绝非子虚乌有,晋宋易代之际的政治斗争以及北魏太

平真君十一年(４５０)崔浩被诛时的胡汉冲突,是导致颍川钟氏南北流离的历史诱因;南北对峙引发的

长期战乱,不仅使钟氏家族饱受颠沛流离之苦,而且使其家国归属与身份认同产生严重困惑,降附北

魏的屈辱经历,难免成为钟氏族人的历史伤痛.时代悲剧造就的家族苦难,使钟嵘对“降将”李陵有

着感同身受的体察与认同,«诗品»的定位和评价,也进一步助长了南朝文士对李陵的追慕与拟引.
由于江淹、钟嵘等人的接受品评,李陵及其作品在齐梁时期被学界广泛关注,其“五言诗之祖”的

文学史地位也最终得到普遍认同.刘勰«文心雕龙»、任昉«文章缘起»、裴子野«雕虫论»、萧子显«南
齐书文学传论»等权威论著,都论及李陵之作(有些兼及苏武),而且基本上都肯定其为真实之作.
与此相应,萧统«文选»卷二十九收录李陵«与苏武诗»三首、苏武诗四首,卷四十一收录李陵«答苏武

书»一篇.虽然«文选»所收李陵诸作的真伪至今尚无定论,但«文选序»论及古诗流变时云:“自炎汉

中叶,厥途渐异.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①在作品的编次上,
萧统将“苏李诗”排在«古诗十九首»之后、张衡«四愁诗»之前,将«答苏武书»置于司马迁«报任少卿

书»之前,位列“书”体作品之首.就此来看,萧统显然认为这些都是李陵的作品,他的态度也基本上

反映了当时学界的主流看法.因为作为一部规模宏大、选择严格的诗文总集,«文选»无疑是依据时

人对作品的评价(包括真伪判定、流传程度等等)来收录诗文作品的,所以其中选录李陵之作,可以说

集中反映了«文选»成书前的一个时期内(刘宋至梁代前期)人们理解接受“李陵众作”的情况②.如将

“苏李诗”排在«古诗十九首»之后,显然与此前江淹拟诗、钟嵘品诗的做法保持了一致;江淹在«诣建

平王上书»中引用«答苏武书»的典故(“此少卿所以仰天捶心、泣尽而继之以血者也”),很可能也是后

者入选«文选»的参考依据.
实际上,齐梁时期对李陵作品的普遍接受,除以上诸家的评论和著录外,还体现在众多作家在创

作中对李陵作品的拟引方面.以一般认为流传最为广泛的«携手上河梁»诗为例,其中的“河梁”一词

在齐梁以降的离别诗中多有使用,且大部分用例明显受到这首诗的影响.如王融«萧咨议西上夜集

诗»(“徘徊将所爱,惜别在河梁”),范云«送别诗»(“东风柳线长,送郎上河梁”),吴均«别夏侯故章诗»
(“新知关山别,故人河梁送”),王台卿«陌上桑四首»其一(“送君上河梁,拭泪不能语”),庾信«拟咏怀

诗二十七首»其十(“游子河梁上,应将苏武别”),徐陵«新亭送别应令诗»(“风吹临伊水,时驾出河

梁”),江总«别袁昌州诗二首»其一(“河梁望陇头,分手路悠悠”),杨素«出塞二首»其二(“握手河梁

上,穷涯北海滨”),等等.以上诸诗,主题基本上都与离别有关,有些作品甚至直接取材于苏武、李陵

离别故事,其中的“河梁”,已不再是简单的送别之景,而是具有原型意味的送别之地的代码,实际上

具有集中表现离别的极端偏向性,“这个事实意味着,诗人们在使用该词时,是意识到存在其背后的

一个共同典故的,这个典故正是李陵的«携手上河梁»诗”③.总之,齐梁以来对“李陵众作”的接受拟

引,与«文心雕龙»等文学批评专著对李陵之作的涉及讨论互为照应,不仅确立了李陵的“文士”身份

和“五言诗之祖”的文学史地位,而且大大突破了李陵接受的范围,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赋予“李陵”形
象更多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

作为“穷南北之胜”(倪璠«注释庾集题辞»)的优秀作家,庾信晚年的由南入北,使其对李陵的拟

咏成为南北朝后期李陵接受的高潮和亮点,并且引起后世研究者的普遍关注和解读.梁元帝承圣三

年(５５４),庾信奉命出使西魏,不久西魏攻克江陵,庾信被迫羁留长安,历仕西魏、北周(«周书庾信

传»、«北史庾信传»等).国破家亡、屈仕异国的人生际遇,使庾信俨然以李陵为异代知音,在不少

作品中借李陵之事寄寓故国之思和失路之悲.如“李陵之双凫永去,苏武之一雁空飞”(«哀江南

８３ 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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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统:«文选序»,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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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荆轲有寒水之悲,苏武有秋风之别”(«小园赋»);“李陵从此去,荆卿不复还”(«拟咏怀二十七

首»其十);“秋风别苏武,寒水送荆轲”(«拟咏怀二十七首»其二十六);“君登苏武桥,我见杨朱路”
(«别张洗马枢»);“李都尉之风霜,上兰山而箭尽;陆平原之意气,登河桥而路穷”(«拟连珠四十四首»
其十五)等等.在«李陵苏武别赞»中,庾信还将李陵苏武的异域诀别,融入自己的切身体验,凝练为

友朋之别的经典范式:“李陵北去,苏武南旋.归骖欲动,别马将前.河桥两岸,临路凄然.故人此

别,知应几年?”①其后期的离别诗尤其是与周弘正的赠别之作,更集中地表现出与李陵的同声共

鸣②.庾信之所以在诗赋创作中反复拟引李陵,与其对李陵之作的体认接受有很大的关系,其«赵国

公集序»云:“昔者屈原、宋玉,始于哀怨之深;苏武、李陵,生于别离之世.”③«哀江南赋序»也表达了类

似的看法:“呜呼! 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

矣! 况复舟楫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飚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④

李陵和庾信,都是各自时代的“穷者”、“凄怆伤心者”,特定的历史原因造成的个人悲剧,使他们不仅

备尝生离死别之苦,而且背负降辱失节之耻,终老异域,有国难归.
庾信后期创作体现的“李陵情结”,也引发了后世不少学者的关注和评议.明代张溥云:“(子山)

后羁长安,臣于宇文,陈帝通好请还,终留不遣.虽周宗好士,滕、赵赏音,筑宫虚馆,交齐布素,而南

冠、西河,旅人发叹.乡关之思,仅寄于«哀江南»一赋.其视徐孝穆之得返旧都,奚啻李都尉之望苏

属国哉!”⑤倪璠云:“子山北地羁臣,南朝才子.若令早还梁使,依然英蔺之名,不伐江陵,永仕中兴之

国,遇合乃所愿焉,文章蔑云进矣.所以屈原、宋玉,意本牢愁;苏武、李陵,情由哀怨.石头去

矣,建业何路可归? 鹑首剪诸,江陵无家可寄! 拟«招魂»之作,魂兮归来;状«七哀»之诗,哀可知矣.”
又云:“«哀江南赋序»称:‘不无危苦之词,惟以悲哀为主.’予谓子山入关而后,其文篇篇有哀,凄怨之

流,不独此赋而已.«咏怀»之二十七首,楚囚若操其琴;«连珠»之四十四章,汉将自循其发(指李

陵).”⑥今人徐宝余认为,“使者情结是困扰庾信终身的一个心结”,在庾信入北之后的作品中,“所常

吟咏的一对人物便是苏武和李陵”,“对苏武能够全节深表赞赏,对己如李陵入北不归多所内疚”⑦.
以上诸说,对庾信接受、拟引李陵的原因有深入到位的诠释,足以说明庾信由南入北,不仅极大地促

进了南北文风的交融,奠定了其“穷南北之胜”的文学史地位,而且也为五胡乱华以来李陵及其作品

的接受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作为“集六朝之大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启唐之先鞭”(杨慎«升庵

诗话»卷九),对唐代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家,庾信对李陵的接受认同,也直接影响了唐代文士对李

陵的评价和态度.综观唐代,除刘知幾怀疑«答苏武书»为伪作(«史通杂说下»)、白居易指责李陵

不能死节(«汉将李陵论»)外,其余则鲜有质疑之声;李白、杜甫、王维、钱起、李端、卢纶、王棨、胡曾、
司空图、贯休等一大批作家同情、拟咏李陵,大历与咸通时期尤为显著;«李都尉重阳日得苏属国书»
为唐人省试试题(«文苑英华»卷一八九),拟咏李陵得到官方认可;唐代新兴的文学样式变文也对李

陵故事进行敷陈讲唱,对李陵悲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文学性渲染进一步增强⑧.这些可能都与庾信

以李陵为同调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五、结　语

唐前士人对李陵的认识和评价,大致如上所述.总体来看,主要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和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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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昭帝始元六年(前８１)苏武归国,引发了西汉王朝对李陵案的重新审查和讨论,为经学时代班固书

写和评价李陵确立了方向,奠定了基础.汉末建安时期文姬归汉,引发了魏晋士人对李陵的重新关

注和反思,«李陵集»、«李陵别传»的整理编撰,是新的学术背景下重新认识和解读李陵的历史产物.
五胡乱华以后的民族大融合,促使李陵接受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刘琨等文化精英肯定李陵,彻底突破

了此前同情为主、批判为辅的评价模式;拓跋鲜卑等北方民族追祖李陵,强力凸显了李陵在胡汉融合

过程中的象征意义;江淹等齐梁文士认同李陵、拟引李陵,使其形象完成了由“武士”到“文士”的全面

转型,李陵的文学史地位也因此确立.
自天汉二年(前９９)李陵兵败至隋开皇元年(５８１)庾信病卒,历时六百八十余载,沧海桑田,世事

纷纭,然李陵其人并未尘封历史.从大一统时代的儒学评判,到三国纷争、魏晋易代之际的历史反

思,再到五胡乱华、南北对峙时期的重新形塑,李陵的形象也经历了“降将”、“始祖”、“文士”等多重身

份的演变.在两汉经学时代,李陵是典型的叛臣,是忠君楷模的反面参照,罪不可逭,以故时人多哀

其不幸怒其失节.但在汉末魏晋时期,随着儒学的式微、玄学的兴起、士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大一统

时代的忠君观念受到严重的冲击和消解,李陵的悲情也得到越来越多士人的认同,«李陵集»和«李陵

别传»的出现,正是新的君臣观、历史观影响下重新解读李陵的产物.“五胡乱华”以后,民族融合的

历史潮流势不可挡,“夷夏之防”涣然冰释,李陵也历史性地成为北方少数民族竞相追祖的对象,成为

一种胡汉杂糅的文化象征符号.与此相应,“苏李诗”在齐梁时期被认定为“五言诗之祖”,拟引李陵

也成为南北朝文士的共同风尚.
在近七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司马迁、班固、刘琨、裴松之、崔浩、江淹、钟嵘、庾信等人,结合自身

的人生际遇,对李陵进行了丰富多彩的接受解读.由于李陵之降辱与汉武帝之冷酷、司马迁之悲情、
苏武之忠节纠结为一,且不同时代的君臣观念、夷夏之辨也各不相同,所以后世对李陵的评价褒贬不

一,难有定论.但稽诸史籍,唐前士人对李陵的严厉批判与责难实不多见,以致白居易批评司马迁、
班固等无讥李陵(«汉将李陵论»),顾炎武慨叹“文章之士多护李陵”(«日知录集释»卷十三),王夫之

甚至怒斥司马迁“为陵文过”、“背公死党”(«读通鉴论»卷三).然平心而论,司马迁以迄庾信,难道皆

为背公死党之人? 汉匈之战旷日持久,死者成千上万,旨在雪刘氏平城之耻,实则成就了卫青、霍去

病、李广利等外戚恩幸之封侯之功,李陵兵败降辱,三代将门,举族受戮,实乃时代悲剧之缩影.司马

迁等悲天悯人,无可厚非.
«李陵集»、«李陵别传»早已散佚,难窥全貌.传世署名李陵的作品,自颜延之以来,信疑参半,总

体来看,唐代以前多信其真,宋代以后多疑其伪.颜延之«庭诰»称:“李陵众作,总杂不类,是假托,非
尽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①这是关于李陵之作年代最早(刘宋初期)且较为公允的评论.«汉
书»本传所载李陵与苏武的交往应为信史,«别歌»无疑属于真实之作.«文选»载录李陵«答苏武书»
及李善注引«集表»等,与李陵天汉二年(前９９)出征匈奴、始元六年(前８１)拒绝归汉时的情事基本

契合,也当属可信之作.«文选»、«艺文类聚»、«古文苑»等收录征引的其他苏李诗文,虽然真伪难辨,
但稽考相关文献,这类作品在«文选»成书之前即已流传②,其中的“苏李诗”,自宋迄今,伪证滋多,当
非苏、李所作.敦煌遗书中保存的苏李往返书信等写本文献,出现时代更晚,从文体及内容推断,显
然为后世拟托之作.要之,李陵虽然出身将门武士,但其少年入仕的经历以及独特的生平遭际,使其

完全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强烈的创作诉求,所作«别歌»即为明证,齐梁文士普遍认同李陵之作,绝
非空穴来风.

[责任编辑　渭　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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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景龙修文馆学士及文学活动考论

胡　旭　胡　倩

摘　要:唐中宗景龙年间设置修文馆学士一事,见载于多种典籍,但矛盾之处颇多,似乎没有绝对准确

的记载.通过对相关典籍的比勘考证,可知景龙二年、三年、四年皆有选任修文馆学士之事,在这三年中任

过学士的共有二十九人,与«玉海»叙录«景龙文馆记»所云学士数吻合.但«绀珠集»、«类说»、«唐会要»、
«新唐书»等典籍中所说的“大学士四人,学士八人,直学士十二人”,只是景龙二年设置修文馆时计划员数,

在随后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三类学士的确切员数都与原计划不符.景龙修文馆学士重形式尚技巧的宫廷

文学创作活动,虽然在当时影响甚大,在唐代文学中占有一定地位,但总体上价值不高,某种程度上阻碍了

初盛唐文学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景龙;修文馆学士;宫廷文学;盛唐文学

一、相关文献梳理

关于唐中宗景龙年间(７０７ ７１０)修文馆学士设置的材料,最早见于唐人武平一«景龙文馆记»① ,
此书久佚,但相关佚文在宋代«绀珠集»、«类说»等书中尚有残存,如前者云:

　　唐中宗景龙二年,置修文馆学士.大学士四人,象四时;学士八人,象八节;直学士十二人,
象十二月.游宴悉预,最为亲近也.②

这则材料中,学士总员数二十四.«旧唐书中宗纪»的记载,则有所不同:

　　(景龙二年夏四月)癸未,修文馆增置大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③

这则记载的明确信息是修文馆设置学士的时间是“四月癸未”,员数为“大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

员”,总员数二十.
随后,比较详实的记载,见于«唐会要»卷六十四:

　　至景龙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修文馆增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征攻文之士

以充之.二十三日,敕中书令李峤、兵部尚书宗楚客并为大学士.二十五日,敕秘书监刘宪、中

书侍郎崔湜、吏部侍郎岑羲、太常卿郑愔、给事中李适、中书舍人卢藏用、李乂,太子中舍刘子玄,
并为学士.五月五日,敕吏部侍郎薛稷、考功员外郎马怀素、户部员外郎宋之问、起居舍人武平一、
国子主簿杜审言并为直学士.十月四日,兵部侍郎赵彦昭、给事中苏颋、起居郎沈佺期并为学士.④

仔细解读这一记载,值得注意的信息如下:首先,景龙二年(７０８)四月二十二日,修文馆增置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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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及员数的计划出台.其次,仅仅过了一日(四月二十三日),中书令李峤和兵部尚书宗楚客并为

修文馆大学士.也就是说,此时只设立二名大学士,尚有二名空缺.再次,又过了二日(四月二十五

日),修文馆学士人选出台,他们是:刘宪、崔湜、岑羲、郑愔、李适、卢藏用、李乂、刘子玄,正好八人,符
合既定员数.复次,又过了十日(五月五日),修文馆直学士人选出台,他们是:薛稷、马怀素、宋之问、
武平一、杜审言,只有五名人选.最后,差不多又过了五个月(十月四日),赵彦昭、苏颋、沈佺期一起

递补为学土.
比«唐会要»稍晚的«新唐书文艺中李适传»,亦有相关记载:

　　中宗景龙二年,始于修文馆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象四时、八节、十二月.
于是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为大学士,适、刘宪、崔湜、郑愔、卢藏用、李乂、岑羲、刘子玄为

学士,薛稷、马怀素、宋之问、武平一、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为直学士,又召徐坚、韦元旦、徐彦

伯、刘允济等满员.其后被选者不一.①

这则记载看起来很清楚、系统,后为«唐诗纪事»所本,越发流传深广.大学士四人、学士八人,皆有具

体对应,直学士对应了十一人,少了一个.
«资治通鉴»卷二○九«唐纪二十五»亦记此事:

　　夏,四月,癸未,置修文馆大学士四员,直学士八员,学士十二员,选公卿以下善为文者李峤

等为之.②

此处直学士员数与学士员数与上文诸则记载相较,正好颠倒.
«玉海艺文»叙录«唐景龙文馆记»云:

　　中宗景龙二年,诏修文馆置大学士、学士、直学士凡二十四员,赋诗赓唱,是书咸记录为七

卷.又学士二十九人传,为三卷.记云大学士四人,象四时;学士八人,象八节;直学士十二人,
象十二时.③

这个记载非常重要,虽然规定学士总数为二十四员,但«景龙文馆记»中“传”的部分却出现了二十九

位学士,这是此前文献没有提及的.
综合以上记载,可归纳出如下信息:首先,诸文献或云“置”,或云“始置”,或云“增置”,三个词语

意义是不同的,个中真相,不应含糊,尚需揭示.其次,各文献记载修文馆学士员数有偏差.«新唐

书»记载三类学士二十三人,较理论员数二十四人少一人;«唐会要»记载三类学士十九人,较理论员

数少五人;«玉海»云学士有二十九人,较理论员数多五人.第三,景龙年间修文馆学士的设置,是有

步骤的,这一点«唐会要»的记载相对详赡,有一定说服力,其他文献在这一方面给后人带来一些误

导.第四,学士种类尚有分歧.«旧唐书»只云大学士和直学士两类,其他记载则分为大学士、学士、
直学士三类.第五,各类学士的员数不同,«旧唐书»云大学士八名,其他文献云大学士四名.«资治

通鉴»云直学士八员,学士十二员,而其他文献皆云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正好相反.第六,某些

人选究竟属于何类学士,记载有互为矛盾之处.如«新唐书»云赵彦昭为大学士,«唐会要»则云赵彦

昭为学士;«新唐书»云韦嗣立为大学士,«唐会要»则未提及此人;«新唐书»云沈佺期为直学士,«唐会

要»却云沈佺期为学士;«新唐书»不提及苏颋,«唐会要»却云苏颋为学士.
相关问题错综复杂,深入考证十分必要.

二、景龙修文馆学士入选时间及总员数考辨

«唐会要»所记修文馆学士十八人,«新唐书»所记修文馆学士二十三人,将两者所记合在一起,可

２４ 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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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二十四人,即李峤、宗楚客、刘宪、崔湜、岑羲、郑愔、李适、卢藏用、李乂、刘子玄、薛稷、马怀素、宋之

问、武平一、杜审言、赵彦昭、苏颋、沈佺期、韦嗣立、阎朝隐、徐坚、韦元旦、徐彦伯、刘允济.«唐会要»
所记十八位学士,入选时间比较明确,«新唐书»所记的韦嗣立、阎朝隐、徐坚、韦元旦、徐彦伯、刘允济

入选学士的时间,尚不明了,当进行考察.
韦嗣立.两«唐书»本传不云韦嗣立为修文馆学士,然张说«东山记»云:“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

品、修文馆大学士韦公是日即席拜公逍遥公,名其居曰清虚原幽栖谷.”①此韦公即韦嗣立,其拜

逍遥公一事,诸书皆云在景龙三年(７０９)十二月②,因为修文馆大学士一般为宰相,而韦嗣立始为宰相

在景龙三年二、三月间③,所以他为修文馆大学士的时间,或当与此同步,不会迟得太久.
阎朝隐.两«唐书»本传不云阎朝隐为修文馆学士.«唐诗纪事»卷十一«授著作郎直学士制»云:

“朝隐夜光成宝,朝阳擢秀.文高一变,艺总三端.承顾问于鸾掖,掌图书于麟府.顷属播迁,获返班

序,方来石室分曹,已参于著述;金门直事,俾崇于伸奖.可修文馆直学士.”④此“制”何时所下,当可

拟测.«旧唐书»本传云:“(张)易之伏诛,坐徙岭外.寻召还.先天中,复为秘书少监.”⑤«新唐书»本
传云:“景龙初,自崖州遇赦还,累迁著作郎.先天中,为秘书少监,坐事贬通州别驾,卒.”⑥但考察景

龙年间唐中宗与修文馆文士集体活动,可以发现直到景龙二年(７０８)十二月十九日游禁苑活动时,才
出现阎朝隐的身影⑦,其为修文馆直学士当在此前后.联系杜审言卒于是年十月⑧,阎朝隐递补为修

文馆直学士的可能性极大.
徐坚.张九龄«大唐故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集贤院学士赠太子少保东海徐文公神道碑铭并序»

云:“(神龙)二年,敕公修则天圣后实录及文集等,绝笔,中宗嘉之迁刑部侍郎,加秩银青光禄大

夫,转礼部侍郎,兼判戸部.”⑨«新唐书儒学中徐齐聃传»附«徐坚传»云:“俄以礼部侍郎为修文馆

学士.”考察景龙中修文馆学士活动及作品系年情况,发现徐坚景龙二年(７０８)秋季与宋之问、李适、
李乂、卢藏用、薛稷、马怀素同作«饯许州宋司马赴任»,诸人皆修文馆学士,从徐坚官职及深得唐中

宗赏识的情况来看,其时他可能已经成为修文馆学士.
韦元旦.«旧唐书»无传,亦未提及.«新唐书文艺传»为其立传甚略,虽然«新唐书李适传»

云其为修文馆学士,但本传却没有提及,只云“舅陆颂妻,韦后弟也,故元旦凭以复进云”,把韦元旦

与韦后的关系作了交代,说明其进阶之由.考韦元旦参与修文馆学士活动及作品系年情况,他在景

龙二年(７０８)十二月曾与李适、阎朝隐、沈佺期、卢藏用、马怀素、崔日用等侍唐中宗游禁苑,疑其时已

为学士.
徐彦伯.«旧唐书徐彦伯传»云:“入为工部侍郎,寻除卫尉卿,兼昭文馆学士.景龙三年,中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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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二六张说«东山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２２７７页.
参见«旧唐书»卷七«中宗纪»、«唐诗纪事»卷九、«资治通鉴»卷二○九«唐纪二十五».
«旧唐书»卷七«中宗纪»云:“(景龙三年二月)太府卿韦嗣立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所记为“二月”.«新唐书»卷四

«中宗纪»:“(景龙三年)三月太府卿韦嗣立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所记为“三月”.
计有功撰,王仲镛校笺:«唐诗纪事校笺»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３６０页.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中«文苑中阎朝隐传»,第５０２６页.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文艺中阎朝隐传»,第５７５２页.
参见贾晋华:«唐中宗景龙中修文馆活动及作品编年表»,«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

４９ ５９页.傅璇琮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云阎朝隐景龙三年(７０９)始与修文馆学士唱和,疑非.
宋之问«祭杜审言文»云:“孟冬十月兮共归君,君有灵兮闻不闻.”可知杜审言卒于景龙二年(７０８)十月.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九一张九龄«大唐故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集贤院学士赠太子少保东海徐文公神道碑铭并序»,第

２９５４页.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中徐齐聃传»,第５６６２页.
诸人诗见«文苑英华»卷二六七.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文艺中韦元旦传»,第５７４９页.



亲拜南郊,彦伯作«南郊赋»以献,辞甚典美.”①«新唐书徐彦伯传»云:“会郊祭,上«南郊赋»一篇,辞
致典缛.擢修文馆学士、工部侍郎.”②二者的差异在于:«旧唐书»云徐彦伯作«南郊赋»前,已为修文

馆学士;«新唐书»则云徐彦伯因«南郊赋»写得好,才被擢为修文馆学士.考两«唐书中宗纪»,“南
郊”事在景龙三年(７０９)十一月.«唐诗纪事»卷九云:“(景龙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幸温泉宫,敕蒲州

刺史徐彦伯入仗,同学士例.”③后二者时间、空间都吻合,当无疑.至于«旧唐书»云徐彦伯为“昭文馆

学士”,大概因其较其他学士任职时间长,在景云二年“修文馆”改为“昭文馆”时,依然在职.然即便

如此,这样书写也甚不妥.
刘允济.«旧唐书文苑中刘允济传»云:“中兴初,坐与张易之款狎,左授青州长史,为吏清

白,河南道巡察使路敬潜甚称荐之.寻丁母忧,服阕而卒.”④«新唐书文艺中刘允济传»云:“坐二

张昵狎,除青州长史,有清白称,巡察使路敬潜言状.以内忧去官.服除,召为修文馆学士,既久斥,
喜甚,与家人乐饮数日,卒.”⑤路敬潜巡察青州,在神龙元年(７０５)八月⑥,刘允济母亡在其后,究竟何

时亦不详.«新唐书李适传»既云刘允济与徐坚、韦元旦、徐彦伯等为递补,且排于末座,其为修文

馆学士不当早于诸人.«册府元龟»卷八九五云:“唐刘允济为青州刺史,中宗景龙四年征为修文学

士,录才行至道,病卒,深为时人惜之.”⑦说刘允济为青州刺史是错误的,但云刘允济景龙四年(７１０)
被召为修文馆学士,却与事实相距不远⑧.刘允济虽然被召为修文馆学士,但未及到任就去世了.遍

考修文馆学士活动与相关诗文,皆无刘允济,可见他虽称修文馆学士,但景龙年间并未进入过修

文馆⑨.
通过上述梳理,不难看出,此六人都是递补进入修文馆为学士的,徐坚、阎朝隐、韦元旦入选于景

龙二年(７０８),韦嗣立和徐彦伯入选于景龙三年(７０９),刘允济入选于景龙四年(７１０).
除了«唐会要»和«新唐书»记载的二十四位学士以外,景龙年间还有一些人任过修文馆学士,他

们是李迥秀、褚无量、韦湑、崔日用、张说.为理清相关线索,亦作简考.
崔日用.«旧唐书崔日用传»云:“时宗楚客、武三思、武延秀等递为朋党,日用潜皆附之,骤迁

兵部侍郎兼修文馆学士.”«新唐书崔日用传»说得更详细:“时诸武若三思、延秀及楚客等权宠交

煽,日用多所结纳,骤拜兵部侍郎.宴内殿,酒酣,起为«回波舞»,求学士,即诏兼修文馆学士.”«唐
会要»卷五十五载:“景龙三年,中宗宴侍臣及朝集使曰:‘酒酣各为«回波词».’众皆为谄佞之文,及自

邀荣位.”«唐诗纪事»卷十:“上宴日,日用起舞,自歌云:‘东馆总是鹓鸾,南台自多杞梓.日用读书

万卷,何忍不蒙学士? 墨制帘下出来,微臣眼看喜死.’其日以日用兼修文馆学士,制曰:‘日用书穷万

卷,学富三冬.’日用舞蹈拜谢.”«资治通鉴»卷二○九系此类事发生于景龙三年(７０９)二月,崔日用

为修文馆学士当始于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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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九十四«徐彦伯传»,第３００６页.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一四«徐彦伯传»,第４２０２页.
计有功撰,王仲镛校笺:«唐诗纪事校笺»卷九,第２６３页.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中«文苑中刘允济传»,第５０１３页.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文艺中刘允济传»,第５７４９页.
«旧唐书»卷一百«尹思贞传»云思贞神龙初为御史大夫李承嘉所劾,出为青州刺史.“黜陟使、卫州司马路敬潜八月至州,

特表荐之.”(第３１１０页)刘允济为尹思贞属官(长史),得路敬潜称荐,必当在此时.
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八九五,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第１０５９８页.
贾晋华先生认为刘允济卒于景龙二年(７０８),未知何据.参见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于诗人群研究»,第４４页.
王溥«唐会要»卷十一云:“垂拱三年,毁乾元殿,就其地创造明堂因改河南县为合宫县,左史直弘文馆刘允济上«明堂

赋».”可见刘允济曾当值于弘文馆(即修文馆),但其时非学士.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九十九«崔日用传»,第３０８７页.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二一«崔日用传»,第４３３０页.
王溥撰,方诗铭等标校:«唐会要»卷五十五,第１１１５页.
计有功撰,王仲镛校笺:«唐诗纪事校笺»卷十,第３０９页.



李迥秀.«旧唐书李大亮传»附«李迥秀传»云:“景龙中,累转鸿胪卿、修文馆学士.”①«新唐书
李大亮传»附«李迥秀传»云:“中宗即位,召授将作少监.累迁鸿胪卿、修文馆学士.”②考李迥秀参与

修文馆学士活动与相关诗文,发现他于景龙二年(７０８)九月九日与诸学士侍中宗游慈恩寺,有诗«奉
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图应制»,景龙三年(７０９)八月、九月、十月皆参与修文馆学士活动数次.李迥

秀身份特殊,地位甚高,疑此时已为修文馆学士.
褚无量.«旧唐书褚无量传»云:“景龙三年,迁国子司业,兼修文馆学士.是岁,中宗将亲祀南

郊,诏礼官学士修定仪注.国子祭酒祝钦明、司业郭山恽皆希旨,请以皇后为亚献,无量独与太常博

士唐绍、蒋钦绪固争,以为不可.”③«新唐书儒学下褚无量传»记载略同.明言褚无量为修文馆学

士在景龙三年(７０９).
张说.«旧唐书张说传»云:“景龙中,丁母忧去职,起复授黄门侍郎,累表固辞,言甚切至,优诏

方许之.是时风教颓紊,多以起复为荣,而说固节恳辞,竟终其丧制,大为识者所称.服终,复为工部

侍郎,俄拜兵部侍郎,加弘文馆学士.”④«新唐书张说传»云:“中宗立,召为兵部员外郎,累迁工部、
兵部二侍郎,以母丧免.既期,诏起为黄门侍郎,固请终制,祈陈哀到.时礼俗衰薄,士以夺服为荣,
而说独以礼终,天下高之.除丧,复为兵部,兼修文馆学士.”⑤据陈祖言«张说年谱»,张说景龙元年

(７０７)十一月始丁母忧,两«唐书»既云“终制”,则复出当在景龙三年(７０９)十一月⑥,其为修文馆学士,
也当在随后不久,很可能在十二月,此时他开始多次参加中宗及修文馆学士的活动.

韦湑.«新唐书外戚韦湑传»云:“湑初兼修文馆大学士,时荧惑久留羽林,后恶之,方湑从至

温泉,后毒杀之以塞变,厚赠司徒、并州大都督.湑兄弟颇以文词进,帝方盛选文章侍从,与赋诗相娱

乐,湑虽为学士,常在北军,无所造作.”⑦前文所引«唐诗纪事»卷九云幸温泉事发生于景龙三年(７０９)
十二月十二日,韦湑既在此时被毒杀,其为修文馆学士当更在此前.既云“帝方盛选文章侍从,与赋

诗相娱乐”,韦湑已为学士,疑其入选在景龙二年(７０８).
至此,景龙年间修文馆学士的人选和入选顺序,已经相对明了.景龙二年(７０８)入选者有李峤、

宗楚客、刘宪、崔湜、岑羲、郑愔、李适、卢藏用、李乂、刘子玄、薛稷、马怀素、宋之问、武平一、杜审言、
赵彦昭、苏颋、沈佺期、阎朝隐、韦湑、李迥秀、徐坚、韦元旦,共二十三人.景龙三年(７０９)入选者有韦

嗣立、徐彦伯、褚无量、崔日用、张说,共五人.景龙四年(７１０)入选者为刘允济,共一人.三年入选修

文馆学士总数二十九人,与«玉海»所说的“学士二十九人”完全吻合.这似非偶然,景龙修文馆学士

人选问题,并无太大疑问⑧.

三、景龙修文馆各类学士员数考辨

景龙修文馆三类学士的实际员数,可能与最初计划并不一致,有必要进行考辨.
第一是景龙修文馆大学士的员数.«绀珠集»、«类说»、«唐会要»、«新唐书»、«资治通鉴»、«玉海»

诸书,皆云大学士四员,«旧唐书»却云大学士八员.虽然学界普遍认为«旧唐书»记载有误,但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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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六十二«李大亮传»附«李迥秀传»,第２３９１页.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九十九«李大亮传»附«李迥秀传»,第３９１４页.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二«褚无量传»,第３１６５页.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九十七«张说传»,第３０５１页.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二五«张说传»,第４４０６页.
杜佑«通典»卷八十一、卷八十七、卷一百等多处皆云古制三年之丧,实为二十五个月.«旧唐书张柬之传»载张柬之驳王

元感,引«春秋»、«尚书»、«礼记»、«仪礼»等典籍,力证三年之丧为二十五个月,时人皆认为张柬之所言合于礼典.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六«外戚韦湑传»,第５８４４页.
«旧唐书»卷一八九下«儒学下韦叔夏传»云:“(神龙)三年,拜国子祭酒.累封沛国郡公.卒时年七十余赠兖州都督、

修文馆学士,谥曰文.”(第４９６５页)«新唐书»卷一二二«韦安石传»附«韦叔夏传»亦云:“(叔夏)卒,赠兖州都督、修文馆学士,谥曰

文.”(第４３５５页)追赠修文馆学士,非实际授官,不当入“二十九人”之列.



统计的情况来看,景龙年间至少有五位修文馆大学士,他们是: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韦湑.
这个现象如何解释呢? 因为大学士有资历上的要求.«新唐书»记修文馆时云:“武后垂拱后,以宰相

兼领馆务,号馆主.”①馆主实即大学士,可见要做大学士,首先要有宰相的身份.据两«唐书中宗

纪»,景龙三年(７０９)三月,太府卿韦嗣立守兵部尙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兵部侍郎赵彦昭为中书侍郎同

中书门下平章事,可见景龙二年(７０８)他们还不是宰相,不当为大学士.«唐会要»云景龙二年十月四

日兵部侍郎赵彦昭为学士的说法,有一定依据.事实上,与赵彦昭、韦嗣立同时升为宰相的,还有修

文馆学士崔湜、郑愔.景龙四年(７１０)六月,修文馆学士岑羲,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可见,整个景龙

年间,修文馆学士而为宰相者有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崔湜、郑愔、岑羲七人.韦湑虽非宰

相,但身为外戚,为左羽林将军、曹国公,地位甚高,品秩不亚于宰相,为修文馆大学士也在情理之中.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修文馆学士的设置,背后的操纵者是上官婉儿,她与崔湜的关系又十分密切,崔
湜因此为大学士的可能性,无疑是很大的.

但是,崔湜和郑愔只做了两个月的宰相,就因铨综失序,为御史所劾,黯然下台.韦湑本非以文

采见长,景龙三年(７０９)为韦后所杀,岑羲为宰相不过七日,李隆基就发动政变,一举摧毁韦氏势力.
因而,真正为当时人认可的修文馆大学士,其实还是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四人.

第二是景龙修文馆学士的员数.关于修文馆学士员数,«旧唐书»未提及,«资治通鉴»云十二员,
其他诸书皆云八员.«唐会要»所及学士,先有刘宪、崔湜、岑羲、郑愔、李适、卢藏用、李乂、刘子玄八

人,复有赵彦昭、苏颋二人,此外尚有经过我们考证出来的徐坚、韦元旦、徐彦伯、崔日用、李迥秀、褚
无量、张说七人.还有一个人,值得一说,薛稷.苏颋有两篇涉及薛稷的文章,一为«授薛稷中书侍郎

制»云“银青光禄大夫行黄门侍郎修文馆学士河东县开国男参知机务薛稷”②,另一为«授薛稷谏议大

夫制»云“门下中散大夫行尚书礼部郎中修文馆直学士河东县开国男薛稷”③,可见薛稷先为直学士,
后又升为学士.所以,景龙年间为学士者,实际人数达到十八人.

学士一职,有资历要求.«唐六典»卷八云:“弘文馆学士五品已上,称为学士.”④上述十八

人,全部满足了这一条件.所谓八人、十二人乃至十八人者,各有依据:八人是最初所定员数,十八人

是实际任过学士的人数,十二人乃为十八名学士中因升格或其他原因退出学士后所余学士数⑤.
第三是景龙修文馆直学士的员数.«资治通鉴»云直学士八员,其他诸书皆云直学士十二员.

«唐会要»中给出了五名人选:薛稷、马怀素、宋之问、武平一、杜审言.«新唐书»中除了此五人外,还
增加了沈佺期和阎朝隐.此外,还有刘允济.恰好八人.«通鉴»所言,实有根据.需要说明的是,直
学士也有资历要求,«唐六典»卷八云:“弘文馆学士六品已下,为直学士.”⑥马怀素、宋之问、武平

一、杜审言、沈佺期五人皆符合六品以下这个标准,其他三人则需要考证.«唐会要»云薛稷为修文馆

直学士时,官吏部侍郎,这可能是错误的.据«唐六典»,吏部侍郎正四品上,与直学士一职相距太大.
前引苏颋文云“门下中散大夫行尚书礼部郎中修文馆直学士河东县开国男薛稷”,陈冠明先生云:“授
谏议大夫前为礼部郎中,则初为直学士时当是吏部郎中.”⑦意即吏部侍郎为吏部郎中之误,此说可

从.吏部郎中、礼部郎中皆从五品上,也已达到学士的资历要求,他为直学士是个特例.另外两位,
阎朝隐为著作郎,刘允济为上州长史,皆从五品上,按照惯例,亦可为学士.但他们与前面的诸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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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相比,则品秩偏低,故只能为直学士.由此亦可看出,景龙年间修文馆直学士的地位不低.
«唐会要»及«新唐书文艺中李适传»中关于修文馆学士种类和员数的记载,一向为人所重,

多被引证,而出自«景龙文馆记»的所谓三类学士象征“四时、八节、十二月”的说法,在学界也甚为深

入人心.然而,由以上考辨可知,这些说法有正确的一面,也有不够准确的地方.倒是在此事记载上

令人困惑的«资治通鉴»,给出的信息虽然有限,却相对准确,符合司马光著史的谨严作风.至此,关
于三类学士及其员数的问题,我们也可以给出大致清楚的结论:景龙二年(７０８)置修文馆学士,最初

的计划可能是大学士四人,学士八人,直学士十二人,但在实际操作的时候,遇到了困难或意外,三类

学士实际员数都与原来计划不符,甚至出现一定的反差,这导致后代史书记载此事的讹乱.完全复

原虽不可能,但大致面貌依然可以辨析.

四、景龙修文馆宫廷文学之评价

修文馆不是唐景龙年间突然出现的,它从唐初就有了.据«唐六典»卷八,武德初置修文馆,学士

无定员,武德末改为弘文馆,神龙元年(７０５)避孝敬皇帝李弘讳改为昭文,神龙二年(７０６)又改为修

文,景云二年(７１１)改为昭文,开元七年(７１９)又改为弘文,隶门下省.其职能是典校理,司撰著,兼训

生徒.显然,修文馆学士本质上是学者而非文学家.
但是,景龙年间的修文馆及其学士与此前有了一些显著不同.第一,学士员数在理论上固定了.

固定学士员数的意义,在于学士选拔的标准提高,学士成为崇高的荣誉而为官员所格外歆羡.如«旧
唐书宋之问传»云:“时中宗增置修文馆学士,择朝中文学之士,之问与薛稷、杜审言等首膺其选,当
时荣之.”①又如前文所引«唐诗纪事»卷十所载崔日用求为学士一事,崔日用身居御史中丞,却羡慕修

文馆学士,而且有“鹓鸾”、“杞梓”之喻,不难看出成为修文馆学士是何等荣耀的事情.第二,修文馆

学士的职能已经不再是校理、撰著典籍及教习生徒,而是大量参加文学活动.说到这一点,不能不说

一下唐中宗.唐中宗自己的文学水平如何,很难判定②,但他对文学的热爱,对文学活动的扶持、推
动,令人称奇.从景龙二年(７０８)四月增置修文馆学士起,到景龙四年(７１０)六月他被鸩杀止,短短两

年余,以他为中心的大型文学活动近六十场.这个时期的修文馆学士,主要任务就是参加各种各样

的游乐活动,并用诗的形式将其记录与描写.创作于这两年间的数百首宫廷诗歌,目前依然在流传.
关于这些方面的研究,贾晋华先生和陶敏先生已经做得非常深入,不再赘述.

有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扶持,有这么多天才文人参与创作,景龙宫廷文学本该成为文学史上的一

座高峰,而事实上却大谬不然.
首先,景龙宫廷诗人本身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创作出什么优秀的作品.李峤、杜审言、沈

佺期、宋之问、张说、苏颋等人,在整个唐代,都算得上优秀的诗人,然举凡李峤的«汾阴行»,宋之问的

«度大庾岭»、«度汉江»,张说的«邺都引»、«灉湖山寺»、«蜀道后期»,苏颋的«汾上惊秋»等,这些代表

性的优秀诗篇,几乎无一产生于景龙年间.虽然杜审言此间作有«奉和七夕侍宴两仪殿应制»为人称

道,却无论如何也不能跟他此前所作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度湘江»、«送崔融»等相比.沈佺期

的«奉和韦嗣立山庄应制»,是景龙年间奉和应制诗的代表,如将其与他的«独不见»、«夜宿七盘岭»、
«杂诗闻道黄龙戍»等比较,质量上的差距亦不啻云泥.可以这样说,景龙修文馆的文学活动,至少

在创作的题材上没有给文学家带来刺激,千人一面的颂扬,迫于情势的阿谀,扼杀了文学的生命和活

力.景龙修文馆学士的生活面十分狭窄,他们几乎成年累月地生活在以唐中宗为代表的聚会游宴

中,辗转于宫廷、贵族庄园、游乐场所,醉生梦死.当文学家被“饰以金镳,飨以嘉肴”式地“圈养”之
后,就失去了创作所必需的“长林丰草”,野性渐失,纯真渐去,只按照“套路”来粉饰太平,虚应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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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感的钝化在所难免.
其次,以景龙修文馆学士为代表的宫廷文学风气,压抑了此前出现的进步文学潮流,一定程度上

阻碍了唐代文学的健康发展.从梁代中期到唐景龙年间,宫廷文学走过了近一百八十年的历史,其
弊端早就受到有识之士的抨击.初唐四杰不仅以创作上的实绩,向宫廷文学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
而且都有理论批评,卢照邻的«南阳公集序»、«乐府杂诗序»,骆宾王的«和闺情诗启»,王勃的«上吏部

裴侍郎启»,杨炯的«王勃集序»等虽然各有侧重,但无一不在表达对流行于世的宫廷文学的强烈不

满.盛唐以来,初唐四杰获得了崇高的文学地位,可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却一直沉沦下僚,这当然有

多重原因,然与主流文学观念的分歧,也是不得不予考虑的因素.四杰并不孤独,一定程度上,“方外

十友”呼应、继承并发扬了他们的文学主张.“方外十友”中包含了高宗后期到武周年间非常著名一

批文学家如陈子昂、宋之问、杜审言、卢藏用,他们曾经意气风发,以文学之天下为己任.陈子昂在其

«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对“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文学现象大加挞伐,标举汉魏风骨,其«感遇

诗»三十八首及«登幽州台歌»等作品,则全面贯彻了自己的主张.卢藏用的«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
比陈子昂更公开、直接地指斥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文学:“天之将丧斯文也,后进之士若上官仪者,
继踵而生,于是风雅之道,扫地尽矣!”卢藏用对陈子昂的创作推崇之极:“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
崛起江汉,虎视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至于感激顿挫,微显阐幽,庶几见

变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际者,则«感遇»之篇存焉.”①至于宋之问和杜审言,虽没有什么创作理论名

世,但却以他们的创作实践,呼应着陈子昂们的文学主张.
然而,历史显示出极具讽刺性的一面.陈子昂死后,卢藏用、宋之问、杜审言无一例外地加入宫

廷文学作者队伍,并在景龙年间成为修文馆学士,创作他们曾痛加贬斥的那类没有性情、堆砌辞藻的

官样作品.大约人到中年,面对人生挫折,仕途蹭蹬,曾经的锐气与锋芒已大为减弱,甚至为了功名

利禄不免讨好、谄媚那些能决定他们命运的权贵.此时此刻,距离他们曾经慷慨激昂地追求的“汉魏

风骨”、“风雅兴寄”,不仅非常遥远,甚至完全对立了.显而易见,以陈子昂为代表的文学革新活动,
在武周时期已备受摧残,在景龙时期则全军覆没.有鉴于此,说修文馆学士为代表的宫廷文学活动,
延缓甚至阻碍了初唐文学的健康发展,大约是不该有什么疑义的.

第三,修文馆学士为代表的宫廷文学活动,影响巨大,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文坛创作风气,部分屏

蔽了与之旨趣相异的文学创作,妨碍了新兴文学的发展.«旧唐书文苑中贺知章传»云:

　　先是神龙中,知章与越州贺朝、万齐融,扬州张若虚、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吴、越之士,文词

俊秀,名扬于上京.朝万止山阴尉,齐融昆山令,若虚兖州兵曹,巨监察御史.融遇张九龄,引为

怀州司户、集贤直学士.数子人间往往传其文,独知章最贵.②

来自南方的一批优秀诗人,其中不乏贺知章、张若虚这样留下千古绝唱的诗歌圣手,在神龙、景
龙年间几乎湮没无闻,如果不是开元诗歌春天的来临,也许文学史上都不会留下他们的名字.须知,
贺知章在武周证圣元年(６９５)已中进士,到景龙年间已入官场十数年,年已半百,在文坛却寂寂无闻,
很可能是他的创作与当时宫廷文学的趣味不合.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在整个唐朝都不为人所重,
可能是此人在宫廷文学甚嚣尘上的时代,根本不为世人所知.«旧唐书贺知章传»还记载了一件

事:“神龙中,有尉氏李登之,善五言诗,蹉跌不偶,六十余,为宋州参军卒.”③一个擅长五言诗的诗人,
于今却一首诗都没有留下来,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著名诗人员半千,也是此中典型,他在武周初

期,两为弘文馆学士,因忤张易之兄弟和武三思,先后被外放,景龙年间增置修文馆学士,亦无其份,
作品零落殆尽.李登之、员半千跟南方文人一样,因为他们的为人与创作皆与上层宫廷文人异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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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避免地遭到排斥,作品只能在小范围流传,亡佚在所难免.
景龙修文馆学士在唐中宗扶持下大搞宫廷文学活动的时候,著名诗人张旭、张九龄、王之涣、孟

浩然等皆已成年,但其创作成名皆在开元间,原因无他,就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与景龙宫廷文学风尚格

格不入.
景龙年间修文馆学士的文学创作,说到底是应酬文学,是游戏文学,真感情不多.喧嚣浮躁的景

龙文坛,没有产生经典名作,这是不争之事实.景龙文人诸多集会,相互交流,大量创作,使诗歌的形

式与技巧得到了很大发展与提高.但是,盛唐时期的伟大诗人,究竟从景龙宫廷诗歌的形式和技巧

上得到多少助力,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五、结　论

关于景龙修文馆学士的记载,现存文献互相矛盾之处颇多.一些典籍拘泥于«景龙文馆记»所谓

的“大学士四人,象四时;学士八人,象八节;直学士十二人,象十二月”的记载,将员数与入选为学士

者严格对应,结果方枘圆凿.事实上,增置学士的计划是一回事,实际操作过程又是一回事,两者并

不完全一致.而且,同一人可由学士升大学士,如赵彦昭;可由直学士升学士,如薛稷.经过考证,景
龙年间修文馆学士总人数为二十九人,皆可一一对应到具体人选,其中可考大学士五人次,学士十八

人次,直学士八人次,共三十一人次,但其中赵彦昭与薛稷一身二任,所以依然为二十九人,与«玉海»
叙录«景龙文馆记»中的学士数完全吻合.景龙年间的修文馆学士,地位很高,影响甚大,历代史家都

不可避免地予以关注.但是,修文馆及学士的设置,是持续进行的,计划的同时,常常又有变化.用

静止的眼光,仅仅依据某一特定时期的记载,来推断修文馆大学士、学士、直学士的员数和人选,往往

与历史事实有一定出入.即便是躬逢其时且入选修文馆直学士的武平一,所记也不能完全体现此期

学士设置的具体实际.因而,结合存世的相关文献,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恢复历史事实的原貌,得
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兼具史学和文学研究的双重意义.景龙年间的宫廷文学活动,延续了武周时期

的繁荣,甚至在频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充分体现了以唐中宗为代表的上层统治者对文学的热情.
正是他们的积极提倡,才使当时社会上弥漫着崇尚文学创作的风尚,这对于初盛唐文学的良性发展,
具有宏观引导的意义.但是,景龙年间宫廷文学创作的质量,较之此前的武周时期,并没有什么提

升,更不能与随后的盛唐文学相提并论,在文学史上难免地位尴尬.景龙修文馆学士中,不乏文学名

家,但他们在景龙年间鲜有佳作,可见此时的文学生态出了问题.一些不利于文学发展、创新的因

素,日渐凸显,制约了作家的文学创造力.客观而言,景龙修文馆学士的文学活动只能算是应酬与游

戏,没有产生经典作品.不仅如此,还压抑了此前出现的创新性文学潮流,使进步的文学家及相关创

作理念,逐渐走向边缘化,部分屏蔽了与之旨趣相异的文学创作,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唐代文学的健康

发展.

[责任编辑　渭　卿]

９４唐景龙修文馆学士及文学活动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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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性朴论思想史发微:从先秦到西汉

周 炽 成

摘　要:人们习惯于以荀子为性恶论的代表,但实际上他是性朴论的代表,性恶论为荀子后学所持.

刘向编«荀子»时把«性恶»夹在显然属于非荀子作品的«子道»和«法行»之间,这一历史细节非常重要.孔

子所谓“性相近,习相远”亦显示出性朴论的取向.性朴论与性恶论尖锐冲突,无法协调.主张“性者,天质

之朴”的董仲舒,是西汉性朴论的最重要代表.在他之前的贾谊和与他同时的韩婴也持性朴论.引入“性朴

论”这一概念研究中国人性论史,可以产生很多新的、富有启发性的看法,同时也可澄清历史上的一些误解.

关键词:荀子;孟子;孟荀关系;汉唐

中国人性论史上的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等,人们早已熟知,但“性朴论”确实是一个大

家比较陌生的概念.本文拟以它为中心对从先秦到西汉的中国人性论史进行一些新的叙说,以冀弥

补以往研究之不足,帮助我们对中国人性论史进行新的认识.

一、孔荀均持性朴论

虽然性朴的思想早已存在,但“性朴论”作为一个专门概念被加以使用却比较晚.刘念亲曾在２０
世纪２０年代质疑历史悠久的荀子主张人性恶之说,认为:在荀子看来,“性的本体的断案,只是‘本始

材朴’四字”① .他在研究荀子人性论时注意到了“朴”字,但并未使用“性朴论”一词.到了７０年代,
日本学者兒玉六郎则明确地以“性朴说”来概括荀子的人性论② .在２１世纪,更多学人开始以“性朴

论”讲解荀子人性论③ .不过,总体上看,学界对这一概念的接受程度还是比较低的.我们认为,此一

概念对于客观把握中国人性论发展史很有意义,可以帮助我们澄清一些流传甚久的误解.
从汉代以来,中国人习惯于以善恶论性.常见的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混善恶论、性

无善无恶论等都含“善”字或“恶”字,而性朴论则不含这两个字.性朴论不以性本身的善恶问题作为

争论焦点.事实上,最早说到人性的先秦哲人,也不都关注这一问题.孔子就是突出的例子,他的名

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显然未对人性作善恶评判.这句语录所蕴含的性朴论信息,已久被埋没.
当然,该名言中未出现“朴”字,至«荀子礼论»“性者,本始材朴”④ ,则明确以“朴”说性.可以说,孔
子的性朴论思想,被荀子继承了下来.

　

作者简介:周炽成,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国学研究中心教授(广东广州５１０６３１).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人性论通史”(１５ZDB００４)的阶段性成果.

①　刘念亲:«荀子人性的见解»,«晨报副刊»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８日.

②　[日]兒玉六郎著,刁小龙译:«论荀子性朴之说———从性伪之分考察»,«国学学刊»２０１１年第３期(原刊于«日本中国学会报»

第二十六集,１９７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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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上述名言本来并不难理解,但是,由于性善论在后世影响巨大,后人遂倾向于从性善论角度

解释之.其中,«三字经»的提法最具代表性:“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九中说:“性之一字,始见于«商书»,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恒即

相近之义,相近,近于善也,相远,远于善也.”①徐复观说:“性相近的‘性’,只能是善,而不能是恶的

把性与天命连在一起,性自然是善的孔子实际上是以仁为人生而即有,先天所有的人性

从先天所有而又无限超越的地方来讲,则以仁为基本内容的人性,实同于传统所说的天道、天
命.”②以性善论来解释孔子这一名言,太具有“创造性”了.我们欲客观研究中国人性论史,无法接受

这种创造性解释.皇侃的解释则比较合理:“性者,人所禀以生也;习者,谓生后有百仪常所行习之事

也.人俱天地之气以生,虽复厚薄有殊,而同是禀气,故曰相近也.及至识,若值善友则相效为善,若
逢恶友则相效为恶,恶善既殊,故曰相远也.”③以善或恶解说孔子所讲的相近之性,肯定是讲不通的,
以“朴”来解之,则庶几矣④.孔子实际上并不关心先天人性的善恶问题.

先秦性朴论的最鲜明代表是荀子.«荀子礼论»有言:

　　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
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

下治.⑤

这些话,很多研究荀子人性论的人都注意到了,但是,罕见有人注意到它们与«荀子性恶»以性为恶

的说法之不同.极个别人看到两者的不同,但千方百计协调之.我们先细细弄清楚这些话的意思,
再看学者们的协调何以不成立.

“性者,本始材朴”是性朴论的明确表达.从其本义来说,“朴”是指未加工的木材,意味着一种最

初的、本然的、未受人为影响的状态.“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简朴与玉璞.一方面,简朴意味

着素色、原初、可塑等.郝懿行在解释“性者,本始材朴”的时候说:“朴者素也,言性本质素.”⑥这样的

解释很精当.因为人性简朴,后天的作用就得到凸显.性朴论非常重视后天人为的作用,强调环境

对人的影响,这也是上引孔子的名言所表达的意思.另一方面,未加工的木材类似于未加工的玉璞

(玉石).含玉的石头和不含玉的石头当然非常不同.正如玉石含玉质一样,天生人性已有不少潜

质,包括善的潜质,这些潜质当然不是完备的、完成的、最后的状态.善的潜质不是完备的、现成的

善,故性朴论不同于性善论.众所周知的“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礼记学记»),亦可谓

性朴论的名言,而不是性善论的名言.«楚辞九章怀沙»的话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性朴论:

　　文质疏内兮,众不知余之异采.材朴委积兮,莫知余之所有.⑦

这里的“材朴”与«荀子礼论»之“材朴”文字上完全相同.不过,此处“材朴”不侧重“简朴”,而侧重

“玉璞”.“文”是动词,“质”是宾语;“疏”是动词,“内”是宾语.故“文质疏内兮,众不知余之异采”就
是指,外在的东西掩盖了内在的“异采”.顺此意,不难理解“材朴委积兮,莫知余之所有”就是指玉璞

般的材朴或朴材堆在一边而不被人发现.我们知道,«韩非子和氏»记载了楚人和氏得璞玉楚山

中,奉献给厉王,却被玉人误以为普通石头的故事.璞玉(玉石)还不是玉,它可能被人误认为普通的

石头(这与“和氏之璧”不被知类似),但它毕竟含玉质而不同于普通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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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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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初与“行为”一体无分)则处于混沌的“朴”的状态,孔子的“性相近”之“性”盖即此“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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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始材朴”之性相对的,是“文理隆盛”之伪.伪一般地是指诈、假、非诚等,但«荀子»中的

“伪”,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却并非如此,而是指“人为”.孔子将性与习相对,荀子将性与伪相对,其义

一也.他们都是在性的本义上讨论人性.在先秦时期,性与生同,这就是性的本义.在这种意义上,
性当然是指先天的、生而具有的东西.它们是简朴的,“文理隆盛”的人为则转化这种简朴性.“无
伪,则性不能自美”表明与生俱来的人性之不自足性、未完美性.不过,不能以恶来说不自足的、未完

美的朴之性.性朴论与性恶论实在差别太大.梁启超在解释荀子的“本始材朴”时说:“专靠原来的

样子,一定是恶的,要经过人为,才变得好.”①他把“朴”解释为“恶”,乃是极大的误解.
由善变恶,是走完全相反的路,但是,由朴而善,是走同一方向之路.朴之性含有向善的潜质,正

如玉石中含玉质.从玉石变为玉,是走同一方向而不是走相反的方向,从朴之性到实现善,也同样如

此.“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玉石,则无论如何做不出玉来.因此,虽然性朴论相对地重习轻性,但
并不否定性的意义.

孔子所说的相近之性,主要是指简朴之性;荀子所说的“本始材朴”之性,也是偏重简朴之性,但
已融入了玉璞之性.到了西汉,董仲舒的性朴论则凸显了质朴之性的玉璞性,同时也兼重其简朴性,
对此,本文最后一节再详论.

二、性朴与性恶不相容

«荀子»一书中既有性朴的说法,却又有一篇著名的«性恶»,人们正是依此篇而断定荀子是性恶

论者.如何协调性朴与性恶(«性恶»)②呢? 多数研究荀子人性论的人,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或者

说,他们不认为存在个问题③.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肯定存在,不能回避.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基
本上有两种思路:以«性恶»来解释性朴,或者以性朴来解释«性恶».上引梁启超的说法,属于第一种

思路.我们已经指出,这种说法行不通.当然,第二种思路同样也行不通.但这种思路被不少人暗

中持有,其基本看法是:(１)所谓性恶,不是指性本身恶,而是指欲望的过度之恶;(２)所谓性恶,是指

性中有恶的倾向,而未有现成的恶.这些解释者未明说性恶事实上就是性朴,但按他们明说的,则可

以推出性恶就是性朴或接近性朴的结论.他们在作这样的解释时,均忘记了性恶论是针对性善论提

出来的.性善论当然主张性本身善,性恶论正是与此针锋相对:性本身恶.«性恶»篇反复说“人之性

恶,其善者伪也”,即是在明示这种针锋相对.当然,或者也可以说,上述解释者们也许实际上认为性

本身恶之说不成立.但无论如何,«性恶»解释者的主张不能替代«性恶»作者的主张.在解释者心中

不成立的主张在作者心里完全可以成立.
暗中以性朴解释«性恶»的人相对多一些,而明确地这样做的人则很少,日本学者兒玉六郎和中

国学者路德斌是其中的两例.兒玉六郎非常鲜明地以性朴说来说荀子的人性论:“荀况认为,人之本

性、禀性乃素朴而毫无修饰,因后天修为的有无,乃化为后天的善、恶将荀况人性论的本质理解

为‘性朴说’而取代‘性恶说’,应当更恰当.”④说荀子主张性朴论,而不主张性恶论,这种新颖的看法

是合理的.但是,兒玉六郎以性朴说解释«性恶»,则难以成立.他认为,«性恶»只是主张后天之性

恶,而不主张先天之性恶:“以好利、疾恶、好色之情欲等存在作为«性恶»篇开头一段论述先天性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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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８９页.
在本节,我们暂时依照惯例,视«性恶»与性恶或性恶论为等义词,但下一节会加以区分,因为«性恶»篇的内容或观点不全是

主张“性恶”.
例如,发表于２０１５年的一篇荀子研究论文,在“性朴论”已经在学界引起了不少争论的情况下,仍然写道:“如上所陈,人皆

因不加限制的欲望而具有趋恶的本性.”此足见以“性恶”定位荀子人性论何等根深蒂固.参见王毓:«论荀子的“圣人制礼”说»,«周
易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日]兒玉六郎:«论荀子性朴说———从性伪之分考察»,刁小龙译,«国学学刊»２０１１年第３期(原刊于«日本中国学会报»第二

十六集,１９７４年).



的根据,并不恰当肆意放任性情的结果,造就了桀跖、小人等恶,这也是后天性恶的论调非其

他.”①在兒玉六郎看来,«性恶»实际上主张先天之性朴,这样就与«礼论»所说的“本始材朴”一致了.
但是,他并未具体、细致地解释后天之性这个关键概念.事实上,此概念是兒玉六郎自己的概念,而
不是先秦语境中的概念.在中国先秦语境中,性与习、伪相对,性是先天的,习、伪是后天的,故不存

在所谓后天之性,后天的东西属于习、伪范畴.«性恶»的性伪之分,显然就是先天与后天之分.该篇

反复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明示恶是先天的,而善是后天的.所谓化性起伪,就是以后天的人为

努力改变先天之性恶.兒玉六郎认为«性恶»主张性朴说,在我们看来这是很难说得通的.然而,他
独具慧眼,看到了性朴说对于理解荀子人性论的意义,这是很有贡献的.鉴于兒玉六郎对«性恶»的
解释很成问题,后面我们将尝试把«性恶»篇与«荀子»其他涉及人性论的篇目区分开来,这样既能吸

取兒玉六郎的贡献,又能克服他的问题.
在国内学者中,路德斌与兒玉六郎一样,明确地以性朴来解释«性恶».他把«性恶»所说的性一

分为二:本原之性(未发之性)和发用之性(已发之性),前者朴,后者恶.路德斌指出:“从‘人生而静’
看‘性’,‘性’即朴也,天然合理,无善无恶;从‘感于物而动’看‘性’,顺性自然,贪欲无度,‘必出于争

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性’乃恶矣所谓‘性朴’是从存有、本原的意义上讲的,而所谓

‘性恶’,则是从发用、经验的层面说的‘性朴’与‘性恶’绝不可以矛盾、不兼容视之,相反,不论是

在事实上还是在荀学的理路中,二者圆融无碍,逻辑一贯,可以同时成立而并存.”②路德斌所说的本

原之性接近于兒玉六郎所说的先天之性,而发用之性接近于后天之性.然而,根据«性恶»篇性伪二

分的逻辑,所谓发用之性,恐怕不是性而只能是伪.«性恶»有性与伪之二分,而无性本身之二分.路

德斌突出性朴,这使他与一般研究荀子人性论的人不同,但是,他与兒玉六郎一样都未能客观地、实
事求是地理解«性恶».

或明或暗地援用性朴论来解释«性恶»的人,忽略了该篇的针对性.众所周知,«性恶»乃是为批

评孟子的性善论而作.孟子所说的性善,显然是性本善,即“存有、本原的意义上”之性之善.在孟子

看来,善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外铄的.现实中人之不善,是违背了与生俱来之善性的结果.他以山

的本来状态来比喻性本善:“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 是其日夜之

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

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③一座光秃秃的山,原来有茂密的森林覆盖,但因砍伐、放牧等而改变了.与

生俱来之性善,正如原来的山有茂密的森林覆盖一样.人们自暴自弃,改变善的本性,就像砍伐、放
牧等改变了山的本来面貌.«性恶»与孟子的性本善说针锋相对,它不是用性朴论批评性善论,而是

用性恶论来批评性善论.如果«性恶»主体部分主张性朴,为什么文中会反复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

也”,而不说“人之性朴,其善者伪也”呢?
林桂榛认识到«荀子»一书中的性朴说与性恶说不相容,故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来对«性恶»作

性朴的解释:荀子在写该篇时事实上主张“性不善”,与孟子的“性善”相对,但刘向在编«荀子»时把该

篇中的“不善”改为“恶”.他指出:“«荀子»一书‘性不善’字眼讹为‘性恶’约在西汉末年刘向对«荀
子»的首次编校整理.”④在林桂榛的解释下,性不善的主张当然就与性朴的说法吻合.他与兒玉六

郎、路德斌不同的是:前者认为性朴说与性恶说不相容,而后者认为二说相容.但是,他们有一点是

相同的,即都认为性朴说与«性恶»篇相容.兒玉六郎和路德斌就现有的«性恶»文本解说这种相容,
林桂榛则在对现有文本略作改动的前提下进行解说.但是谁能接受这种改动呢? 相比之下,梁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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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恶心善”说更加别出心裁而独具一格.但考虑到此“心”很难说是后天之“伪”的结果(而是“伪”的
执行者),此“性”亦总是对应着情欲、观念等心理现象,“性恶心善”实际上近于“性善恶混”①.

三、«性恶»是荀子后学的作品

以上考察表明,试图协调«荀子»中的性朴思想与该书«性恶»篇的方案,均难以成立.换个思路,
如果我们不再坚持荀子是性恶论的代表,而将«性恶»篇视为其后学所作,那么,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

而解.以上我们讨论«性恶»时,仅涉及其主体部分,也即其主张人性恶的部分,而尚未涉及其他部

分.接下来,我们要对该篇作整体考察,尤其要论及这些其他部分.
今天读到的先秦子之书,皆经过了汉人或更后之人的整理.以某子命名的书,其成书经过了长

时间的过程,往往有多人的贡献,是某一学派的集体作品,而不可全归于某子一人.余嘉锡在«古书

通例»中对此讲论甚明.先秦子书不成于一时,不出于一人之手,乃为确论.例如,现存«庄子»一书,
肯定不是庄子一人写的,一般认为庄子仅作了内篇,而外篇、杂篇是其后学所作.冯友兰亦持类似的

观点,并以«荀子»为例,认为:汉朝及以后的人将相关篇章编辑成为一部书而题名为«荀子»,并没有

说这是荀子亲笔写的,而仅意味着它们是属于荀子一派的②.
«荀子»是荀子学派的作品,而非出自荀子一人之手,大概不会有人否定这一点.唐代注«荀子»

的杨倞把«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放在该书的最后.他注«大略»时说:“此篇

盖弟子杂录荀卿之语,皆略举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总谓之«大略»也.”③注«宥坐»时又说:“此以

下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记传杂事,故总推之于末.”④被杨倞置之于«荀子»后面的多篇,在写作风格、表
达方式、思想内容等方面都确实不同于该书的其他篇.«大略»的作者肯定不是荀子而是他的弟子,
这正如«朱子语类»的作者不是朱子而是朱子弟子.其他几篇的作者,就更加复杂了.它们不是论说

文,而是对话、小故事的汇集,杨倞称之为“记传杂事”,为荀子及其弟子的讨论素材、教学素材,在荀

子之前可能就以口头的方式存在,也可能以书面的形式存在,更可能是荀子后学整理而成.它们肯

定不是荀子本人所作.
汉代的刘向在整理、编辑«荀子»时,也把上述多篇放在书后面.他当然意识到了它们的特殊性.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刘向把«性恶»也编排在后面,将之夹在«子道»和«法行»之间.杨倞认为,«子
道»和«法行»这两篇属于“记传杂事”,但«性恶»不是,故将这一篇提前.他在注«性恶»时说:“旧第二

十六,今以是荀卿议论之语,故亦升在上.”⑤在刘向编辑的版本中,«性恶»为第２６篇,而杨倞将它提

升为第２３篇.
刘向把«性恶»编在«子道»和«法行»之间,实在太意味深长了.他编的«荀子»最后９篇是:«宥

坐»、«子道»、«性恶»、«法行»、«哀公»、«大略»、«尧问»、«君子»、«赋».«宥坐»是记载孔子言行的杂言

杂语,而它的前一篇为«礼论»,明显是论说文.在刘向的编排中,«宥坐»与«礼论»之间事实上有明显

的分界线.在此界线之前的２３篇是论说文,而之后的９篇则是各种小故事、短论、对话等的汇集.
这样,全书就分为两部分:论说文部分(从«劝学»至«礼论»共２３篇)、杂言杂语部分(从«宥坐»至«赋»
共９篇).用汉代惯用语来说,前者可称之为内篇,后者可称之为外篇.按照这样的编排,显然,前一

部分基本上为荀子所作(后学可能对之有增删),后一部分则非荀子所作.
与刘向的版本相比,杨倞的版本也把«荀子»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从«劝学»至«赋»,共２６篇,后

一部分从«大略»到«尧问»,共６篇.他显然以前者为荀子所作,后者则是他人所作.两个版本最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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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不同是«性恶»由后往前的位置变化,此外也有其他变化,如«赋»也从后一部分升入前一部分.
也就是说:刘向把«性恶»和«赋»看作非荀子作品,而杨倞则把它们看作荀子作品.

面对两人的分歧,我们当然应该相信刘向.刘向先于杨倞七八百年,前者离荀子两百多年,后者

离他近千年.古书不用标点符号,作为人的荀子和作为书的«荀子»无法区别开来.在从汉到唐的漫

长历史过程中,人们因而就会逐渐认为«荀子»一书都是荀子所写,这样,荀子不是«性恶»作者的历史

实情也就被遮蔽了.作为«荀子»最早的整理者和编辑者,刘向清楚地看到«性恶»与«劝学»、«礼论»
等论说文有极大的不同,故而将它置于杂言部分.

细致研究«性恶»可见,它确实不是一篇论说文,而是荀子后学对人性或与人性有关的问题的多

种看法的汇集.人性恶的看法,只是本篇的一种看法(主体部分的看法),其中还有与此不同甚至与

此矛盾的其他看法.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以它为性恶论的代表作,其中与性恶论不一致的看法则被

忽视、淡化、埋没.如果我们重新正视其杂言性,而不以之为一篇论说文,上述其他看法就可得到客

观的看待.
大体上说,«性恶»由七个模块构成,其中只有一个模块明确主张人性恶,多数模块则并无此主

张.模块一从开始到“出乎贪利争夺.故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模块二从“天非私曾、骞、孝
己而外众人也”到“慢于礼仪故也,岂其性异哉”.模块三从“涂之人可以为禹”到“能不能之与可不

可,其不同远矣,其不可以相为明矣”.模块四从“尧问于舜曰∶‘人情何如’”到“唯贤者为不然”.模

块五从“有圣人之知者”到“是役夫之知也”.模块六从“有上勇者”到“是下勇也”.模块七从“繁若、
钜黍,古之良弓”到结尾.

在上述七个模块中,最显眼的当然是模块一,其文字也占了«性恶»全篇的一半以上.本模块反

复论证人性恶,以«性恶»篇名概括本模块的内容当然非常合适.但是,这一篇名并不能概括所有模

块的内容.在其余六个模块中,只有模块四的“人情甚不美”①表述接近模块一的思想.模块三鲜明

地陈述了与模块一相反的看法:人人皆可以为禹,因为人人皆有“知仁义法正之质”和“能仁义法正之

具”②.此质、此具当然是善的,而不是恶的.根据性伪二分,此质、此具当然属于性,而不属于伪,这
就完全否定模块一多次说的“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③.如果把«性恶»作为一篇论说文,其作者

是同一个人(荀子),就会得出一些非常奇怪的结论:“荀子并没有因此全盘否认性善说,也没有妨碍

肯定人性的中性、可塑性.这样,人性中就既包含着善的可能性,也包含着恶的可能性.现实的善

恶,都可以在人性中找到其潜在的根据.”④“尽管他一再力图证明人的本性是恶的,善是人为的,然而

在事实上却是把善和恶都当作人性里面本来就有的.荀子这种前后不一的矛盾,表明他只是注重性

恶的一面,但很难说他就是性恶论.说的再明白一点,与其说他是性恶论,莫如说他是人性有善有恶

的二重论,更为贴切荀子在这里所说的普通人,‘皆有可以知仁义正法之质’,并非后天人为的

是人性里面本来就有的.由此可见,在荀子的思想中,善和恶实际上是作为人的二重性而存在

的.”⑤“荀子在强调性恶的同时,还承认并且一再肯定过人性中还有非恶的一面存在.”⑥说这些话的

人注意到«性恶»对人性论有不同的说法,但他们一定要把它们都视为荀子本人的看法,这就使他成

为性有善有恶论者或性有恶有不恶论者了.他们一方面不愿意放弃荀子是性恶论者的传统看法,另
一方面又把他说成性有善有恶论者或性有恶有不恶论者.事实上,是论者们混乱、自相矛盾,而不是

荀子本人混乱、自相矛盾.«性恶»的不同模块,显示的是荀子后学对人性的不同看法,而不是荀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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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看法.如果我们真的要坚持«性恶»的作者是一个人(荀子),«性恶»是一篇完整的、前后一贯的

论说文,我们就无法解通它.
模块七明确肯定人有“性质美”而否定了性恶说,该模块用良弓、良剑、良马之喻,表明人们不能

自恃性质美而不磨练①.这里对性质美的肯定,与模块三对人性的看法一致,而与模块一的看法完全

相反:模块一主张人性恶,模块七主张性质美;模块一主张逆性得善,化性起伪,模块七主张顺性益

善,磨练美质.假如同一个作者写了第七模块与第一模块,这位作者对人性的看法就太不一致、太自

相矛盾了!
但是,若说模块七体现性朴论,则完全说得过去.上面已经说过,可以从玉璞的角度理解性朴

论.与生俱来之性,既可说是简朴的,也可说像玉璞那样含有善的潜质,但没有完备的、现成的善,也
就是性善论所肯定的善.故性朴论与性善论的区别很明显.性质美即玉璞美,不过,这种美尚未处

于完备的、现成的状态,而需要磨练,需要开发.如果像有些论者那样,认为模块七表述性善论,那就

言过其实了.姜忠奎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作«荀子性善证»②,特别突出该模块,对之作了过度解释.现

当代学者中也有人对这个模块进行过度解释,认为荀子主张天生之人性中有完善的、绝对的、先验的

仁③,这就说过头了.以“道德形上学”、“客观精神”这些来自西方的术语来说荀子对仁与人性的看

法,难以令人信服.他高扬荀子的性质美说,内心可能倾向于以荀子为性善论者而又不敢像姜忠奎

先生那样明说,这倒真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味道.
模块二也表明荀子后学继承老师的性朴论:“天非私曾、骞、孝己而外众人也;然而曾、骞、孝己独

厚于孝之实,而全于孝之名者,何也? 以綦于礼义故也.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于父子

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文者,何也? 以秦人之从情性,安恣睢,慢于礼义故也.岂其性

异矣哉!”④作者比较曾参、闵子骞、孝己与众人,比较秦人与齐鲁之民而得出结论:他们在天性方面没

有差异,其德行之不同,完全是后天修为不同之结果.本模块丝毫没有显示性恶,而是显示性朴.
模块二对人性的看法,继承了荀子的性朴论,也非常接近于孔子的性近习远论.曾参、闵子骞、

孝己与众人性相近,秦人与齐鲁之民性相近,而他们习之不同致使其在德行上不同.杨倞对本模块

的解释显然不成立:“綦礼义则为曾、闽,慢礼义则为秦人,明性同于恶,唯在所化耳.若以为性善,则
曾、闽不当与众人殊,齐、鲁不当与秦人异也.”⑤很多读者会像杨倞那样顺着模块一来看模块二,以为

是在继续说人性恶.实际上,把此模块同第一模块区隔开来单独解读,就会发现用性朴论来理解它,
要比用性恶论来理解它更合理.

模块五讨论四种知:圣人之知、士君子之知、小人之知、役夫之知.模块六讨论三种勇:上勇、中
勇、下勇.两种讨论都未直接牵涉到人性.这两个模块的存在,突出地表明了«性恶»的杂言性.如

果把它看作一篇连贯的论说文,此两节之存在尤其不可解.作为先秦的文章大家,荀子如果真的作

«性恶»,又真的把上述五、六两个模块放进去,实在不可思议.从杂言的角度看,这两个模块也许间

接地体现对人性的看法.笔者猜测,它们可能想表达这样的意思:四种知、三种勇与先天人性相关.
当然,这仅仅是笔者个人的猜测,毕竟两模块完全未说到人性.这两个模块也许是后来性三品说的

思想资源.
综上所述,以«性恶»为荀子后学的杂言杂语而不是荀子本人的论说文,可以找到较强的证据.

该篇反映了荀子后学对人性的不同看法:有人继承老师的性朴论,有人将老师的性朴论发展为性恶

论“性恶”实在无法概括全篇的内容.相形之下,至于«荀子»一书之«劝学»、«礼论»、«天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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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等论说文,篇名对于该篇内容的概括则准确而全面.«子道»、«性恶»、«法行»等杂言杂语篇则不

同,篇名不能涵盖全篇之内容.«性恶»之命名方式,与«子道»、«法行»等是一样的,只是对开头的内

容(第一模块的内容)的提示.«子道»、«法行»等也是由多个模块组成,每一模块相对独立,各模块之

间关系松散,不存在逻辑、内容、时间等方面的密切关系,«性恶»大体上也一样.«子道»、«法行»不是

论说文,夹在其中的«性恶»因而也不可能是论说文.
«荀子»中的«性恶»是荀子后学所作,但我们不说它是伪作,正如«庄子»的外篇、杂篇是庄子后学

所作,但我们不说它是伪作一样.前面已经说过,«荀子»其书不全出自荀子其人,其中肯定有荀子后

学的贡献.作为荀子学派的代表作,它不存在伪的问题.因此,林桂榛认为,周炽成主张«性恶»是
“伪书”①,这样的概括是不准确的.

四、性朴论支持荀子的学论、礼论、政论

«性恶»为荀子后学所作,«荀子»全书只有这一篇显示性恶论.荀子本人持性朴论,它显示于«荀
子»的多篇之中.性恶论与荀子的整体思想严重冲突,而性朴论则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荀子

的其他思想非常一致,并提供支持.性朴论尤其支持荀子的学论、礼论、政论,这三论是其最重要的

思想.
以荀子为性恶论之代表的强大惯性事实上曲解了荀子的学论,而唯有回到性朴论才能客观、公

允地理解它.荀子学论最集中、最系统地表述于«劝学»,它是«荀子»首篇,任何一个研究荀子的人都

读过此篇.但是,在性恶论视野下读之,就会明显地误解它.王博在«论‹劝学›在‹荀子›及儒学中的

意义»一文中指出:“对学的强调,从逻辑上来说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人是非自足的或者有缺陷

的存在,所以需要通过后天的工夫来塑造和弥补.至于这种缺陷是什么,以及到什么程度,可以有不

同的理解.在荀子那里,当然是其性恶的主张.性恶代表着人的生命中存在着根本上的缺陷,因此

需要转化.而在化恶为善的过程中,学就构成了重要的枢纽.”②王博认为,荀子之所以在«劝学»中强

调学的重要性,是因为他看到人性中的根本缺陷,即人性恶.人之持续不断地学,就是为了转化人性

中的恶.王博以«性恶»解读«劝学»,对之作了很大的误读.认真通读全篇«劝学»,能找到对人性恶

的明述或暗示吗? 只要撇开荀子是性恶论者的先入之见,应该说完全找不到.客观看«劝学»,不难

发现其性朴论意识,兹将其性朴论的典型论述梳理如下:
(一)“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③这段话明显继承了孔子之富于性朴论

色彩的名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生而同声”意味着“性相近”,“长而异俗”意味着“习相远”.性

朴论相对地重习轻性,在这点上,荀子与孔子非常一致.当然,性恶论也重习或者说伪,但是,性恶论

所说的伪是完全逆性、反性的,而性朴论所说的伪则不如此.“长而异俗”或“习相远”都是自然的过

程,而非逆性、反性.
(二)“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④王念孙解释说:“生,读为性.”⑤君子之性不异于众人之性,

不同的地方仅在于君子比众人善于借助外物.而这种“善于”当然是后天的作为.此与上一段的“生
而同声,长而异俗”,表达的都是性朴论的意思.

(三)“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⑥杨倞对此的解释是:“以喻学则才过其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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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①这种解释甚为精当.“过”是顺着同一方向的“超过”,而不是沿着相反方向之“逆行”.这里表

达的恰恰是与性恶论相反的东西.日本学者 田虎敏锐地看到«劝学»此名言破性恶论:“推此蓝、水
之喻,则恐性恶之说破也.蓝之性青,故出之愈青;水之性寒,故为冰益寒.然则人之性恶,修之将益

恶也.若性恶以修以为善,则蓝亦出白,水亦生碳.故蓝、水之喻,非所以劝其学也.”②蓝与青、水与

冰的性之相似,意味着天性与人为(学)的方向相同.学的过程不是化性起伪的过程,而是顺性而为、
据性而练的过程,这就像玉石加工为玉的过程.显然,蓝、水之喻是性朴论之喻,而不是性恶论之喻.
前面已说过,性朴就像玉璞.依据荀子的学论,学的必要性确实不在于性恶,而在于性朴.学使人的

天性完善、再完善,而不是从根本上改造人的天性.是性朴论而不是性恶论支持了荀子的学论.
(四)“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③这番话最符合性朴论之简朴义.王念孙在解

释本句时指出,“此言善恶无常,唯人所习”④.蓬在本性上不直,但如果它生在直的麻之中,就会自然

而然地变直;本性是白的沙,如果被放置于黑色的矿物中,就会自然而然地变黑.性朴论强调环境的

重要性,蓬沙之喻也同样如此.如果说荀子的学论以性恶论为指引,怎么解释上述此喻呢?
性朴论不仅支持荀子的学论,而且也支持他的礼论.荀子以重礼出名,他的礼论在其整个思想

中当然处于重要地位,相关思想集中体现于«礼论»篇.其中之名言,上面已经讨论过:“性者,本始材

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

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⑤«礼论»上述文字,可谓

性朴论最经典的表述.礼就是伪的基本内容,这段话中的“伪”甚至可以用“礼”来代替,“性伪合”也
可以说是“性礼合”.人性朴,需要礼的“文理隆盛”来完善,但是,朴之性毕竟是礼作用的根基;无性,
则礼就失去了作用的根基.

性朴论的思想是荀子礼论的关键指导思想.但是,以荀子为性恶论代表的强大历史惯性,却使

论者们以为性恶论的思想才是荀子礼论的关键指导思想.这样的看法确实适用于«性恶»篇,但不适

用于«荀子»一书中的其他篇.«性恶»的说法大家都熟悉:

　　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
得礼义然后治古者圣王以人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
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⑥

在«性恶»篇中,因为人性恶而圣王生礼义,礼义的功能在于克服人性恶,故礼义与性相悖、相逆.这

些看法实在是荀子后学的看法,而不是荀子本人的看法.如果以之为荀子本人的看法,则会极大地

误解他的礼论.
«礼论»开头有一段很著名的话:

　　礼起于何也? 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

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

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⑦

这里完全没有性(欲)恶的意思.争与乱这些恶,不是人性本有的,而是后天的行为(“求而无度量分

界”)带来的.依据荀子的礼论,礼义给欲设定了一个合理的范围,以便让它们不会导致争和乱,归根

结底还是为了让欲得到满足.尤其要注意以上引文中的这些话———“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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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也”.此外,«礼论»还说“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①.但是,在«性恶»
中,礼义则纯粹是一种跟情欲相违、相悖的力量;正如伪是跟性“对着干”一样,礼义也是跟情欲“对着

干”的.«性恶»的作者显然背离了荀子«礼论»中的礼义养情欲的思想.«性恶»之反性悖情与荀子礼

论之养欲给求,无论如何是不相容的.荀子礼论对性的看法,用性朴论解说很合理,用性恶论来解说

则很荒谬.
荀子的性朴论也支持他的政论.荀子的政论具有丰富的内容,集中体现在«君道»、«王制»、«富

国»、«王霸»等篇中.其中,«君道»言:

　　君者,何也? 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 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

也,善藩饰人者也.善生养人者人亲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显设人者人乐之,善藩饰人者人

荣之.四统者俱而天下归之,夫是之谓能群.不能生养人者,人不亲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

也,不能显设人者,人不乐也,不能藩饰人者,人不荣也.四统者亡而天下去之,夫是之谓匹夫.②

荀子对君的职责的看法,与上引«礼论»“人生而有欲礼者,养也”对人性的看法密切相关.君之

四方面的职责(善生养人、善班治人、善显设人、善藩饰人)可概括为遂民之欲,而欲就是性或性的体

现.这与性恶论尖锐冲突,而与性朴论相容.«性恶»一开头就对性持否定性的看法:“人之性恶,其
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这些看法无论如何是极悖于

荀子政论的.
荀子对君王的职责还有更简洁的表述:富民与教民.«荀子大略»记载:

　　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

也.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七教,所以道之也.诗曰:“饮之食之,教之诲之.”王事具矣.③

孔子也主张先富后教.养民情与理民性相提并论,这当然意味着性不恶.以教来“理”的性跟«礼
论»、«劝学»等篇所说的性一样都是朴的,既不可以善名之,但又可以说含有善的潜质;既不可以恶名

之,但又可以说离完善还有比较大的差距.“理”的原义是加工、雕琢玉石,“理民性”之说因而显示了

鲜明的性朴论色彩.玉石含有玉的材料,人性含有善的素材.但是,与玉石含有杂质一样,先天人性

也非十全十美,通过教来理民性,则可去掉其中不完美成分.把理民性与养民情联系起来,非常重

要.荀子主张以良好的经济政策来富民,从而满足他们的自然欲望,这与他的礼论是一致的.
总之,性朴论与荀子的其他主要思想如学论、礼论、政论等相一致,而性恶论则与这些思想相冲

突.以上分析进一步表明,荀子是性朴论者,而不是性恶论者.

五、贾谊与韩婴的性朴论

先秦孔子、荀子等人所持的性朴论,一直传承到汉代.西汉性朴论的代表人物有贾谊、韩婴、董
仲舒等,其中以董仲舒最为重要.本节先讨论贾谊和韩婴,下一节再讨论董仲舒.

贾谊是荀子的三传弟子,因为他的老师吴公(吴廷尉)是李斯的学生.而且,贾谊明显继承了荀

子的«春秋»传:“张苍之传左氏,贾谊之袭荀卿.源本分镳,指归殊致,详略纷然,其来旧矣.”④由于这

种学术背景,贾谊继承荀子的性朴论就是很自然的事.把他的著作«新书»与荀子的著作相比较,从
形式到内容,两者都有太多一致的地方.例如,«新书»有些篇名与«荀子»完全一致(如«劝学»、«君
道»);有些非常接近(«新书»有«礼»,«荀子»有«礼论»).贾谊的性朴论思想最集中地体现于«新书
保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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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性非甚相远也,何殷、周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 其故可知也故太子初生而

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也,犹生长于齐之不能不

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无不正也,犹生长于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故择其所嗜,必先受

业,乃得尝之;择其所乐,必先有习,乃能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是殷、周之

所以长有道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贵辞让也,所尚者告讦也;固非贵礼义也,所尚者刑罚

也.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谏

者谓之诽谤,深为之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岂胡亥之性恶哉? 其所以习道之者

非理故也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蚤谕教与选左右.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

成也.夫开于道术,知义理之指,则教之功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矣.夫胡、越之人,生

而同声,嗜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也,累数译而不能相通行,有虽死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臣故

曰:“选左右蚤谕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矣.①

在给教育太子提建议时,贾谊的论述充分展示了他的性朴论思想.开始第一句即与孔子性相近的看

法一致.后面通过比较周太子之善与秦太子之恶而总结历史经验.这方面的经验,从人性论的角度

来概括,当然不是性善论,也不是性恶论,而是性朴论.在贾谊看来,太子的早年教育确实太重要了,
如果太子周围接触的人皆为好人,他就自然会好;反之,则自然会坏.好坏非天生,而是教成.贾谊

明确否定胡亥生而恶,此即否定性恶论;不过,他也不认同性善论,不认为胡亥生而善.“夫胡越之

人,生而同声则教习然也”与«荀子劝学»的“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
高度一致,它们都可被看作性朴论的名言.

很多论者以性善论来解释贾谊的人性论.例如有论者以“岂胡亥之性恶哉? 其所以习道之者非

理故也”为根据而说贾谊“关于性善恶的言论接近孟子”②.这种说法肯定不成立.贾谊不认为胡亥

生而恶,也不认为他生而善,以生而朴说之,则比较合适.然而,认为贾谊继承了孟子性善论的说法

却又比比皆是.例如,又有论者指出:“他把后天养成的善性看成是‘天性’与‘自然’,正表明人性本

身即为善.而且,贾谊最后还作设问:‘岂胡亥之性恶哉? 其所以集[习]道之者非理故也.’就是说,
胡亥的本性并非天生为‘恶’,其‘性恶’是在后天‘集道’过程中,受赵高误导丢失了‘理义’的结果,而
这正是孟子所说的‘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告子

上»).”③贾谊引用孔子的话“少成若天性,习贯若自然”,并不表明天生之性是善的,而是表明:年少时

形成的东西就像天性一样,习惯的东西就像自然而有的.这恰恰显示了与人性天生为善之性善论相

反的看法.这位论者把贾谊所谓“岂胡亥之性恶哉? 其所以习道之者非理故也”与孟子的“乃若其

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相提并论,实在令人难以接受.贾谊并不

主张胡亥生而具有“理义”,生而善,只是被赵高误导而变坏的.
还有一些论者以性恶论来解释贾谊的人性论,这也是说不过去的.有人说:“贾谊以荀子的性恶

论为基础制定礼.他认为人性是恶的,如果不加以限制,就会无限制的发展,就会对统治者产生威

胁.所以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就应该限制人性的恶,由此他列举了许多有关人性恶的实例来充实

自己制礼依据.”④在这位论者看来,贾谊用来表明人性恶的实例就是«新书藩强»中说到的淮阴王、
韩王、贯高、陈豨、彭越、黯布、卢绾等诸侯王的反叛,而长沙王不反叛,是因为他弱,“非独性异人也,
其形势然矣”⑤.根据这位论者的解释,贾谊认为诸侯王的人性都是恶的,长沙王也不例外.其实,贾
谊在此并未涉及到天生之人性善还是恶的问题.虽然这里出现了“性”字,但它在这里不是指人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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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性,而是指人的性质之性、特性之性.这种意义上的性,主要是后天形成的.如果有人在这些诸

侯王初生时就断定:他们长大后一定会谋反,谁会相信这种断定呢? 贾谊会相信这样的断定吗? 又

有人说:“贾谊认为‘性者,道德造物也’也就是说,人的本性存在是由道德形成的,是通过后天环

境培养起来的,这与荀子的‘性恶论’有所相似.”①这位论者所引贾谊的话出自«新书道德说».他

把古之道德与今之道德混同,对此话作了非常严重的误解.在先秦两汉语境中,一般来讲,道是天地

万物的最高原则,表现于某物的原则就是德,故那时的道德与今天的道德完全是两码事.贾谊自己

在该篇中对这句话作了这样的解释:
　　物有形,而道德之神专而为一气,明其润益厚矣.浊而胶相连,在物之中,为物莫生,气皆集

焉,故谓之性.性,神气之所会也.性立,则神气晓晓然发而通行於外矣,与外物之感相应,故曰

“润厚而胶谓之性”.②

这样的解释表明,“性者,道德造物”③与性恶论绝对无任何瓜葛.这话倒与性善论看起来有点瓜葛.
蒙文通指出:“以‘道德造物’言‘性’,是以造物之始,道德与性谐也,故可通于性善之义.”④事实上,如
果我们明白贾谊在此说的是性的形成、产生的自然过程,他并未下或善或恶的价值判断,其与性善论

的瓜葛就可以解开了.
贾谊在«新书连语»中对三种君王的叙述事实上也表达了性朴论的思想:
　　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

引而上;中主者,可引而上,可引而下.故上主者,尧、舜是也,夏禹、契、后稷与之为善则行,鲧、
兜欲引而为恶则诛,故可与为善,而不可与为恶.下主者,桀、纣是也,推侈、恶来进与为恶则行,
比干、龙逢欲引而为善则诛,故可与为恶,而不可与为善.所谓中主者,齐桓公是也.得管仲、隰

朋则九合诸侯,竖貂、易牙则饿死胡宫,虫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也,贤人必合,而不肖人必

离,国家必治,无可忧者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贤正必远,坐而须亡耳,又不可胜忧矣.
故其可忧者,唯中主耳,又似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缁则黑,得善佐则存,不得善佐则亡,此其不

可不忧者耳.
如果用性善说上主,用性恶说下主,那么,只能用性朴说中主.显然,贾谊最为关注的是中主,因为他

认为关注中主才有意义.虽然他没有明说,但却暗示:上主、下主少,而中主多.他的师叔公或师伯

公韩非子就说过,尧舜这样上君和桀纣这样的下君“千世而一见”,而中君则太常见了.更关键之处

在于,在贾谊看来,上主无论如何都不会变坏,故不用忧,而下主无论如何都不会变好,故忧也没用,
可忧的是中主,他们受周围影响甚大.贾谊用染丝来比喻这种影响,“染之蓝则青,染之缁则黑”.这

自然令我们联想到前面讨论过的荀子«劝学»中的性朴论名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

俱黑.”
总之,以性善论或性恶论来说贾谊的人性论均不合理,以性朴论来说则比较合理.作为荀子的

三传弟子,他继承了师祖的思想,是汉初性朴论的代表人物.
比贾谊稍晚的韩婴也是荀学的传人,也继承了荀子的性朴论.因其«韩诗外传»大量引用«荀

子»,称他为荀子后学并不为过.汪中指出:“«韩诗»之传者,«外传»而已,其引«荀卿子»以说«诗»者
四十有四.由是言之,«韩诗»,«荀卿子»之别子也.”⑤前面说过,性朴论之朴主要含简朴义与玉璞义.
韩婴的性朴论侧重玉璞义.他说:

　　茧之性为丝,弗得女工燔以沸汤,抽其统理,不成为丝.卵之性为雏,不得良鸡覆伏孚育,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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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累久,则不成为雏.夫人性善,非得明王圣主扶携,内之以道,则不成为君子.①

不少论者以这里出现“人性善”为据,而断定韩婴为性善论者.认真看全文,我们认为,把这里的人性

论概括为性朴论似更合理.这里的“人性善”,不是指人性中具有现成的、完备的善,而是指具有善

质、善能.这种意思,联系蚕之性、卵之性来理解,很容易看得出来.“茧之性为丝”不是指茧之性中

有现成的丝,而是指其中有成丝的素质、潜质.同样,“卵之性为雏”不是指卵之性中有现成的雏,而
是指其中有成雏的素质、潜质.事实上,韩婴强调的不是这些素质、潜质,而是强调女工加工的作用、
良鸡覆伏孚育的作用.与此类似,他注重的不是“人性善”,而是外在的“明王圣主扶携”,和个人的

“内之以道”.如果以性善论来解释之,就把他所不注重的,误解为他所注重的了.我们以性朴论来

理解,则能把他所注重的客观地呈现出来.从茧到丝的过程、从卵到雏的过程,正像从玉石到玉的过

程.玉人不能把一块普通的石头加工为玉,但没有玉人的加工,再好的玉石也成不了玉.在性朴论

视野下,天生人性的状态就像玉石的天然状态.没有玉人的加工,玉石永远是天然状态的玉石,而不

是玉;没有后天的努力,人就永远处于朴的状态而不能成为善的君子.以性朴论来解释韩婴的话,不
是要比用性善论来解释之更好吗?

韩婴的其他话也可印证以上解释:“虽有良玉,不刻镂,则不成器;虽有美质,不学,则不成君

子.”②“剑虽利,不厉不断;材虽美,不学不高.虽有旨酒嘉殽,不尝,不知其旨;虽有善道,不学,不达

其功.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不究.”③这些话,与上一段引的话属于同一类型.上面讨论过的

«荀子性恶»第七模块的话“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辩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也属于这

一类型.像姜忠奎那样把«荀子»此言视为性善论,则是过度解释;现代许多学者把上引«韩诗外传»
话语视为性善论,同样也是过度解释.而我们用性朴论来说这些话语,则是适度解释.朴或璞的状

态肯定不是一种现成的、完备的善的状态,而是一种待开发、待加工、待完善的状态.
«韩诗外传»确实多次肯定孟子,但并无明确肯定孟子性善论的文字表述.有人认为,以下的话

明确表达了性善的意思: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义礼智顺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则

无仁义礼智顺善之心,无仁义礼智顺善之心,谓之小人.④

严格来讲,这里说的是心,而不是性.“仁义礼智”与“顺善”的关系,不应该是并列关系,而是主谓关

系.顺是指顺从、遵照.其意思很明显:人天生有一种心,在这种心中,仁义礼智顺从善,认识到这种

心的,就是君子,认识不到这种心的,就是小人.这里讨论的是君子与小人之别:君子有仁义礼智顺

善之心,而小人无此心.韩婴在此不讨论君子与小人是否具有共同的人性.如果一定要问他这个问

题,他的回答与典型的性善论者的回答应该是不同的:君子与小人没有共同的人性.

六、董仲舒的性朴论

董仲舒与韩婴同时,但二人对孟子的态度有所不同.韩婴不批评孟子而有接近他的倾向,董仲

舒则明确地批评了孟子的性善论.当然,董与韩一样都是性朴论者.董仲舒对性朴论的典型论述

包括:

　　论述１:“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

能善.”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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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２:“天 令 之 谓 命,命 非 圣 人 不 行;质 朴 之 谓 性,性 非 教 化 不 成  务 明 教 化 民,以

成性.”①

论述３:“以麻为布,以茧为丝,以米为饭,以性为善,此皆圣人所继天而进也,非情性质朴之

能至也,故不可谓性.”②

论述４:“善,教训之所然也,非质朴之所能至也,故不谓性.”③

这些话非常明确地表明人性朴或质朴.论述１非常接近«荀子礼论»中的话:“性者,本始材朴也;
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

于是就也.”④两段论述从文字到内容都高度一致.在中国人性论史上,两者是性朴论的最重要、最有

代表性的论述.它们对质朴人性与人为的关系阐述了完整的看法.论述２直接以质朴为性,表明教

化对于成性的意义,天生质朴之性还远不能算“成”,只有经过长期的教化才能“成”.所成之性与天

生质朴之性有明显的距离.论述３以具体例子阐明如何在质朴性情之基础上形成善.善是需要

“为”的,而不是天成的.以性为善之“为”,是长时间的人为,而不是瞬间的“看作”、“以为”.将麻做

成布,将茧织成丝,将米做成饭,这些都是“继天而进”之人为的结果.善也是人为之结果,而不是天

生的质朴之性所固有.论述４继续发挥论述２和论述３的看法,其所谓“教训”即论述２所说的“教
化”.

董仲舒所说的性朴,与荀子的性朴一样都具有简朴与玉璞两方面意义.不过,他可能更突出玉

璞的一面.董仲舒说:“玉出于璞,而璞不可谓玉;善出于性,而性不可谓善.”⑤璞还不是玉,但玉出于

璞,璞中含玉质.假如玉相当于人性善的状态,璞则与这种状态有一定的距离,这说明初生人性是不

够完美的,因而董仲舒不赞成性善论.不过,他也不会赞成性恶论,因为璞的状态只是不够完美而

已,不能说是恶.璞石毕竟不是顽石,不是恶石.如果说人性恶,这就是以朴石为顽石、恶石了.
董仲舒是荀子之后性朴论的最重要代表.两人的性朴论一脉相承.董仲舒的性朴论有几点值

得特别注意:
首先,区分善与善质.善是指现成的善,善质是指善的潜质.董仲舒反复说,天生人性有善质,

但没有现成的善.他举很多例子说明这一点.例如,目与见就是一例:

　　性有似目,目卧幽而瞑,待觉而后见.当其未觉,可谓有见质,而不可谓见.今万民之性,有

其质而未能觉,譬如瞑者待觉,教之然后善.当其未觉,可谓有善质,而不可谓善.⑥

睡觉时的眼睛与觉醒时的眼睛是同样的眼睛,但前者有“见质”而未有见.与之类似,天生人性有善

质而未有善.再如:

　　性如茧如卵.卵待覆而成雏,茧待缫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此之谓真天.天生民性有善

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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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天生之性有善质的状态,是性朴的状态,而不是性善的状态.董仲舒非常明确地批评孟子的性善论.
在他看来,孟子说人性善,便相当于说目即见、茧即丝、卵即小鸡.如前所述,卵与雏、茧与丝之例,韩
婴也说过.看到董仲舒的阐述之后,我们当更能明白以性朴论解说韩婴之是,与以性善论解说韩婴

之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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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不能以过低的标准来理解善.董仲舒批评孟子对善的要求太低,不符合圣人对善的要求.
在孟子眼里,人善于禽兽,这就表明人性善了,但是,董仲舒则对善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他说:

　　性有善端,动之爱父母,善于禽兽,则谓之善.此孟子之善.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

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此圣人之善也.是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得见有常者

斯可矣.”由是观之,圣人之所谓善,未易当也,非善于禽兽则谓之善也.孟子下质于禽兽之

所为,故曰性已善;吾上质于圣人之所为,故谓性未善,善过性,圣人过善.①

以“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等高标准的善来评判天生人性,董仲舒得出

结论:性只是朴而未到达善.
再次,不能混淆天之所为与人之所为.董仲舒指出:

　　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善与

米,人之所继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也.天之所为,有所至而止.止之内谓之天性,止之

外谓之人事.②

董仲舒认为,天之所为是有限度的,那就是天质之朴所能达到的限度.超出这个限度的,就是人之所

为了.他批评孟子的性善论把人之所为看作天之所为.天之所为,只提供善质,而不提供善.善完

全是人之所为的结果.
董仲舒持性朴论实际上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据笔者所知,以前研究其人性论的人,似乎一直没

有把他作为性朴论者.人们对董仲舒的人性论充满误解.最早的误解可能来自王充:“董仲舒览孙、
孟之书,作情性之说曰:‘天之大经,一阴一阳.人之大经,一情一性.性生于阳,情生于阴.阴气鄙,
阳气仁.曰性善者,是见其阳也;谓恶者,是见其阴者也.’若仲舒之言,谓孟子见其阳,孙卿见其阴

也.”③这些说法对后世影响极大,以至于先入为主地影响了人们对董仲舒人性论的了解.由此,人们

对董仲舒的性朴论述视而不见或见而不解,并形成了对董仲舒人性论的几种常见解释:(１)调和或综

合孟荀人性论;(２)性善情恶;(３)性有善有恶.这些解释都或多或少与王充的说法有关.
持第(１)种解释的人,是受了王充的“董仲舒览孙、孟之书”等话语的影响,认为董仲舒的人性论

是在调和或综合孟子的人性论和荀子的人性论.例如,冯友兰说:“董仲舒之性说,按一方面说,为调

和孟荀.”④刘国民说:“仲舒认为,性非全善,性有善有恶,善主恶从.这是对孟、荀人性论的整合.”⑤

事实上,从研究董仲舒人性论的基本材料«春秋繁露»和«汉书董仲舒传»中,我们看到他明确批评

孟子的性善论.调和或综合论者如何面对这些批评呢? 我们同样也只看到了董仲舒对荀子性朴论

的继承,而看不到他对所谓荀子性恶论的任何援引,调和论或综合论者又如何面对这方面情形呢?
持第(２)种解释的人受王充的“人之大经,一情一性”等话语的影响,认为董仲舒坚持人之性是善

的而情是恶的.例如,徐复观说:“董氏则显然将性与情分开,认为性善情恶;此一分别对后来言性

的,发生了很大的影响.”⑥黄开国说:“由阴阳所生之性包含性与情两个方面,阳善阴恶,故天生人性

包括善恶.”⑦然而,我们在«春秋繁露»和«汉书董仲舒传»中看不到董仲舒援引或化用王充“天之大

经,一阴一阳.人之大经,一情一性.性生于阳,情生于阴.阴气鄙,阳气仁.曰性善者,是见其阳

也;谓恶者,是见其阴者也”这一番话,也看不到有类似的思想存在其中.如果董仲舒主张性善,他为

何反复批评孟子的性善论呢? 他赞成性有善质(善的潜质),而明确反对性有现成的善.性善情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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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面对他的批评与反对呢?
持第(３)种解释的人受王充整段话的综合影响,认为董仲舒坚持与生俱来的人性不纯是善的,也

不纯是恶的,而是善恶兼有.例如,曾振宇说:“善恶、仁贪等人伦观念先在性地包容于抽象的人性范

畴之中,同时又完好无损地外现于每一个认知主体的人性之中.人性既不能单纯地评判为善,也不

能片面地归纳为恶,而是善恶仁贪兼备世上人有千千万,但每一个人的本性中都全息地兼容着

善恶仁贪等伦理观念的‘因子’.在董仲舒看来,善恶等人伦观念,是先验性的实有,是类似于莱布尼

茨哲学意义上的‘预定和谐’.”①王琦、朱汉民说:“人性所含善质与恶质的多少则取决于阴阳之气相

济相成之比例,天通过阴阳之气的互动而将善质或恶质赋之予人.”②董仲舒说过性有善质,但未说过

性有恶质.把西方哲学的术语“先在性”、“先验性的实有”、“预定和谐”等套在董仲舒人性论身上,不
能令人心服口服.董仲舒在讨论人性时反复举麻成布、茧成丝、米成饭、卵成雏等例子,明显旨在展

示从善质到成善的过程性.上述西学术语则抹杀了这种过程性.
以上对董仲舒人性论的三种常见解释都是从王充的论述中演绎出来的,但我们理解董仲舒的人

性论不应该以王充的话为准,而应该以董仲舒的话为准.抛开王充,而直接从«春秋繁露»的«深察名

号»和«实性»这两篇被公认为董仲舒集中、系统地讨论人性论的经典作品入手,我们就会得出完全不

同的结论.上述三种看法都很难在这两篇文章以及整部«春秋繁露»中得到可靠的支持,也无法在

«汉书董仲舒传»中得到支持.而我们以性朴论来说董仲舒的人性论,则可以在这些文献中得到可

靠的支持.本节开头所引的四种董仲舒性朴论论述,都出自这些文献.此外,董仲舒还有其他性朴

论的论述,在此就不一一论及.
最后笔者想指出的是,董仲舒对孟子性善论的批评是温和的,而«性恶»对它的批评是激进的.

«性恶»因而很有可能出现于西汉后期.就学术演变之一般情形而言,先有对某一理论的温和批评,
然后才有对它的激进批评,这是比较自然的.可能有人看到董仲舒对孟子性善论的批评太温和,不
够过瘾,于是便用更猛烈的言辞、更极端的立场来批评之.这人或这些人可能就是«性恶»的作者③.

性朴论的思想,从先秦延续到西汉,而且还在往后延续.例如,东汉«潜夫论赞学»、南北朝«刘
子崇学»都继承了«荀子劝学»中的性朴论思想.因篇幅及论题所限,东汉及以后的性朴论思想,
当另文详之.

[责任编辑　李　梅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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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学术转换的桥梁与清初学术主流:
论清初新理学

王　坚

摘　要:明清学术转向不是传统所认为的从理学到考据学的“一步到位”,而是先由明代学术激变出

“清初新理学”,再由之蜕变出清代理学、考据学、桐城派等清学各派的“二次转换”.以清初遗民集团为主

体的清初理学家基于理学基本价值关怀,一反晚明从理学教条出发的治学思路,推崇以问题为导向,兼容

并包,致力于中国１７世纪危机的解决及理学基本价值与社会现实的再平衡,“清初新理学”应运而生.“清

初新理学”是清初时代主题在学术上的反映,是明清学术转换的桥梁,是清初学术主流、清学各派的源头,

对清初政治,特别是满人统治集团的汉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基于时代主题及地域学术格局的变动,清初和

晚清以来主流学界对清初新理学建构出两种图像,前者以孙奇逢、黄宗羲、李颙“三大儒”为领军,后者重视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家”.

关键词:清初新理学;明清学术转向;清初遗民集团;清初“三大儒”

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革,上承宋明,下开康雍乾嘉,流风所及深刻影响到近代中国之建构,具有

承前启后的意义.作为这次大变革的思想结晶,清初学术广受瞩目,但基于线性进化论思维,２０世

纪主流学界很多时候把理学、考据学分别视为宋明两朝和清代的学术主流,把作为整体的明清学术

转向狭隘理解为从宋明理学转向清代考据学,把理学危机、考据学兴起作为清初学术的主题.
实际上,儒学是内圣与外王并举、形上与形下并重的学术体系,基于不同社会形势和时代主题,

会产生不同的学术形态,其发展远非线性进化所能概括.明清时代学派林立,学术具有多重面向.
单就理学来说,理学在宋明成就辉煌,但作为意识形态,在清代影响也毫不逊色.在帝王层面,清代

帝王无不重视理学,康熙帝称朱熹“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谕旨

朱熹牌位从孔庙东庑移至大成殿,配祀“十哲”之列,对其尊奉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在官僚层面,“理
学名臣”辈出,清代理学在经世致用方面非常具有特色,出现了一批如陆陇其、汤斌、张伯行、陈廷敬

等在社会和学界相当有影响的“理学名臣”,就是撰«国朝汉学师承记»而挑起汉宋之争的江藩,也称

赞他们是清朝儒学代表人物,对社会影响巨大,“国朝儒林代不乏人,如汤文正、魏果敏、李文贞、熊文

端、张清恪、朱文端、杨文定、孙文定、蔡文勤、雷副宪、陈文恭、王文端,或登台辅,或居卿贰,以大儒为

名臣.其政术之施于朝廷.达于伦物者”① ;在学术思想层面,理学也处于“共识”地位.“清代理学虽

云衰歇,而程朱一派之潜势力未尝一日衰也,夫村塾蒙师,几无一不知有程朱«章句集注»者矣.”② 反

倒是被现代人推崇为清学主流的考据学,由于琐碎、脱离实际等弊端,在社会上发展困难重重,“盖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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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之词举世视为无用,舍闭关却扫外,其学仅足以授徒.若校勘金石,足以备公卿之役,而不足以备

公卿之欢.欲得帝王之尊,必先伪托宋学以自固.故治宋学者,上之可以备公卿,下之可以得崇

衔”①.
由于明清学术的多重面向,明清学术转向是经、史、子、集等各种知识门类的整体性转向,既非线

性进化,更非狭隘的从宋明理学转向清代考据学或理学、考据学、“尊德行”、“道问学”等某个领域的

变化.其中,理学虽然遇到危机,却并非无药可救,兼容并包的“清初新理学”应运而生,成为清初学

术主流和明清学术转换的桥梁、清学各派的源头.换言之,明清学术转向不是传统所认为的从理学

到考据学的“一步到位”,而是分为“两步走”:在明清之际社会危机中宋明理学一变而为“清初新理

学”,再从“清初新理学”中蜕变出清代理学、考据学、桐城派等清学各派.反映在政治上,“清初新理

学”对清初政治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明清鼎革、满汉冲突与理学危机:“清初新理学”的生成背景

“清初新理学”的生成,是明清之际社会现实与学术格局等因素综合作用之结果.在清初各方博

弈及明清学术转向的“乱世”中,南明及农民军对局势缺乏掌控,清政府具有不断汉化的制度设计却

推行民族压迫的两面性,清初理学家基于理学的基本价值关怀,一反晚明从理学教条出发的治学思

路,推崇以问题为导向,致力于中国１７世纪危机的解决及理学基本价值与社会现实的再平衡,从而

形成“清初新理学”.
任何一种学说的发展,不但需要基本经典体系和传承该学说的知识群体,更需要基本价值理念

的强大支撑.就儒学来说,亦是如此.特别是在皇权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制度设计中,虽然

儒家从诸子百家中一个有影响的学派成为控制“一般思想”的大一统中华帝国意识形态,儒生集团成

为知识人及帝国官僚的主体,但儒学也时刻面临着皇权的侵蚀和异化,因此,在与皇权不断互动中,
儒学基本价值的凝聚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儒学基本价值,历代大儒皆有阐发.孔子以复兴周礼为己任,并表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论语公冶长»).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礼记大学»概括

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理学产生后,则是形成了体现儒学基本价值关怀的“道统说”.
道统,即“道”传承的统序.道统观念是儒家本有的一种观念.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谱系

在«论语»中初步形成,在«孟子»中定型.«礼记中庸»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六人“德为圣人,
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又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到«孟子离娄上»说:“规矩,方圆之

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汉书艺文志»总
结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属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②就理学来说,道统论核心目标即张载概

括的“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③,基本内容是根植于朱熹在«大学章

句»中阐述的“三纲领八条目”,即“大学之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大学之条目”(“格
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④,换言之,就是在与皇权互动中以

理学基本价值来改造社会.这种改造活动,在清初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明亡后,明朝官绅拥立明宗室建立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鲁王监国政权、绍武政权及永历政权,史

称“南明”.南明各朝腐败不堪,内部党争不断,外部军阀跋扈,内讧不断⑤.如弘光朝,“弘光朝廷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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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整整一年时间里,正处于内忧外患日益加深之际,君臣上下有可为而不为,朝野人士不仅没有因

北都的覆亡而振作起来,反而在腐败、内讧、争权夺利上远远超过了崇祯时期”①.因此,弘光帝初立

时,“都人忻忻,谓中兴可待.不数月,大失望,有苏台麋鹿之惧”②.据称,当时“民间传诵京中有«西
江月»词一阕云:‘弓箭不如私荐,人材怎比钱财? 吏兵两部挂招牌,文武官员出卖.四镇按兵不举,
东奴西寇齐来.虚传阁部过江淮,天子烧刀醉坏.’”③

南明固然无力重整山河,而农民军在对时局的把握与现实行动方面,也出现了一系列的严重错

误.张献忠屠川自不待言,李自成对儒生亦采取拒绝排斥态度.崇祯十五年(１６４２)春,李自成攻破

襄城后对帮助明军守城的儒生大加报复,“深恨诸生,遂劓刖百九十人”④.在进军北京前后,人心思

变,大顺军占领北京时,不仅百姓欢迎,明廷在京官员更是“衣冠介胄,叛降如云”⑤,但李自成仍对这

些高层儒生心存疑忌,不但在管辖区内继续追赃助饷,使更多官僚家破人亡,而且也只录用四品以下

的明朝降官,“三品以上独用故侍郎侯恂”⑥.因为李自成并没有依据形势变化在政策上作出必要调

整,儒生们很快转向其对立面.清军入关后,明朝官吏与之配合,农民军一触即溃,李自成不知所终,
张献忠阵亡.

与南明及农民军的上述认识和行动形成鲜明对比,清朝对时局却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在北京

失陷前后,清政府一方面趁火打劫,欲与李自成合作,“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

矣”⑦,另一方面招降驻守山海关的吴三桂,积极筹备南下.入关后,清朝手段更加成熟,入关伊始就

以“复父君仇”相号召,把明朝文官武将的仇恨集中到农民军身上,其后,吊民伐罪、为崇祯帝报仇、推
行开垦荒地、招抚流亡、蠲免归降地区钱粮、开科举、表忠节以励风化等一系列措施随之展开,使汉族

士大夫的对立情绪逐步软化.比如在清兵占领北京后,相当一批汉族官绅出于民族隔阂不愿出仕清

朝,纷纷南下.为此,清政府利用忠君观念,以为崇祯帝复仇讨贼自我标榜,进京后第三天就下令“官
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著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⑧.鉴于明朝后期党争激烈,在京

明朝官僚绝大多数又投降过李自成,清军入京之初就大张榜示,“与诸朝绅荡涤前秽”,“令在京内阁、
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⑨,不久又进一步宣布“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不
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

与一时策略相伴随的,是清朝入关后的加速汉化.清朝虽然起源东北,却也受到汉文化不小的

影响,并且这种影响随着清帝国扩张不断增大.努尔哈赤虽出身于女真贵族,但从小喜读«三国演

义»、«水浒传»等书,且一度为明辽东总兵李成梁义子,创业之初,跟随其出生入死的嫡系“古出”(guＧ
cu)就有“胡化汉人”.到皇太极时,废除努尔哈赤晚年确定的八家“共治国政”制度,１６３６年更是宣布

放弃汗号,接受汉族帝制,在八旗制度外建六部、内三院、都察院等机构,作为立国之本的八旗被扩编

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其中汉军八旗就是典型的“胡化汉人”,并出现了象范文程等对清

朝产生重大影响的“胡化汉人”.入关后,清朝全面接受明帝国制度设计,并在皇权主导下不断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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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制度加以改造①.
另一方面,虽然处于不断汉化的过程中,但清朝为满人建立,入关后,又采取残酷的民族压迫政

策.具体来说,就是剃发、圈地、投充与“逃人法”.正是这些民族压迫政策,激起汉人不断反抗.在

镇压中,清军滥杀无辜,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对此,清政府后来也承认“本朝开创之初,睿王摄政,攻
下江、浙、闽、广等处,有来降者,多被诛戮.以致遐方士民,疑畏窜匿”②.

与清初混乱社会形势相对应,晚明以来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纷争不断的学术格局、从理学教条

出发的治学思路,以及不断高涨的党社运动,也对清初儒生提出挑战.
当理学发展到了明代,八股的惯性使程朱派把程朱言论当成实际最大权威,明初大儒薛瑄说“自

考亭(朱熹)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述,直须躬行耳”③.“只说孔子错,不认程朱非”成为对他们的

典型概括,到了明代中后期,在思想领域,各派儒生都各辟蹊径开始对程朱理学进行批判与重建,最
终,以王阳明为宗师的阳明学派把儒学革新运动推向高潮.为了争夺话语权,各方理学家在治学思

路上热衷于从本派教条出发,党同伐异,程朱派理学家动辄指斥阳明学为“伪学”,直到清初,“世儒习

气,敢于诬孔、孟,必不敢倍程、朱”④.而崛起的阳明学则唯陆王马首是瞻,阳明后学、黄宗羲老师刘

宗周宣称:“良知之教,如日中天.昔人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然使三千年而后,不复生先

生,又谁于取日虞渊,洗光咸池乎?”⑤由此两派儒生攻击不已,势如水火.
与日渐高涨的程朱陆王之争相伴随,晚明理学家掀起大规模的党社运动,坚持“道统”高于“治

统”原则,热衷于用严苛的君子小人之争裁量实政,挽救社会危机,典型代表就是东林党.面对内忧

外患接踵而至、统治者日益昏庸腐败之局面,东林党人积极介入社会,争国本,争三案,反对“三王并

封”,争“福王之国”,抨击时弊,又利用京察之机,打击贪官污吏,还反对矿盐税使,与以魏忠贤为首的

阉党展开斗争.在治学思路上,他们“最基本的宗旨是道德济世,即着眼于现实世界的困境,重提学

术思想上的道德传统,重树道德伦理上的严格标准和绝对权威,在善恶、是非、君子与小人之间,二元

对立,决不含糊,并进而依此标准,来梳理现实世界,挽救危机”⑥.所谓“天下治乱,系于人心,人心邪

正,系于学术.法度风俗,刑清罚省,进贤退不肖,舍明道则其道无由”⑦.但在实践中,东林党人虽义

正辞严,占领社会舆论最高点,却过度泛道德论,落实于社会具体事务,则缺乏操作性,除清议论政

外,别无他法,对于反对者或政见不合者,门户森严,动辄以苛刻道德标准相要求,也同样得罪了其他

大批非东林党官员,结果只能是眼高手低,激化矛盾,导致晚明党争愈演愈烈,玉石俱焚.“在万历年

间,东林和三党之争,他们所争的有宗旨,有目标.到了魏阉专权以后,他们好像闹家务,目标和宗旨

都完全失去”⑧.
概言之,就清初形势来看,时代主题在于群雄逐鹿,争夺天下.南明、清、农民军及其余部等势力

你来我往,各派势力只凭自身力量都难以统一全国,因此合纵连横,勾心斗角,最终清政府以武力统

一全国.清政府虽不断汉化,但由于是满人建立,故清初表现出不断汉化的制度设计,同时推行民族

压迫的两面性,内部满洲旧制与不断汉化的制度设计冲突不断,对清初汉族士人来说,在军事斗争失

败的情况下,以文化的力量汉化清政府,进而缓解清初高位运行的民族压迫,成为时代课题.就学术

格局上看,明清学术转换虽然不断深入,但也导致士人内部纷争不断,党社运动高涨,各自为战,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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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出一种大家都认同的新体系以团结士人、汉化异族成为当务之急.正是在这种时代主题下,清
初学人纷纷基于不同理学资源转换思路,寻求突破,“清初新理学”应运而生.

二、融内圣外王为一以解决明清之际危机:“清初新理学”的六大特征

作为明清学术转向的桥梁和清初学界集体智慧的结晶,“清初新理学”捍卫理学基本价值,面向

广阔的社会现实,以寻求团结士人、汉化异族的新道路为己任.王国维说“国初之学大”①,钱穆谓“前
期清儒思想的新天地”②,首先就源于这种新理学形塑.

与宋明理学相比,“清初新理学”主要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１．治学思路上,推崇以问题为导向

的治学思路,致力于兼容并包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及其他理学派资源,以“义袭”为主,实行扬弃性吸

收,不像以前门户森严更多拘泥于“形似”③;２．实践着力点方面,致力于现实问题的解决而非囿于形

而上思辨或伦理教条,从思辨讲学走向功夫论和制度批判,以功夫论和制度批判为基点,内圣与外王

统筹,理论创新与道德践履同时展开,形而上“理”与形而下“礼”兼顾.正是基于以上两方面原因,
“清初新理学”领军都是学术偶像与道德偶像合一式的人物.

第一,在学风上,兼容并包,文武兼收,侠儒并用.
在北方,孙奇逢“始以豪杰,终以圣贤”④.明代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权乱政,对弹劾其罪恶的

诸大臣无情打击,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首当其冲被抓,三人的亲朋好友纷纷逃避,孙奇逢却迎难而

上,同鹿正、张果中等联合诸同志积极营救.营救行动虽功败垂成,左、魏、周死于非命,但孙奇逢还

是保住了他们的亲人.由于孙奇逢、鹿正、张果中急人所难,“海内高其义,有‘范阳三烈士’之称”⑤.
孙奇逢熟知兵法,在明清交替之际,领导民众抗击各方攻击,确保一方平安.１６３６年,皇太极称帝,
同时派军突破长城,逼近保定,周围城池相继沦陷,但在孙奇逢领导下,容城民众奋起抵抗,得以保

存.因此,«明史»直接把孙奇逢定位为“节侠士”⑥.王余佑“尝受业于孙奇逢,学兵法”⑦,他“以为真

正理学须真实经济以充之”⑧,撰«乾坤大略»、«十三刀法»等,致力于理学、武学、兵学的会通.«乾坤

大略»“是中国兵书史上第一部从初起之兵的角度论述战略原则的军事理论著作”⑨.«十三刀法»是
明清之际刀术代表作之一,在此书中,王余佑提出“以刀引力”的思想,对中国刀术思想有重要影响.
颜李学派更是在夏峰北学基础上把文武兼收、侠儒并用学风推向高潮.颜元指导“凡弟子从游者,则
令某也学礼,某也学乐,某也兵农,某也水火,某也兼数艺,某也尤精几艺”,６２岁时建漳南书院,“焉
立规制甚宏”,中为“习讲堂”,东西各设三斋,学习内容包括“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理学”
及科举知识等.直到１９１７年,毛泽东在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中,还对颜元“文而兼

武”的学术风格大加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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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黄宗羲一生三变:“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①崇祯初年,黄宗羲为

父报仇,曾出袖中锥刺阉党许显纯,当众痛击崔应元,拔其须归祭父灵.清军攻下南京后,鲁王监国,
与东林旧人募义兵以图恢复,人称其所部曰“黄氏世忠营”,先后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左副都御史,著
«监国鲁元年大统历»,鲁王宣付史臣颁之浙东.他还曾乞师日本,几经艰险,事卒无成,后以母老,隐
居著书.在«王征南墓志铭»中,黄宗羲第一次在中国武术史上阐明了“以静制动,犯者应手即仆”的
“内家拳”与“勇名天下,主于搏人”的“外家拳”之区别②.顾炎武,清兵入关后,任南明弘光朝兵部司

务,撰«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清军攻陷南京后,顾炎武转投王永祚义军,与归庄

联合吴志葵、鲁之屿军队,欲解昆山之围,功败垂成.顾炎武的生母何氏遭清军断去右臂,嗣母王氏

绝食而亡,遗命他终身不得事清.顾炎武六谒明孝陵,后因仇家陷害,北上与明遗民孙奇逢、傅山、李
颙、李因笃、张尔岐、王弘撰等通气,“遍游黄河以北各省,舍诸华阴,以财力主南北各名都汇券交通,
广兴耕牧,垦荒生聚”③.王夫之,顺治五年(１６４８)在衡阳举兵抗清,阻击清军南下,战败退肇庆,任南

明桂王朝行人司行人,以反对王化澄,几陷大狱,至桂林依瞿式耜,桂林陷没,式耜殉难,乃决心隐遁,
辗转湘西以及郴、永、涟、邵间,窜身瑶洞,伏处深山.

第二,对宋明理学态度上,致力于理学基本价值与社会现实再平衡,重构天人关系、礼理人情关

系、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关系,建构新共识以联合更多汉族士人.
如果放宽视野,“清初新理学”家一方面致力于对宋明理学的扬弃,另一方面从时代主题出发,掀

起声势浩大的经典回归重释运动,视野从晚明上溯至宋明、汉唐甚至上古三代,为此后思想发展引来

了更多“源头活水”.正是这种兼容并包“新理学”的不断诱导,引来了一个汉文化新的拓展期和高峰

期.王夫之宗师张载,兼容晚明东林党人及老庄、佛教某些资源,“修正程朱,反对陆王”④,在历史哲

学方面开辟出一片新天地.黄宗羲上承王阳明、刘宗周,下开万斯同、章学诚,谈“盈天地间皆气”⑤,
关注气论,强调融史学于经学,开清代浙东学术先河;由阳明学复活孟子“仁政”理想及重民、天下为

公思想,著«明夷待访录»,批判君主专制.顾炎武“谓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

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不知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也”⑥,著«日知录»、«天下郡国利

病书»等,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义理,与黄宗羲通信,表示思想同于«明夷待访录»“十之六七”⑦.
鉴于近百年来对他们已有深入研究,在此,笔者以主流学界不甚注意,但在清初学界影响极大的孙奇

逢为例进行说明.
在天人关系上,孙奇逢虽然也讲天人之分,但与传统理学家注重天人之分从而推出“存天理,灭

人欲”的思路不同,他更注重在天人之分基础上讲天人合一,进而建立起天、人之间的流通体系.
孙奇逢在天人之分基础上讲天人合一最明显体现在«读易大旨»中.在«读易大旨»中,孙奇逢首

先提出了“本来之«易»”与“圣心之«易»”、“无文之«易»”与“有文之«易»”、“画前之«易»”与“画后之

«易»”等概念⑧.在«易»起源上,“与邵雍的解释不同,孙奇逢强调了易的客观来源,天地自然才是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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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条件,圣人之易不过是对自然之易的摸写罢了”①.他认为:“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生万物,
此«易»之源也.庖羲氏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始设奇偶二画以象之.二画错而八卦成,八卦错而

四图著.图之文不一,阴阳消长之象则一.阴阳消长,天地之变化也.文王重之以尽其变,周、孔系

之以效其动,因时就弊,岂能于图外加毫末?”②进而孙奇逢总结出四种天人关系:天之天、天之人、人
之天、人之人,其中“天之天”和“天之人”指客观意义上的自然与人本身,而“人之天”和“人之人”指被

人类主观认知的那部分自然与人本身,它代表了人类对自然和人本身的认知水平与局限③.
在礼、理、人情关系上,孙奇逢一改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思路,主张在容人情基础上“理”、

“礼”合一.
明清鼎革不但是社会大规模混乱,更是伦理道德的沦亡,因中国是特别注重伦理道德之国度,作

为对明清之际“乱世”的反动,人伦道德弥漫整个清初社会.作为清初大儒,一方面,孙奇逢亦坚持道

德践履,“饥饿穷愁困不倒,声色货利浸不到,死生患难考不倒,人之事毕矣”④,“内圣之学,舍三纲五

常无学术,外王之道,舍三纲五常无道术”⑤.他一生致力于躬行实践,功夫日趋圣境,为一代楷模.
清代济南学者霍炳称“中原文献在夏峰,天下楷模亦在夏峰”⑥,道光帝称颂他“学术中正醇笃”,“实足

扶持名教”⑦,最终在道光八年(１８２８)以孙奇逢从祀孔庙.
另一方面,孙奇逢为道德践履找到了一个现实着力点———礼.他复兴了元明以来湮没以久的

“三礼学”,“以其对古礼的践履,揭开了清代复兴礼学的序幕”⑧.
孙奇逢认为,“礼所该甚广,一切法则皆礼也”⑨,所以,礼是修身治国之本,个人应该谨身守礼.

对于家国天下,也要以礼为治国之本:“当其虚,有实之用,此等学术最大!”“世之治也无他,食以礼

而已矣,色以礼而己矣.上之人寡欲清心,下之人安分守法,如所谓 兄臂而逾东家墙事自无,有人

亦共信,而礼之重于天下也,此何待言也,世之乱也,亦无他,食不以礼而已矣,色不以礼而已矣.”鉴

于“自周末文胜而渐趋于靡,遂有以为‘礼者,忠信之薄,而伪之首也’”的偏见,孙奇逢再三强调:“夫
伪岂礼哉? 敦厚以崇礼,家庭与朝廷无异,上古与叔季无异,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高皇稽古之意深

矣.”所以,在认同“礼”作用的基础上,他制定一系列“礼”在生活中予以实施,如«孝友堂家规»、«家
祭仪注»、«家礼酌»、«苏门会约»等.

应该说,对礼的重视是儒生共同特色.孙奇逢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对礼的建构呈现注重人情,在
容人情基础上致力于“理”、“礼”合一.“专务躬行实践,不讲玄妙,不立崖岸,宽和平易,悃愊无华”.
孙奇逢虽然提倡孝亲,表彰节义,但反对不近人情的非常举动,他教导弟子王余佑等“取其近人情者,
若残肢体,重伤亲心,不可为训”.«孝友堂家规»中虽首谈“士节”的培养,“安贫以存士节”,但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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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告诫后世子孙“八口饥寒,治生亦学者所不废”①.虽然孙奇逢早年在家乡容城亲自领导抗清运动,
局势日渐稳定后,不惜举家迁移河南,高卧不出,但他与魏裔介、魏象枢等清朝大批高官,薛所蕴、曹
溶、孙承泽等贰臣却交往不辍.«清史列传»本传说他凡是“有问学者随其高下浅深,必开以性之所

近,使自力于庸行.上自公卿大夫,下及野人、牧竖、武夫、悍卒,壹以诚意接之”②.甚至那些远在千

里,跨州隔省的人,风闻其义偶一相接,也会身受感召深服其学.
在会通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方面,鉴于晚明两派不断纷争的状况,孙奇逢率先跳出狭窄的理学

视野,在理学视野与整体儒学视野的互动中,在回归、重释孔孟经典基础上,对理学进行新建构.他

超越宋明理学,重构儒学道统,在«理学宗传»中,以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朱熹、陆九渊、薛瑄、王
阳明、罗洪先、顾宪成十一位理学家为大宗,建构出从上古三代圣王直到晚明东林党领军顾宪成的新

道统.在这些道统中,孙奇逢认为最关键的是孔子、颜曾思孟、周程张朱陆王,他们是儒学精髓的主

要体现者.“窃尝论之,学以孔子为昆仑,颜曾思孟则五岳四渎也,濂溪以周,伊洛以程,横渠以张,紫
阳以朱,象山以陆,皆能为其山川重,所谓小德川流,总之以海为归宿,其道理虽有迂直达近,朝宗于

海则一”③.除此外,对其他儒生,可能“与圣人端诸微有所不同”,或“区区较量于字句口耳之习”,或
“务为新奇以自饰其好高眩外之智”,或“更有以理为入门之障而以顿悟为得道之捷者”,虽然孙奇逢

对他们不免有所批评,但还是认为“见不必相同,意不必相非”,承认他们“地各有其人,人各鸣其说,
虽见有偏全,识有大小,莫不分圣人之一体焉”而列入儒门④.

第三,治学思路上,一反晚明从理学教条出发的治学思路,从当时社会形势和时代主题出发,以
问题为导向,批判君主专制制度,以“新民本”思想致力于中国１７世纪危机的解决.

从中西历史来看,１７世纪是一个危机重重的时代⑤.在西方,１５、１６世纪恢复和发展起来的蓬勃

向上的经济形势,在１７世纪突然跌入低谷,似乎要返回１４世纪.西班牙、意大利不断衰落,法国、德
意志举步艰难,东欧出现返回奴隶制现象.因此,现代西方著名学者沃勒斯坦在其«现代世界体系»
第二卷就以“１７世纪危机?”为序言标题⑥.在中国,内部表现为剧烈的明清鼎革.先是明朝内部,政
治腐败,宦官专权,农民起义席卷陕西、山西、河南、湖北及四川等广大地区.随后清军入关,以武力

为后盾将南明、农民军及随后的三藩等各种势力各个击破,直到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清政府收复台

湾后,才走向安定;外部,明朝周边地域环境恶化.北方,努尔哈赤在１６１６年建立后金,１６２１年攻占

辽沈,其后不断南下华北;南方,继葡萄牙占领澳门,荷兰、英国等西方殖民者相继到来,荷兰更是占

领台湾３８年之久(１６２６ １６６２).总之,经济衰退、人口减少、社会动荡、政权更迭等成为１７世纪东

西方的普遍现象.
学术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特别是在帝制中国,巨大的社会危机往往会伴随着学术的剧烈转向.

明清学术转向就是中国１７世纪危机的学术反映.随着局势日渐稳定,“清初新理学”各派面向１７世

纪危机诱发的各种社会问题本身,以问题为导向,以“新民本”思想致力于中国１７世纪危机的解决.
他们批判君主专制,建构出一系列重建方案.他们以天下为公、君臣共治为基础,讨论“治人”与“治
法”、士农工商关系、君臣关系、君民关系,讨论封建、郡县、建都、兵制、学校、置相、阉宦、井田、科举、
田制及财政制度⑦.对于他们的探索,有学者认为是可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比拟的“轴心突破”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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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十一,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第８５４ ８５５页.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六十六«儒林上一孙奇逢传»,第５２４０页.
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四,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第６１４页.
孙奇逢:«理学宗传序一»,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上),第６２１页.
国外相关讨论,参见董建中主编:«中国与十七世纪危机»,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重商主义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巩固:１６００ １７５０»,郭方、吴必康、钟伟

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页.
参见陆宝千:«清代思想史»,第１ １１８页.
[美]魏斐德:«明清更替:十七世纪危机或轴心突破»,«中国学术»第十一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第１ １８页.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在帝制中国时代,由于政治话语大多围绕君主展开,“二千余年之政论,大体以君道为中心,专制

政体理论之精确完备,世未有逾中国者”①,所以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单刀直入,以新民本思想

在君、臣、法等多个维度解构君主专制,针对性形成“天下为公”、君臣共治、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三大

原则.
黄宗羲认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

之”,为兴利除弊,三代圣王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

释其害”,所以,三代圣王本质上与普通人相类,能为万世楷模,在于大公无私.也就是说,在君主与

天下关系上,应是天下为先,君主为后,君主为天下之大公服务,“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

经营者,为天下也”.三代之后,这种关系发生逆转,“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

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

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正是由于君道扭曲,君主们“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

之淫乐,视为当然”②.与此相伴,由于天下君主私有所带来的巨大诱惑,斗争此起彼伏,期间失败者

如崇祯帝家破人亡,祸及子孙.
既然在三代后,君道扭曲,那么臣道亦存在问题.黄宗羲认为,君主本质是为天下服务,权力系

统中大小官员职责亦在于此.虽然流俗以臣、子并称,但君臣非父子而似师友,“父子一气,子分父之

身而为身.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于君也,不
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③.大臣不应成为君主之私匿,亦不能以奴

才自居,君臣只是治理天下的不同层次,没有等级高下之分,君臣共治才是真正的为臣之道.“天子

之去公,犹公、侯、伯、子、男之递相去;自内而言之,君之去卿,犹卿、大夫、士之递相去.非独至于天

子遂截然无等级也”④.
三代之后君臣之道皆出现扭曲,则以之为核心的治理之法也肯定与三代有异.黄宗羲认为,以

“公天下”标准衡量,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换句话说,三代之法为公,而后代为一家之私,后
代之法虽陈陈相因却是“藏天下于筐箧”的“非法之法”⑤,即使历代所标榜的“法祖”的“祖宗之法”,也
不免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只有拨乱反正,尽废家天下之制度以恢复三代之制,否则“虽小小更革,生民

之戚戚终无已时也”⑥.
在批判皇权专制后,黄宗羲依照三大法则勾画理想社会蓝图:既然天下为公,则不得不重定都

城,复三代封建、井田、学校诸制;既然君臣共治,则不得不置相、改革胥吏阉宦制度及调整中央与地

方关系;既然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则不得不改革选举、兵制、田制及财政制度.他主张:１．迁都,他认

为明亡国之速远远超出预料,建都北京是一重要原因,因此应定都南京;２．改革学校制度,使儒生们

成为官僚的后备队和深入参与社会运转并且保证儒家伦理得以贯彻的知识精英;３．改革兵制,实行

兵民合一,文武合为一,重视武将选拔;４．改革田制,逆转“黄宗羲定律”⑦,利用国家权力直接向民众

授田,同时土地分等,实行实物征税,简化税种;５．改革晚明皇权官僚体制和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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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５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８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６ ７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７页.
“黄宗羲定律”是由现代学者秦晖、王家范、谢天佑等依据黄宗羲相关论述而总结出来的关于中国税费改革的某种历史规

律: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改革之后,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参见秦晖:«“农民

负担”问题的发展趋势———清华大学学生农村调查报告之研究(四)»,«改革»１９９７年第２期;王家范、谢天佑:«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

济结构试析»,«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辑刊»第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２６页.



中央重建相权以分权君主,在边境设置统摄军事和民政的方镇,在无需恢复封建制的情况下,部分实

现封建精神.
第四,民族思想上,夷夏之辨思想高涨.
在清政府野蛮的民族压迫之下,作为反抗,“华夷之辨”也成为“清初新理学”焦点之一.其中以

王夫之最为彻底,但在清代影响最为轰动的却是吕留良.
吕留良学宗程朱,严守“华夷之辨”高于“君臣之义”的宗旨.他认为“华夷之辨”为儒学最高宗

旨,是孔子作«春秋»“微言大义”所在.管仲不为公子纠而死,后来又辅佐先前仇敌公子小白,即齐桓

公,孔子不但不以为意,反而因为管仲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中原免于“被发左衽”(«论
语宪问»),称赞管仲有仁义之美①.吕留良的这种民族思想传播广泛,到雍正朝,湖南儒生曾静受

其影响,游说川陕总督岳钟琪起兵反清,事迹暴露,雍正帝钦定吕留良为“大逆”,亲撰«大义觉迷录»
对之进行全面批驳,将吕留良著作尽行焚毁,对吕留良剖棺戮尸,子孙及门人等或戮尸,或斩首,或流

徙为奴,罹难之酷烈,为清代文字狱之首.
王夫之专门撰写«黄书»梳理汉族历史.他认为,虽然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在文明初期可能与夷狄

相类,但汉族形成后,华夷之间就有天然的文明分野,各民族都要恪守发源之地,不相杂糅,并且一旦

脱离祖居之地,就不可避免地衰亡.同时,由于华夷文明分野,两者道德不能混淆,汉族的忠孝仁义

不能施之于夷狄:“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②并且,汉族不应停止对夷

狄的反击:“天下之大防,人禽之大辨,五帝、三王之大统,即令桓温功成而篡,犹贤于戴异类以为中国

主,况仅王导之与庾亮争权势而分水火哉!”③

第五,道统与治统关系上,面对清初满、汉冲突严重但清政府逐渐汉化的现实,“清初新理学”一
方面坚持道统的至高地位,但也注意协调与治统关系,甚至向清政府让步,使两者矛盾不至如晚明激

化,另一方面联合更多的汉族士人,推进满人汉化.
清初是中国实学思潮高涨的一个时代,这时期实学思潮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注重外王,注重经

世致用.而要经世致用,在皇权社会,依靠皇权成为不二法门,所谓“得君行道”是也.在清政府统治

日渐稳固的大趋势下,虽然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和由于民族压迫所导致的夷夏之辨思想盛行,但要经

世致用,却最终不免向清政府低头.清初禁止集会结社讲学,兴“科场案”、“通海案”、“奏销案”、“哭
庙案”、庄廷 «明史»案、«南山集»案,甚至对当时大儒孙奇逢、顾炎武、傅山等亦有文字狱,虽有魏裔

介、魏象枢、叶方蔼等大臣参与救援,但学界基本就范,反映在学术思想上,更有费密直接指出,在帝

王之间传承不息的才是“道统”,在圣门师儒之间传授不断的只是“道脉”④,要实现“王道政治”,最重

要还是要依靠帝王.
但另一方面,“清初新理学”各派为加速清朝汉化,联络各方势力,对清政府施加各种影响.为国

计民生,他们不但默认弟子门人为清政府效劳,而且对于降清却在社会民生及文化发展方面有实绩

的汉官,也交往不辍.比如孙奇逢,虽然早年亲自领导乡人抵抗清朝入侵,但当大势已定后,他率先

有意识地推进满人汉化,不但与清朝高官显贵、贰臣保持良好关系,对于那些促进社会民生及文化发

展方面有实绩,但道德有所欠缺的人物,多持正面评价,而且还默许弟子从政,培养出像汤斌这样的

“理学名臣”,鼓励他们来“正君心”,以推动清政府理学化,恢复理学在意识形态中的正统地位,进而

按照儒家传统模式重建清朝社会秩序.所谓“其为尊官也,方可以行道救民”⑤,“今天子宰相,皆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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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之意! 若以二三君子,启沃于其间,则学之典也,在指顾问矣!”①

正是在此舆论氛围中,很多降清汉官在清初政学两界纵横捭阖.典型如龚鼎孳,先仕于明,又仕

于李自成.降清后,曾保护不少遗民,顺治十二年(１６５５)十月,有人指控龚鼎孳在都察院对三法司审

拟各案,“往往倡为另议,若事系满洲则同满议,附会重律,事涉汉人则多出两议,曲引宽条”②,在执法

中偏向汉人,“不思尽心报国”③,结果降八级调用④,但因此不少遗民对他有所称赞.吴伟业称赞龚

鼎孳为官“唯尽心于所事,庶援手乎斯民”⑤,钱林«文献征存录»则说“穷交则倾囊橐以恤之,知己则出

气力以授之”⑥.一次,龚鼎孳因与冯铨、刘正宗争门户,冯铨指责龚鼎孳曾接受李自成的北城御史之

职,摄政王多尔衮问是否属实,龚鼎孳竟以唐代名臣魏征自况,说:“岂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 魏

征亦曾归顺唐太宗.”⑦

第六,主体与学术格局上,清初遗民集团是“清初新理学”的主体,清初北方新理学一度引领

潮流.
清初遗民集团是清初学术的领军人物、“清初新理学”的主体.一方面,从他们自身来讲,虽然人

数不多⑧,但声望高,名声大,功力深厚,各树道统,占领学术和道德制高点,弟子徒孙遍布朝野且一呼

百应,再加上他们大多是侠儒兼收、文武并用式的人物,是“行动中的儒者”,不似后来乾嘉儒生纯以

文字为业,因而不难理解他们何以能支配清初学界并被各方尽量拉拢.比如汤斌是孙奇逢著名弟子

之一,又是清代重要“理学名臣”.在宦海浮沉中,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汤斌出任江宁巡抚是其走向

人生辉煌的转折点之一.当时,人选很多,汤斌之所以受到康熙帝大力支持,孙奇逢弟子的身份是重

要原因.«清史稿»记载:“上曰:‘今以道学名者,言行或相悖.朕闻汤斌从孙奇逢学,有操守,可补江

宁巡抚.’”⑨清初纂修«明史»,聘请当时遗老出山,黄宗羲拒不出山,派弟子万斯同以布衣身份参修,
自己遥控指挥,修成«明史»底稿,在清代以布衣修前代正史,仅此一例.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康熙

帝西巡陕西,传旨召见李颙.他有病卧床,就派儿子李慎言带上著作«四书反身录»、«二曲集»去见康

熙帝.康熙帝深知李颙在士林中名高望重,不好勉强,为笼络天下士大夫之心,亲书“操志高洁”匾额

及“御制金山诗幅赐焉”.另一方面,从当时社会形势来看,在清初乱世中,先是几种势力不断斗争,
而后虽总体上逐步朝向有利于清朝的形势演进,但由于局势尚未完全稳定,清廷虽对他们有所敲打,
却也有投鼠忌器之虑,再加上清初满人汉化程度低,在思想文化方面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正是这

种乱世格局,«清史稿»描述清初儒林状况说:“顺、康间,海内大师宿儒,以名节相高.或廷臣交章论

荐,疆吏备礼敦促,坚卧不起.如孙奇逢、李颙、黄宗羲辈,天子知不可致,为叹息不置,仅命督、抚抄

录著书送京师.”

因为明清大变局在南北存在时间差,南北学术对之反应亦存在相应时间差.具体来说,相对农

民起义早在１６２０年代就爆发于北方,进而攻占北京、灭亡明朝不同,整个明清之际,江南地区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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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没有受到农民起义直接影响①;与１６２０年代开始清军不断南下,先后数次袭击华北,“总计北掳人

口在９５万人左右,人畜总数可约达２００余万”②不同,江南地区则是到１６４５年清军南下攻灭南明弘

光朝才开始动荡.换言之,在南北方进入明清鼎革的序列中,北方比江南早近三十年! 反映在学术

上,首先,清初遗民集团中,北方遗民影响毫不逊色于南方遗民.当时主流学界公认的清初“三大儒”
(孙奇逢、黄宗羲、李颙)中,有两位是北方学者,就是顾炎武中年离开江南后,也选择终老北方.其

次,在清初,由于北方社会最先崩溃的事实,一方面使得北方知识人率先开始救世浪潮,清初北方新

理学异军突起,整个学界为之侧目,其中,以孙奇逢为领军的夏峰北学和以“关中三李”为领军的清代

关学两大流派最为耀眼,正是这两大学派深刻形塑了清代北方学术;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明清变革

肇始于北方而后向全国扩散的历史情势,使得北方知识界关于明清鼎革的思考先行一步,一旦扩及

整个学界也能影响到其他地域学术发展,为他们转向提供借鉴.比如孙奇逢,作为清初北方学界领

军之一,以其回归、重释孔孟经典来整合理学各派的内圣思想,和在“舍三纲五常无道术”基础上“礼
理合一”的外王思想重构晚明陷入困境的理学,率先为明清学术转向开辟出一条新路,因此被黄宗

羲、顾炎武、李颙、张尔岐、傅山等尊为宿儒、老师.黄宗羲编写«明儒学案»,并不讳言深受«理学宗

传»启迪.“所著大者有«理学宗传»可谓别出手眼者矣”,孙奇逢九十岁时作诗寄黄宗羲,“勉以

蕺山薪传”③.傅山拜访孙奇逢,一见“诸意全消”,“吾敬之爱之”④.李颙称孙奇逢“可谓独具双眼,
超出门户拘曲之间万万矣”⑤,顾炎武亲自拜访孙奇逢问学,称颂孙奇逢为海内为数不多“人师”,认为

他的一举一动关乎学术气运的升降,地位相当于汉初传«尚书»的伏生和汉末经学大师郑玄,在中原

地区更相当于孔子:“海内人师少,中原世运屯”,“名高悬白日,道大屈黄巾.卫国容尼父,燕山住子

春”,“伏生终入汉,绮里只辞秦”⑥.因此,在对“清初新理学”研究中,忽视了明清学术转向中的南北

方时间差,忽视了清初北方学术,将难以呈现“清初新理学”的完整面貌.

三、推进满人汉化与明清学术转向,缓解清初学术危机:“清初新理学”的影响

作为从两宋衍至当今的儒学形态,理学历经千年而非仅仅局限在宋明,按照理学在宋明、清代、
近现代所面临的不同任务及由此不断发生的转向,理学至少可以分为“宋明形态”、“清代形态”和近

现代形态.虽然三者有深刻内在联系和前后相承关系,却也表现出迥异的学术旨趣:“宋明形态”属
于理学生长期,重思辨,重形而上理论建设,重“理”;“清代形态”属于理学成熟期,重实践,重践履,重
下学而上达,重“理”“礼”合一;近现代形态属于理学与现代社会的调试、融合期,注重与西方各种思

想,特别是唯心主义体系的融合会通.理学各个形态之间的转换并非一蹴而就,就清初来说,则是在

理学从“宋明形态”到“清代形态”的关键点上,为应对困境,理学兼容并包,“清初新理学”应运而生.
“清初新理学”群体是一个声势浩大、连接南北、朝野呼应、相互欣赏扶持的群体,其影响可以归

纳为两个方面:第一,在社会影响上,着力于对清初满人统治者不断汉化,推动“满汉一体”、“崇儒尊

道”等一系列缓和满汉矛盾的制度设计成型;第二,在学术格局上,“清初新理学”是明清学术转换的

桥梁和清初学术主流、清学各派的源头.
清代满汉关系近十几年来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⑦.正如学者们注意到的,清代满汉关系的

变化,包含着“满人汉化”和“汉人满化”两大过程.在清军入关前,虽然满人汉化已经开始,但程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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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限,处于主流的却是“汉人满化”,后金及清政府把掳掠来的汉人、蒙古人等其他民众编入八旗,
到皇太极时代建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汉军就是“汉人满化”的集中体现.

满人汉化的第一个高潮是在顺、康两朝,“清初新理学”为其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和学术支持.
正是由于“清初新理学”着力于满人汉化,“理学名臣”辈出,不但使得“满人汉化”成为此后满汉关系

的主流,而且促使清政府在“首崇满洲”同时,形成了与之并行的“满汉一体”、“崇儒尊道”等缓和满汉

矛盾的制度设计.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１．重视儒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有清一朝尊孔集历代之大

成.康熙帝说:“朕惟自古帝王,声教翔洽,风俗茂美,莫不由于崇儒重道.”①第一次南巡时专程到曲

阜孔庙,在大成殿孔子像前行三跪九叩礼,书“万世师表”四字悬额殿中,把“所有曲柄黄盖留供庙庭,
四时飨祀陈之”②,其礼节之隆重,超越历代.同时,康熙帝认为程朱理学是儒学“正传”,他利用国家

力量编辑和刊定大量理学著作,重用熊赐履、李光地、汤斌、张伯行等大批理学名臣,以理学精神制定

“圣谕十六条”,到雍正朝扩充为«圣谕广训»,作为教化民众的国教,诸如这些措施使理学在康熙时达

到清王朝全盛的顶点.２．保证儒生通过科举制等上升渠道,汉官数量上不低于明朝,在数量上成为

清代官员主体.同时为了统合各地差异,兼顾各省特别是边疆各省利益,清廷改革科举制,以均衡各

地的科名数额来达到政治势力的合理分配,不但将定额录取从会试后发展到乡试,而且对乡、会试录

取名额的地区划分越来越细.康熙五十一年(１７１２),以分省定额录取的办法代替南北卷制度,按各

省应试人数多寡和文风高下,钦定会试中额.经过改革,较之明代,清代全国科举人才,分布更加

平均③.
由“清初新理学”作为思想动力和学术动力的“满汉一体”、“崇儒尊道”等制度设计,不但使清初

高位运行的民族矛盾趋向缓和,反过来又推动满人在制度和文化上更深层汉化.单就上层来说,清
廷通过划分“上三旗”和“下五旗”及不断整理旗务等措施,皇权更加稳固,八旗贵族势力日渐衰落,其
间虽然引起满人保守势力反扑,但不久即得继续推进.比如顺治帝去世后,满人高层保守势力借其

遗诏对顺治朝汉化进行检讨,随后四大臣辅政、鳌拜专权时抵制汉化,但康熙帝在铲除鳌拜后,不但

废除逃人、圈地等民族压迫恶政,使高位运行的民族矛盾走向缓和,而且更加重视经筵日讲,康熙十

六年(１６７７),改隔日进为日日进,虽三藩之乱亦未尝中断;接受汉族立储君制度,册封胤礽为太子.
到雍正朝,面对反对势力,雍正帝更把三纲五常、君臣大义提到“天理”高度,认为三纲五常是人区别

于禽兽之根本,君尊臣卑为天经地义:“人生天地间最重者莫如伦常,君臣为五伦之首,较父子尤重.
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 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 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

谓禽兽.”④

“清初新理学”汉化满人方面的成效,在与元初蒙古人汉化的对比中,显得更加清晰.同为少数

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帝国,元朝在统一中国后治理水平远低于清朝,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元朝蒙古

掌权者与汉族势力初步合作受挫后抵制汉化.元初虽然亦有遗民高卧不出,但很多儒生却选择对蒙

古统治集团妥协,与之合作,元朝蒙古统治集团汉化比较顺利,他们较早注意保护儒学,推动程朱理

学上升为官学,与之相应,儒生们也是竭力回应:“修端在金朝灭亡八个月后提出辽、金亦可为正统和

尊蒙尊金的观点.郝经则与许衡一唱一和,从道统、君统等理论实践结合的层面推出‘今日能用士,
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主也’的新认识,使这种华夷正统观念逐步演进升华,影响越来越大,它既敦促

忽必烈为首的元朝统治者比较积极地吸收汉法,又鼓励广大汉族士大夫打消顾虑,勇敢地参与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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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各级政权,因而逐渐成为元王朝官方和士大夫都能接受的正统观念,无形之中成了忽必烈所建

元王朝的政治文化纲领,并构建起了以蒙古贵族为核心、联合汉族士大夫的统治体制.”①但不久因为

李璮叛乱,蒙古统治集团转而重用西藏喇嘛和色目人.至元六年(１２６９),忽必烈委托帝师八思巴创

制蒙古新字,颁行天下.同年七月,又下令立诸路蒙古字学,专门教授蒙古新字②.在此情况下,元代

儒士处境低下就成为不争事实,“九儒十丐”并非空穴来风.
在很长时间,学界有一种“落后民族武力征服先进民族,但最终会被先进民族的先进文化所征

服”的观念,其实,先进民族用文化同化落后民族并非无条件的,元朝汉族同化蒙古人就是一个失败

的标本.与元初蒙古人汉化一样,清初满人汉化也是一波三折.先是四大臣辅政、鳌拜专权时抵制

汉化,而后三藩之乱,“民心动摇,未知所归”③,甘肃、江西等地民众重新蓄发易服,清朝统治者对之表

示忧虑,康熙帝颇受打击,猜忌汉臣④,但也只是采取整理旗务、提倡“骑射”等措施延缓汉化潮流,并
没有像元朝那样逆转,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清初新理学”在学理上的强大支撑.

在学术格局上,一方面,作为明清学术转向的桥梁、清初学术主流,包括考据学派、清代理学等清

学各派皆从“清初新理学”分流而来,所以,清代考据学派尊顾炎武、黄宗羲,清代北学以孙奇逢为开

山,关学奉李颙为宗主,桐城派开山方苞虽“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但仍盛称孙奇逢为

“北方真儒死而不朽者”⑤,并为之立传及修订年谱.即使到晚清民初中国学术掀起大规模的现代化

浪潮,第一波仍然要先回归“清初新理学”,以对之的扬弃开启对古代中国学术的现代性新诠.另一

方面,“清初新理学”各派兼容并包,不似后来各派基于不同目的取其一端,而泾渭分明.比如,嘉道

年间,随着考据学派日渐高涨,为与理学划清界限,江藩首先打出“汉学”旗帜,在建构清朝“汉学”谱
系时,由于不满意“清初新理学”,直接把清初遗民剔除在外,以清代中期阎若璩作为清朝考据学派开

山,最后在学界批评压力下,虽然把黄宗羲、顾炎武二人列入汉学体系,但也只是放入卷末,并对他们

的学术和人格进行批评.在学术上,江藩认为他们深受理学影响,“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在人格

上,江藩则进一步认为他们在明清鼎革之际,抗击清朝,“不顺天命,强挽人心”,是“蛙声之怒”、“螳臂

之臂”,局势稳定之后,又不与清政府合作,做遗民,是“周之顽民”,不配入“儒林之传”⑥,而对于其他

清初遗民,江藩则归入与汉学对立的“宋学”.

四、时代主题、地域学术格局变迁与“清初新理学”的两种景象

总的来看,基于时代主题、地域学术格局的变迁,清初和晚清以来主流学界对“清初新理学”建构

出两种景象,集中表现就是在对“清初新理学”领军的塑造上,在清初,学界以孙奇逢、黄宗羲、李颙

“三大儒”作为领军,２０世纪主流学界则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作为清初“三大家”⑦.
在清朝,由于理学在意识形态中处于核心地位,孙奇逢、黄宗羲、李颙分别为清初北学、南学和关

学的领军,他们以学派的力量主导清初学界,其后学延绵不绝.１７世纪,魏象枢曾致信李颙说“平生

深慕而不获一晤者”的三人是孙奇逢、黄宗羲和李颙,“虽未亲面请教,然而往来有问答,著述有传布,
一字一句,都可取之以为典型”⑧.１８世纪,全祖望在为李颙撰写的«二曲先生窆石文»谓:“当时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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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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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李治安:«元初华夷正统观念的演进与汉族文人仕蒙»,«学术月刊»２００７年第４期.
宋濂等撰:«元史»卷六«世祖纪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第１２２页.
彭绍升:«李文贞公事状»,见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编:«清文海»第５０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６０２页.
参见姚念慈:«魏象枢独对对玄烨的心理阴影———康熙朝满汉关系释例一»,«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

莫如我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５年,第１ ７０页.
方苞:«重建阳明祠堂记»,刘季高点校:«方苞集»卷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４１１页.
江藩著,钟哲整理:«国朝汉学师承记»,第１３２ １３３页.
张岱年说:“清初时最有名望的三个大儒是:孙奇逢、黄宗羲、李颙,到了清末,人们讲清初三大儒,就改成了黄宗羲、顾炎武、

王夫之.”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２年,第１８０页.
李颙著,陈俊民点校:«二曲集»,第１５３页.



则孙先生夏峰,南方则黄先生梨洲,西方则先生,时论以为三大儒”①.直到晚清,孙奇逢和李颙仍被

视为一代学术宗师.比如在河南,当时的理学大师倭仁、李棠阶皆为孙奇逢后学.咸、同年间,方宗

诚曾经遍游河南,与河南学术界进行了广泛交往,所见“中州学者,大抵守孙夏峰遗绪”②.河南各地

名儒如毛昶熙、李又哲、王兰广、于锦堂、蒋榛、田致淑等都是李棠阶的弟子,他们几乎都是通过李棠

阶而传夏峰之学,如于锦堂年少时“为人笃实,治陆王之学”,而“后谒河朔李文园太常,得孙夏峰汤潜

庵之遗教焉”③.就河北来看,曾国藩甫任直隶总督后,就认为以孙奇逢等为代表,以文武兼收、侠儒

并用为特征的河北士风犹存,“即今日士林,亦多刚而不摇,质而好义,犹有豪侠之遗”④.就关中来

看,«关学续编»认为李颙是清代关学中兴的领军,“盖关中道学之传,自前明冯少墟先生后,寥寥绝

响,先生起自孤寒,特振宗风.然论者以为少墟尚处其易,而先生则倍出其难”⑤.
到晚清,现代化成为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之一,在中西、新旧、古今之争的认识框架下,流行于清

朝的理学日渐不受重视,到２０世纪,忽视、否定理学,从思想上认为其反动、为“封建糟粕”逐渐成为

学界共识.章太炎在«清儒»中,独赞考据学派,首先否定清代理学,“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⑥.
梁启超则发挥说“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不需等到清朝,早在晚明,阳明学“极盛

而敝后,学者习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理学家不复能系社会之信仰”⑦.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由于

“反封建”不断深入,理学更是人人喊打,当时新派学人所要打倒的“孔家店”,其核心内容就是理学.
其间虽有新儒家为之辩解,但否定理学成为２０世纪学界主流看法,清代理学更被视为宋明理学余

绪,一并被扫地出门.
与反理学相伴随的,则是对清初学术版图的重构.就“清初新理学”来说,其极端表现就是领军

从清朝主流学界认为的清初“三大儒”,一变而为２０世纪主流学界认可的清初“三大家”.就顾炎武

来说,之所以被推为“清学第一人”,其根基在于考据学派及由此发展而来的“新汉学”的推崇.在清

朝初年,顾炎武虽在知识界有重要影响,但地位只能与归庄(１６１３ １６７３)并称“归奇顾怪”,随着考据

学派兴起,顾炎武地位不断被抬高,大约到嘉、道之间,随着«国史儒林传»成书,在官方功令、政治忌

讳和学术思想本身的综合作用中,顾炎武为清朝第一儒者的论断开始出现,但认同者有限.到晚清

民国,随着考据学派空前壮大,先是晚清古文经学领军章炳麟慕顾炎武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顾炎武

原名顾绛),号“太炎”,与今文经学领军康有为展开经今古文之争,其后«清代学术概论»一锤定音,顾
炎武地位成为共识.就黄宗羲来说,他自清初以来始终享有盛名,但各期原因却是不同:在清代,他
是明朝遗老、蕺山学派传人;近代以来,则受到浙东学派、江南考据学派的推崇;在排满革命时,因为

«明夷待访录»,他又一度被誉为“中国之卢梭”⑧;进入民国后,学术史大兴,«明儒学案»被认为是我国

古代第一部完整的学术史著作,开创了学案体体裁,而黄宗羲本人则被认为是上继刘宗周,下开万斯

同、全祖望、邵廷采、章学诚,是浙东史学派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⑨;在现代学者眼中,«明夷待访录»
又被认为是明清之际启蒙思想的杰出代表.

王夫之被偶像化,更多是近现代湖南士人崛起后重塑地域“文化偶像”的产物,因为承载了过多

振兴湖湘之学的功能,故最富有戏剧性.与明清江浙学术影响全国不同,湖南学术默默无闻,从咸、

０８ 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全祖望:«二曲先生窆石文»,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２３７页.
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续修四库全书»第５４０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６３页.
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续修四库全书»第５４０册,第５６４页.
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李瀚章、李鸿章编纂:«曾国藩全集文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０４页.
王心敬:«关学续编»卷一,冯从吾撰,陈俊民、徐兴海点校:«关学编(附续编)»,第８７页.
章太炎:«清儒»,参看«检论»,«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４８２页.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 ５页.
朱维铮:«在晚清思想界的黄宗羲»,«走出中世纪»二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第８０ ８８页.
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第４页.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第１４４ ２０３页.



同年间开始,随着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湘士人集团崛起,湖湘文化才逐步引人注目.为建构地域文

化,王夫之作为可资利用的地方先贤和学术偶像,受到近现代湘人极大关注与推崇.早在晚清,鉴于

其著作散落,影响有限的状况,以曾国藩、邓显鹤、欧阳兆熊、彭玉麟为代表的湖湘士人,广泛搜集王

夫之遗稿,同时抹黑其他学者,为王夫之抬身价,比如彭玉麟在１８８５年请改建船山书院,就把王夫之

与孙奇逢、黄宗羲、李颙、顾炎武相比较,批评后四人称“皆肥遁自甘,为辞微辟,然荐绅多从之游,著
述亦行于世,名称稍彰”,褒扬王夫之为“之匿韬声,不欲身隐而文著,故世亦鲜知之者”①.同时,湖湘

士人还积极启动王夫之从祀孔庙计划,由于努力无果,便更加广泛地收集王夫之手稿,同治初年汇刊

«船山遗书»,合经、史、子、集四部,共５８种,另附«校勘记»,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又在湖南船山书院补

刻６种,１９０８年王夫之得以入祀孔庙后,湖湘知识分子更是力图把王夫之思想推向全国.民国初年,
湖南出现了一批以刘人熙为代表,以保存国粹、弘扬国学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他们创办船山学社,发
行«船山学报»,在湖南教育文化界产生相当影响.１９２１年９月,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在船山学社基础

上兴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对于这段塑造王夫

之的历史,岳麓书社主持新版«船山全书»编者也并不讳言②.
根据笔者所见,把顾、黄、王三者由分到合进而并称,是江浙和湖湘两大知识群体为了提请三人

从祀孔庙以光大本地域学术的诉求联合运作的结果.之所以必须把三者并提,一方面,是像孙奇逢、
汤斌、张伯行、王建常等清代北方学派的“偶像”已经从祀孔庙③,另一方面,也在于仅仅单个报请顾、
黄、王三者任何一人都难以通过,不得已只好把三人合在一起以增加影响力.正是由于这种策略上

的成功,在江浙和湖湘儒生的联合声援下,三人才得以顺利从祀,但鉴于从祀孔庙与否的决定权取决

于清政府,所以从提议到最终从祀历时五十年,三者排序也由先前联合奏请的王、黄、顾由清政府一

锤定音更改为顾、黄、王④.
如果更深入地分析,则可以看到,这种清初学术版图及领军重构的背后,所反映的是清朝以来地

域学术格局上的巨大变迁.在清初,由于明清大变局首先是从北方爆发,由北向南逐步推进,所以清

初学术格局中,北方新理学异军突起,一度引领潮流,反映在领军人物上就是清初三大儒中,北方儒

者居其二.自晚清以来,与社会变迁相同步,学术格局亦发生重大变革:自乾嘉时期始,两湖、广东地

域知识人开始崛起,近代以来,与原有就相当兴盛的江浙地区遥相呼应,形成了以江浙地区为中心和

以广州—长沙—武汉为一线的两大“人才带”⑤.这两大人才带建构地域文化和相关学派的强烈意

识,深深隐藏在近代中国历史书写的背后⑥.在此过程中,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作为可资利用的学

术偶像和地域先贤,倍受近代江浙、湖湘知识人关注,这些知识人依据时代主题对顾、黄、王等相关思

想遗产不断阐释,深刻影响了近现代学术之建构,进而不断参与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再生产.清初

“三大家”之说,植根于时代主题和地域学术格局,是上述历史与现实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尽
管近现代以来,徐世昌«清儒学案»把孙奇逢等列入清初学术开山,学界还出现了“明末四大儒”、“明
末四先生”、“清初四大儒”、“清初五大师”⑦等种种提法,但却都无法撼动清初“三大家”之说的地位.

[责任编辑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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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玉麟:«改建船山书院片»,«彭刚直公奏稿»卷六,清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吴下刻本,第３８页.
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编校:«船山全书»第十六册,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６年,第９７７页.
在清朝就从祀孔庙的清儒有:陆陇其(１７２４)、汤斌(１８２３)、孙奇逢(１８２８)、张履祥(１８７１)、陆世仪(１８７５)、王建常(１８７５)、张

伯行(１８７５)、顾炎武(１９０８)、黄宗羲(１９０８)、王夫之(１９０８).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八十四«礼志三»,第２５３８ ２５３９页.
参见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１９９９年冬之卷(总第２６期).
参见姜萌:«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中国现代历史叙述模式的形成及其在清末的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年.
晚清民国学界有“明末四大儒”、“明末四先生”、“清初四大儒”之说,指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及颜元或黄宗羲、李颙、王夫

之、颜元,也有“清初五大师”说,指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朱之瑜、颜元.参见何冠彪:«明清人物与著述»,香港:香港图书出版公

司,１９９６年,第５９ 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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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层并进:儒家未来发展的新构想

赵 卫 东

摘　要:近十几年以来,针对儒家的未来命运,学界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构

想.然而,这些构想大多是针对当代新儒家某一方面的不足而提出的补偏救弊之法,少有对儒家未来命运

的整体探索.有鉴于此,有必要在充分吸收以往相关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未来儒家发展需

要三层并进的新构想,即儒家的未来发展必须在儒学、儒教、儒俗三个层面齐头并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儒教层面是儒家较为薄弱的环节,需要大力培育和积极发展;而政治层面过去是儒家的重中之重,但为了

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儒家在今后必须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

关键词:儒家;儒学;儒教;儒俗

当代新儒家著名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曾预言:“将来儒家,必在大陆发光!”① 牟先生是在１９９３年

８月２７日作出以上预言的,至今已有２４年的时间,在这２４年中,儒家的发展正在逐步印证牟先生的

这一预言.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大陆兴起当代新儒家研究热潮以来,当代新儒家研究经历了传

入、消化与反思三个阶段.其中,反思阶段从２０世纪末开始,而学者们反思最多的问题,就是当代新

儒家之后儒家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海内外学者纷纷展开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

多富有创造性的构想.

一、对儒家未来发展的积极探索

当代新儒家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即是通过对两千多年来儒家历史命运的深刻反思,充分认识

到政治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把儒学推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同样也可以将其带入万劫不复

的境地.儒家如果依赖政治而生存,必然会随着政治的兴衰而沉浮,儒家要想获得独立性价值,就必

须与政治分开.杜维明先生极力区分“儒教中国”与“儒家传统”这两个概念② ,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

想把儒家从政治中分离出来,赋予其独立性价值.但是,儒家与政治分离后,或者说,“制度化的儒

家”③ 解体后,儒家将走向何方? 儒家的“外王”精神将如何体现? 这是当代儒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作者简介:赵卫东,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山东济南２５００１４).

①　魏美瑗在«陪侍牟先生的日子»(«鹅湖»总第３８２期,２００７年４月)一文中提到:“今天(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引者

注)先生收到罗义俊先生寄来的一个小刊物,里头有篇陈克艰先生写的文章«生命的歧出与回归———我读牟宗三».先生边看边划线

做记号,看完后说:‘将来儒家,必在大陆发光!’”

②　杜维明先生认为,“儒家传统和儒教中国既不属于同一类型的历史现象,又不属于同一层次的价值系统”,“‘儒教中国’可以

理解为以政治化的儒家伦理为主导思想的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及其在现代文化中各种曲折的表现”,而儒家传统则是由孔

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许衡、吴澄、王阳明、刘宗周、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戴震等优秀的儒家知识

分子所塑造的人文精神与文化传统.见杜维明:«一阳来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１０ １１２页.

③　干春松认为:“制度化儒家包含有‘儒家的制度化’和‘制度的儒家化’两个层面,所谓‘儒家的制度化’是通过孔子的圣人化、

儒家文献的经学化和科举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设计来保证儒家的独尊地位及其与权力之间的联系;而‘制度的儒家化’则是儒家观念

在社会控制体系和制度设计中的渗透和呈现,具体地说就是体现着儒家观念的国家意识形态、宗族制度、政治社会结构等现实的制

度的建立.”参见干春松:«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页.



　　孔子有“文不在兹”(«论语子罕»)的感叹,孟子有“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的勇气,其
中所体现出来的正是儒家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强烈的文化担当感与使命感.儒家与政治分离之后,儒
家将走向何方? 这个关乎整个儒家未来命运的重要课题,并不只是当代新儒家思考的专利,而是当

今所有具有文化担当感与使命感的儒者都必须面对并应该努力去解决的问题.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中期以来,海内外儒家知识分子纷纷对儒家的未来发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针对儒家的未来走向提

出了种种预测与构想,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杜维明的“新儒学三期说”,刘述先的“理一

分殊说”,成中英的“新新儒学”,林安梧的“后新儒学”或“后牟时代的儒学”,牟钟鉴的“新仁学”,蒋庆

的“政治儒学”,蒋庆、康晓光等的“宗教儒学”,黄玉顺的“生活儒学”,颜炳罡的“民间儒学”,蔡德贵的

“实用儒学”,吴光的“民主仁学”,郭沂的“新道学”或“道哲学”,陈来的“仁学本体论”,等等①.以上归

纳可能不是很完备,但这十三种观点无疑是目前在学界影响最大,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关于儒家未

来发展的构想.
假若详细分析一下,以上十三种观点的提出乃基于以下两个共同的出发点:

１．以走出当代新儒家的理论困境或补充其在实践层面的不足为出发点.
当代新儒家作为产生于２０世纪的儒学新形态,虽然通过“会通三教,融贯中西”建构起了精密的

哲学体系,但仍存在着理论上的困境和现实上的不足,其中学者们反映最强烈的一点是其具有学院

化的倾向,或者说,在实践层面上存在严重不足.方克立说:“７０年来,现代新儒家学派中不乏硕学

鸿儒,他们一个个著作等身,名扬海内外,但是在中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有群众基础的‘新儒学

运动’(这是他们自期的),新儒家的影响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学院内和少数知识分子中间,一般老百姓

是根本不管你那一套‘内圣外王’、‘返本开新’的.”②对于以上批评,虽然当代新儒家内部并不接受,
但这并非某些学者的个人看法,而是大陆学者的普遍共识.郑家栋也曾指出:“走出牟宗三(或称之

为后牟宗三)的当代儒学将由‘判教’转向‘对话’,由‘系统’转向‘问题’,其所面对的中心课题则在于

如何重建儒家与实际的、多元的、具体的、活生生的生活世界的关系.”③郑家栋提出当代新儒家应该

重建“与实际的、多元的、具体的、活生生的生活世界的关系”的建议,也正是基于认同其存在过分学

院化或理论化的趋向为前提的,这与方克立的观点是相同的.比如,在以上提到的十三种观点中,像
“政治儒学”、“生活儒学”、“民间儒学”、“实用儒学”等,无不是基于以上理由而提出来的.

此外,还有很多学者针对当代新儒家在理论上的缺陷与不足,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上面提到的

杜维明的“新儒学三期说”,刘述先的“理一分殊说”、成中英的“新新儒学”、林安梧的“后新儒学”或
“后牟时代的儒学”、牟钟鉴的“新仁学”、郭沂的“新道学”或“道哲学”、吴光的“民主仁学”、蒋庆的“政
治儒学”、陈来的“仁学本体论”等,无不是如此.比如,吴光在提出“民主仁学”的构想时,就曾经对当

代新儒家的时代局限与理论缺陷进行了系统总结:“现代新儒家诸君尤其是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
唐君毅等四君子及其儒学理论,是有明显的时代局限和严重的理论缺陷的.第一,他们怀有过多的

悲情意识,因此不能客观理性和全面公正地认识与解释中国传统学术的缺陷以及西方新学的精华所

在;第二,他们试图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开发出原本没有或极其贫乏的资源(诸如民主政治、现代科学

与知识论)的努力是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益的,在理论上则充满矛盾与困惑;第三,他们具有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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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吴光在«杭州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第１期刊文«中国当代儒学复兴的形势与发展方向»,提到当下儒家

发展的四个新方向,即林安梧的“后新儒学”,蒋庆的“政治儒学”,林安梧、龚鹏程、黄玉顺的“生活儒学”,及作者本人的“民主仁学”.

２０１４年,吴光又在«从道德仁学到民主仁学———儒家仁学的回顾与展望»(«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４年第１０期)一文中提到:“‘变革型的

当代新儒学’,即目前正在酝酿、成型的新体新用新儒学,它是从经济全球化、社会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寻求儒学的革新和

定位的.这个变革型儒学的思想形态,有杜维明的‘文明对话’论、黄玉顺等人的‘生活儒学’论、牟钟鉴的‘新仁学’论、蒋庆的‘政治

儒学’论和吴光的‘民主仁学’论.”
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长春:长春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５０页.
郑家栋:«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４４４页.



道统观念和卫道意识,缺乏新时代应有的博大胸怀和融摄多元文化的气度,因而在理论上表现为相

当程度的主观性、保守性和排他性.”正是基于以上认识,为了走出当代新儒家的理论困境,他才提出

了以“民主仁爱为体,科技法制为用”①的“民主仁学”.再如,蒋庆的“政治儒学”也是针对当代新儒家

的理论缺陷而提出的.他说:“当代新儒学在弘扬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
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即未能开出新外王.当代新儒学要开出新外王就必须走出心性儒学,在儒学

的大传统中寻找另外一条发展路向,这就是政治儒学.”蒋庆认为,当代新儒学过分重视生命和心性

问题,所以在理论上出现了极端个人化、形上化、内在化、超越化的倾向,并因此而导致了无法开出新

外王.当代新儒学要想真正开出新外王,就必须由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

学是当代新儒学开出新外王与继续发展的必由之路”②.类似情况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２．以解决２１世纪中国或世界所面临的问题为出发点.
任何一种理论或学说都有其时代局限性,当代新儒家也是如此.当代新儒家产生并兴盛于２０

世纪,其所有的理论创造皆由２０世纪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而展开,它是一种属于２０世纪的理论或学

说.然而,目前我们已经进入了２１世纪,中国或世界开始面临一些与２０世纪完全不同的新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当代新儒家的理论局限性开始显现出来,这就需要接受２１世纪的挑战,需要在理论

上进行创新与发展,以上十三种观点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下面首先以牟钟鉴先生“新仁

学”的提出为例来加以说明.牟钟鉴先生一直关注当代新儒学的研究与发展,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他

曾发表过一篇名为«新儒家的历史贡献与理论难题»③的文章,在该文中,牟先生总结了当代新儒家的

三点理论贡献,对其作出了高度评价,同时也指出了其所面临的三个难题,他提出的这三个难题都与

当代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有关,正是基于以上认识,牟先生才提出了其“新仁学”的构想.再如,郭
沂提出的“新道学”或“道哲学”也是从以上立场出发的.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新道学”或“道哲

学”提出的目的,他说:“当代儒学范式,或者说第三个儒学范式之建构的使命和方向应该是:回应现

代化和全球化的时代挑战,以儒学的基本精神为本位,回归先秦原典,整合程朱、陆王、张(载)王(船
山)三派,贯通儒、释、道三教,容纳东西方文明尤其西方哲学,建构一套新的哲学体系和社会学说,以
解决当今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并为未来世界开出大同盛世.”④显然,他提出“新道学”或“道哲学”的
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解决当今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

立足于以上两个出发点而提出的这些构想,为解决或回答当代新儒家未来走向问题提供了很好

的方向.正如刘述先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当代新儒家,尤其是牟宗三哲学,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座

高峰,具有康德在西方哲学史上所具有的同样的地位,我们只能经过它,而不能绕过它⑤,所以,要探

讨当代新儒家的未来命运,就必须接着当代新儒家来讲.同样,我们生活于２１世纪,有与第一、二代

当代新儒家学者不同的问题意识,我们必须从解决２１世纪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出发来发展儒家.基

于以上两个理由,这十三种观点都是对儒家未来发展的创造性探索,为我们进一步思考与探讨儒家

的未来命运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儒学、儒教、儒俗三层并进

以上十三种观点,对儒家的未来命运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提出了各自具有创新性的构想.但

综观这十三种构想,仍然可以发现它们的不足之处.具体讲来,其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

面:１．未能跳出儒家看儒家.基于儒家的立场来思考儒家的问题,这本身并没有错,但这样却很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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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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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吴光:«从孔孟仁学到民主仁学———儒学的回顾与展望»,«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１年第６期.
蒋庆:«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论当代新儒学的另一发展路向»,«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１年第１期.
郑家栋、叶海烟主编:«新儒家评论»第一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３６ ５６页.
郭沂:«当代儒学范式———一个初步的儒学改革方案»,«国际儒学研究»第十六辑,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１３页.
刘述先:«‹牟宗三先生全集›出版在今日的意义»,台湾«联合报»２００３年５月３日.



到儒家自身的不足.假若跳出儒家,从佛、道两家甚至是非中国文化的视角来审视儒家的未来命运,
或许会取得完全不同的效果.２．未能从整体上来思考儒家的未来命运.以上十三种构想,绝大多数

是从某一个侧面来思考儒家的未来命运,或者是根据当代新儒家某一方面的不足,或者是为了解决

中国乃至世界正在面临的某一方面的问题,而提出的对儒家未来发展的构想,皆未从整体上来对儒

家的未来命运进行思考.３．未能满足社会各阶层对儒家的需要.儒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

的,社会各阶层对儒家有着不同的需求,儒家在未来的发展不可能是片面的,我们应该根据社会各阶

层的不同需要从整体上来思考儒家的未来发展问题,而不应该仅仅从某一个侧面来思考这个问题.
针对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而且在充分参考了以上十三种构想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儒家未来应该

在儒学、儒教、儒俗①三个层面共同发展,这一观点可以称之为“儒家三层并进说”.前面提到,儒家对

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或者反过来说,中国社会各阶层过去都曾受到过儒家极为深刻的影响,
而且直到今天,不同的社会阶层对儒家仍然有着不同的需求.针对这样一种现实的状况,我们想转

换一下思路,脱离当代新儒家所坚持的儒家本位主义的立场,跳出儒家来看儒家,即根据中国社会各

阶层对儒家的不同需求,从整体上来探讨儒家的未来发展问题.从历史上说,中国社会各阶层对儒

家的需求无非有以下几个层面,即政治层面、生命层面、信仰层面与实用层面.政治层面主要是就统

治者对儒家的需求而言,过去这是儒家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儒家参与社会,实现其齐家、治国、平
天下“外王”理想的主要途径.然而,因儒家与政治的关系过于密切,致使其命运与封建王朝的命运

捆绑在了一起,在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王朝的解体,儒家也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因此,我们主张,在
儒家的未来发展中,应该有意识地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再依附于政治,做政治的工具,否则,
其将仍然难以避免随政治而沉浮的历史命运.所以,我们在构想儒家的未来发展时,并没有把政治

层面列入.对于这个问题,下面还要专门加以探讨,故在此不再赘述.我们在这里主要是想谈一谈

生命、信仰与实用三个层面的问题,生命层面对应的是儒学,信仰层面对应的是儒教,而实用层面对

应的是儒俗,儒学、儒教、儒俗正是针对以上三个层面的不同社会需求而提出的.我们认为,儒家的

未来发展应该分为儒学、儒教、儒俗三个层面,而且需要三层并进,不可偏废.
(一)儒学,即儒家的学术层面

自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来,历代士大夫或者说知识分子,一直是其最忠实的支持者与信奉者,他
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儒者.儒者对儒学的需求是生命层面的,把儒学视为安身立命之本,儒者既是儒

家思想与精神的实践者与体现者,也是儒学创新与发展的积极推动者,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

说,儒者是儒学创新的真正主体②.无论是宋明儒家,还是当代新儒家,甚至包括上面提到的在当代

对儒学未来发展作出积极探索的各位前辈与同仁,他们都属于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对儒家的创新与

探索都属于儒学层面.除此之外,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成为官方之学,从而

产生了一些不以儒学为生命,而以儒学为工具的知识分子,他们也在进行者儒学的研究,但他们对儒

家没有信仰,儒学只是他们获取官位或谋取生存的手段,他们只是儒学的从业者,而不是真正意义上

的儒者.当今时代,以儒学为工具的知识分子仍不乏其人,目前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学术机构从

事儒学研究的人不计其数,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把儒学视为安身立命之本,有一些学者只是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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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儒俗”是笔者独创的一个名词.基于儒家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其思想、精神以及礼仪等体现在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而且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沉积,已经浸透于中国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民俗的一部分.当然,中国民俗不

只是受到了儒家的影响,其受佛教、道教的影响也极为深远,我们只是把中国民俗中受儒家影响较大的部分称之为“儒俗”,“儒俗”是
儒家在中国乡村社会中最深层的体现,也是儒家在中国社会中能得以生存发展的土壤.

对于什么样的人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儒者,笔者基本上赞同颜炳罡先生的观点.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儒者应该具有三

个方面的特征,即“坚持道德优先原则”、“同情地了解儒家经典”、“宗师孔子”,而“道德优先性[是]儒者的内在理据,而同情地了解儒

家经典和宗师孔子是儒者外在规定,三者配合才称儒者之号”(参见颜炳罡:«泛化与界域———论当代新儒家的定性与定位»,«求是学

刊»２００１年第２期).除此之外,笔者还想强调,儒者还应该是儒家的信仰者与实践者.



儒学为职业.为了在学术界生存,儒学的从业者也会研究儒学,甚至还会提出自己关于儒学发展的

构想,他们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儒者,但他们所从事的研究也属于儒学的层面.因此,儒学层面包

括两类人,一类是以儒学为安身立命之本的儒者,一类是以儒学为职业的从业人员,前者以儒家为信

仰对象,后者以儒家为谋生手段,但他们都是儒学研究者,都属于儒学层面.假若把人的生命分为精

神与肉体两个层面,那么,真正意义上的儒者所关注的是精神生命,即孟子所谓的“大体”,而儒学从

业者所关注的则是肉体生命,即孟子所谓的“小体”①.但无论“大体”还是“小体”,都是人整体生命的

一部分,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对儒家的需求都可以说是属于生命层面.
(二)儒教,即儒家的宗教层面

对于儒家是不是宗教的问题,目前学界仍在激烈争论②,我们不想陷入这种无休止的争论,而是

尝试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我们认为,儒家过去是不是宗教,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儒家必须

要有一个宗教的层面,脱离政治以后的儒家,要想生存或参与社会,就必须要有一个儒教层面③.需

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并不赞成把儒家彻底改造为一种宗教,我们只是说,为了满足中国社会各阶层

的需要,尤其是为了满足儒家信仰者的需要,儒家需要有一个宗教的层面.作为儒家宗教层面的儒

教,并不是儒家的全部,它只是与儒学、儒俗并列的一个层面.儒教层面的适用范围很广,社会各阶

层的人都可以成为儒教信徒,其中当然也包括儒家知识分子,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皆为儒教

的坚定信仰者.但这种信仰并不是像过去儒家知识分子对儒家的态度那样,只是把儒家当作一种

“人文宗教”④或“理性宗教”⑤,而是要把儒教视为像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一样的

一种宗教.儒教信徒对儒教的信仰,并不只是一种理性信仰,更主要的是一种感性信仰,信仰者并不

一定对儒学要有多么深入的了解,只要能把握或了解儒教的基本教义即可.至于儒教层面如何建

构,以任继愈先生为首的儒教派,已经为我们深入挖掘了儒家的宗教性内容,任继愈先生言:“儒教的

教主是孔子,其教义和崇奉的对象为‘天地君亲师’,其宗教组织即中央的国学及地方的州学、府学、
县学,学官即儒教的专职神职人员.”⑥我们只要顺着以上理路,把儒家的宗教性内容进一步客观化即

可.除此之外,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周太谷创立的“太谷学派”⑦,清末民初康有为等提倡的“孔教运

动”⑧等,皆为儒家宗教化作出了积极的尝试,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我们都可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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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孟子告子上»云:“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又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

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
对于儒家是不是宗教的相关讨论,请参考任继愈主编:«儒教问题争论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彭永捷也有这样的共识,他说:“如果儒教在历史中是一种道地的宗教,那么今天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恢复儒教的问题;如

果儒教在历史上只是一种带有某种宗教因素的准宗教或伦理性宗教、人文教或带有宗教品格的入世的人文的精神形态,那么今天所

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接续康有为时代人们的文化贡献而继续建设和发展儒教的问题.”“要言之,儒家的重新体制化,是当代儒学发展

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儒教是儒家重新体制化的一个思考方向.”参见干春松编:«儒家、儒教与中国制度资源»,南昌:江西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０３页.
“人文宗教”一词取自牟宗三先生的“人文教”,牟宗三先生曾言:“我们主张使儒家成为人文教,并主张于未来成立人文教会

以维持国脉.”(蔡仁厚辑:«人文讲习录»,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９６年,第２ ３页)关于牟宗三先生对“人文教”的详细论述,请参看

颜炳罡:«人文教之证成及其意义———兼论牟宗三的儒教说»,«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对于“理性宗教”一词,康德、胡塞尔、柯恩等都曾提到,柯恩还有«理性宗教»一书,但此处只是借用“理性宗教”这一术语,其

意义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讲,理性与宗教是不相容的,“理性宗教”在这里相当于“理性信仰”一词,具有与“人文宗教”相同的意义,实
际上并不是一种宗教.

任继愈主编:«儒教问题争论集»,第３０ ３１页.
“太谷学派”由清嘉庆、道光年间安徽池州人周太谷创立,是以儒家为主杂糅释、道的一个民间教派.周太谷之后,其分为南

北二宗,南宗以李光炘为首,北宗以张积中为首,咸丰“黄崖教案”后,被清政府禁绝.欲了解“太谷学派”的详细情况,请参看方宝川

编«太谷学派遗书»(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共三辑,分别于１９９７、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出版)、朱季康编«太谷学派文选»(北京:新世界

出版社,２０１３年)、朱季康«黄崖山事件与太谷学派研究»(苏州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０７年)、韩荣钧«黄葆年与太谷学派研究»(扬州大学

博士论文,２０１１年)等论著.除此之外,各种期刊还发表有近百篇相关文章.
关于清末民初的孔教运动,参见范玉秋:«清末民初孔教运动研究»,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三)儒俗,即儒家的民俗层面

在儒家两千多年的发展史中,尤其是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借助政治力量

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生活于社会底层的普通百

姓来说,他们虽然不明白多少儒学的高深道理,但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却无处不体现着儒家精神.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精神已经成为了百姓的生活习俗,通过民俗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中
国乡村社会中的婚丧嫁娶、祭天祭祖以及其他各种风俗习惯,无不体现着儒家精神.正所谓“百姓日

用而不知”,普通百姓对于儒家了解不多,也不一定有儒教信仰,有的甚至于连儒、释、道三教都分不

清楚,他们只是知道,自己的祖祖辈辈都是这么做的,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是必须要遵守的,否则就是

大逆不道、不忠不孝的行为.实际上,几千年来,中国乡村社会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就是儒家精神,
近百年虽经多次打击,但因其根深蒂固,不仅目前仍然存在,而且还在起着重要社会作用.在儒家的

未来发展中,民俗层面的儒家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它是儒家在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土壤,缺少了这一

层,儒家将成为镜花水月、空中楼阁.目前,许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了儒俗的重要性,正在尝试着

恢复和重新启动民俗层面的儒家在中国乡村社会中所起的移风易俗的重要作用,尼山圣源书院正在

推动的“乡村儒学”试验,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例证.以笔者的陋见,“乡村儒学”的推动者最应该

做的,并不是让老百姓去了解儒家经典和义理,而是要帮助他们重建过去由乡贤、乡绅所主持和领导

的,由全民共同参与管理的“乡村社会”.
从对应的人群方面来讲,儒学、儒教、儒俗三个层面并非壁垒森严,而是互有交叉.儒学研究者,

虽属于儒学层面,但却可以同时是儒教信徒;反过来讲,儒教信徒也可以从事儒学研究.处于社会底

层的普通百姓,作为儒俗实践者,他们无疑属于儒俗层面,但却可以同时是儒教信徒.儒教层面的适

用人群非常广泛,其可以是任何阶层的社会成员,当然也包括儒学研究者与儒俗实践者.同时,从儒

家本身来讲,以上三个层面皆属于儒家,它们之间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儒学是儒家理论创新的主

体,儒学的创新又可以带动儒教教义的变革与发展;而儒教又可以成为儒学的支撑,假若儒家建构起

了儒教层面,那么,它就会像佛教、道教支持佛学、道学研究一样,支持儒学研究.而且,随着儒教信

徒的不断增多,尤其是普通百姓中儒教信徒的增多,又可以把能够满足时代需要的儒学最新研究成

果,通过儒教的形式传播开来,以起到移风易俗的效果,促使儒俗随时代需要和儒学创新而不断发

展.因此,儒学、儒教、儒俗这三个层面是一个整体,它们都属于儒家,是儒家在三个不同层面的体

现.它们之间互相交叉,互相影响,互相促进,互相依存,共同维系着儒家的传承、推广、创新与发展.

三、对政治层面与儒教层面的说明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原来有三个层面,即儒学层面、政治层面和儒俗层面.也就是说,在以

上提到的儒学、儒教、儒俗三个层面中,儒学与儒俗两个层面是儒家本有的,而且至今仍然存在,所以

对其必要性无需作出说明.但是,儒家原来有政治层面,而儒学、儒教、儒俗三个层面却没有提到;儒
家原来没有儒教层面,而这里不仅列入了,还以其为未来儒家创造性发展的重点所在.这是为什么

呢? 为了避免引起误会,下文拟对这一问题加以详细说明.
前面提到,政治层面曾经是儒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

的主体或主流,无疑与历代统治者在政治上的支持分不开.然而,最近一百多年来,儒家遭受了前所

未有的打击,几乎一蹶不振,这也与其跟政治过从甚密有关.儒家近代以来的历史命运说明,政治是

一把“双刃剑”,而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与政策的不确定性是它的主要特点.以金、元全真道发展为例.
因西行觐见,丘处机得到了成吉思汗的信重与支持,并因此而获取了多项特权,致使全真道在短时间

内迅速发展,并成为蒙古国教.但很快蒙古统治者就意识到全真道势力过大,对其政权可能会构成

一定的威胁,所以就通过“佛道之争”来打击全真道,使其遭受重创.明代初期,全真道又因曾与元统

治者关系密切而受到抑制,这种状况直到明代中期才有所改变.再以儒、释、道三教在近代的命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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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近代以来,在西方科学与民主的冲击下,儒、释、道三教都遭受了严重创伤.然而,自上世纪８０
年代以来,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佛、道教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与发展,儒家却因为失去了政治的支撑,
又没有其他的客观化形式,至今仍然未能恢复.牟钟鉴先生曾言:“宗法性传统宗教过分地依赖于国

家政权和各阶层的族权,自身在组织上没有任何独立性,也没有教徒与非教徒的界限.这种情况一

方面有利于宗法性传统宗教的存在和延续,只要宗法等级社会存在一天,它便需要支持和保护这种

宗教;另一方面也使得这种宗教很难有跨越宗法等级社会的能力,如同佛教、道教那样延续到近现

代,一旦中世纪社会土崩瓦解,传统宗教便随之消亡.因此,当中国从中世纪向近现代社会转变的时

候,具体地说,在辛亥革命和倒袁之后,宗法性传统宗教便因得不到帝制的支持而从整体上坍塌了,
剩下的只是余音的缭绕和民间习俗的惯性作用.”①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与儒家的

命运是一样的,假若今天我们把儒家的未来命运再系缚于政治的支持,那么,儒家仍然不能摆脱随政

治而沉浮的历史命运.孟子曰:“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

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孟子告子上»)“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这句话真可谓对儒

家与政治关系的形象描述,政治既可以使儒家在一瞬间尊贵无比,同样也可以在另一瞬间将其打入

地狱.儒家若想摆脱随政治而沉浮的历史命运,获取自身的独立性,就必须要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

离.当然,让儒家完全脱离政治,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保持儒家的独立性,并不是要儒家与

政治不发生关系,而是指儒家复兴不要完全依赖政治,全然依赖政治支持的儒家复兴,并非儒家之

福,实乃儒家之祸.
近几年来,随着官方对传统文化的提倡,许多学者欢欣鼓舞,把儒学的未来复兴寄希望于政治的

支持,但政治的宽松只能给儒学的复兴提供一个有利的条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２１世纪的

中国,儒家只能是官方认同的多元文化形态中的一元,随着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崛起,儒家思想在

世界上可能会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但儒家独尊的局面再也不可能出现.儒家今天所应该做的,
并不是沉浸于过去独尊的回忆,也不应该醉心于不切实际的一统天下的幻想,而是应该放下身段,切
实而虚心地向佛、道两家,乃至世界一切优秀的文化学习,力求实现在理论上的不断创新与发展,以
适应中国乃至世界不断变化的需求.儒家的当务之急,应是尽快地弥补自身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不

足,以获得自身的独立性.而培育与发展出儒教层面,便是儒家获得独立性最切实可行的途径.
对于儒家是否是宗教,目前学界仍有不同意见,以任继愈先生为首的“儒教派”主张,“儒教本身

就是宗教”,任先生言:“中国没有出现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基督教,这是中国社会的特点所决定的;说
中国有了儒家从而避免了一场宗教神权统治的灾难,是不对的.因为儒教本身就是宗教,它给中国

历史带来了具有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特点的宗教神权统治的灾难.”②而以牟宗三先生为代表的当代

新儒家则认为,儒家具有宗教性,但本身并不是宗教,而是“亦道德亦宗教,即道德即宗教,道德宗教

通而一之者也”③,或者说是“成德之教”、“道德的宗教”④.牟先生言:“宗教可自两方面看:一曰事,
二曰理.自事方面看,儒教不是普通所谓宗教,因它不具备普通宗教的仪式.它将宗教仪式转化而

为日常生活轨道中之礼乐.但自理方面看,它有高度的宗教性,而且是极圆成的宗教精神,它是全部

以道德意识道德实践贯注于其中的宗教意识宗教精神.”⑤虽然以上两种观点截然对立,但有一点是

他们皆认同的,即儒家具有宗教性.虽然孔子彰显的是人文主义的精神,但在其思想中仍有许多宗

教性的内容,他虽然“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但主张“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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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牟钟鉴:«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试探»,«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１期.
任继愈:«论儒教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０年第１期.此处引自任继愈主编:«儒教问题争论集»,第１６页.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页.
牟宗三先生言:“此‘内圣之学’亦曰‘成德之教’.‘成德’之最高目标是圣、是仁者、是大人,而其真实意义则在于个人有限

之生命中取得一无限而圆满之意义.此则即道德即宗教,而为人类建立一‘道德的宗教’也.”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第５页.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０３页.



佾»),这说明他具有强烈的超越意识与终极关怀,而这恰恰是宗教性的重要内容.对于«中庸»的宗

教性,杜维明先生曾有专书讨论①.至于«易传»,其宗教性表现得就更明显,«彖传»讲“圣人以神道设

教”,«文言»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讲“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
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等等,无不透显着宗教的神性智慧.自汉代董仲舒到宋明儒家,儒学

的宗教性更是有目共睹②.正是因为儒家具有宗教性,它才可以成为儒家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本.
当然,儒家与佛教、道教不同,它的宗教特征并不明显,或者说,宗教性并非儒家思想的核心内

容.在过去两千多年中,对于统治者来说,儒家只不过是一种可以维持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工具,而对

于儒家知识分子来说,它则是一种“内圣外王之道”与“安身立命之学”,两者所关注的都是现世.实

际上,当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时,儒家这一基调就已奠定.但有一点儒、释、道三

教是相同的,即它们皆是既有内在性内容,又有客观化表现,然则儒家与佛、道不同的是,其客观化表

现不是教,而是政治.因为与政治的关系过于密切,在儒、释、道三教中,近代以来,儒家所遭受的打

击最为严重.当今之世,因为有教的依托,佛、道二教已得到迅速发展,并呈现出了持续兴盛之势,而
儒家的情况却不容乐观.当儒家脱离了政治,没有了政治的支持,其客观化表现土崩瓦解,儒家变成

了少数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然而,“内圣外王”是儒家的宗旨,脱离了政治,儒家的“外王”如何体

现? 即儒家在未来将以什么形式参与社会? 这是任何一位当代儒者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假若把儒

家与佛教、道教相比较,就会发现它们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儒家缺乏教的层面.实际上,学、教、俗三

个层面佛、道教皆有,作为宗教来说,教的层面的存在是必然的,除此之外,在学的层面上,佛教有佛

学,道教有道学,在俗的层面上,佛教有佛俗,道教有道俗.而儒家却明显不同,过去它只有学、政、俗
三个层面,脱离政治之后,目前只有学与俗两个层面,而缺少了教的层面.佛、道教为儒家的未来发

展提供了一条可行的思路,即培育出儒教的层面,使其成为一个儒学、儒教、儒俗三个层面并进的文

化系统.对于佛教和道教来说,在学、教、俗三个层面中,教的层面占到主要地位,而对于儒家来说,
仍然可以以儒学为主导,但儒教的层面绝对不能缺少.有了儒教的层面,儒家就可以像佛、道教那

样,以宗教的形式参与社会,从而获得相对的独立性③.
总之,假若我们跳出儒家本身,站在佛、道二教的立场来看儒家,缺少教的层面无疑是儒家最主

要的理论缺陷.以往因儒家与政治关系密切,其客观化内容可以通过政治体现出来,所以这一缺陷

表现得并不明显.而如今儒家已从政治中剥离出来,落实其客观化内容的途径目前只有一个,即建

构起儒教的层面.加上儒家原有的儒学、儒俗两个层面,儒家的未来发展应该走儒学、儒教、儒俗三

层并进的道路.

[责任编辑　李　梅]

９８三层并进:儒家未来发展的新构想

①

②

③

杜维明先生著有«论儒学的宗教性———对‹中庸›的现代诠释»(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一书,其中详细阐释了«中
庸»一书所蕴涵的宗教性内容.但与牟宗三先生一样,杜先生并不认为儒家是宗教,他言:“在这里,我必须指出,我并不是把儒学人

文主义的‘宗教性’视为基督宗教或伊斯兰教相同意义上的宗教.如果我必须在哲学和宗教之间进行抉择的话,我宁愿把儒学界定

为哲学,而不是把它界定为宗教.”(杜维明:«‹中庸›洞见»,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序”第５页)
关于儒家的宗教性,可以参看任继愈先生的«论儒教的形成»、«儒家与儒教»、«儒教的再评价»、«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

教———儒教»(以上文章见任继愈主编:«儒教问题争论集»)等文章,还可以参看李申著«中国儒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中国儒教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两书.

对于儒学宗教化问题,目前学界仍然有不同意见,有的坚决反对儒学宗教化,也有的力倡把儒学彻底改造为宗教.欲了解

关于儒教问题讨论的详细情况,可以参看韩星著«儒教问题:争鸣与反思»(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黄玉顺主编«庚寅“儒教”
问题争鸣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任重、刘明主编«儒教重建:主张与回应»(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等书.
对于这一问题,笔者的态度是,在坚决反对把儒学彻底改造为儒教的同时,又主张培植与发展儒家的宗教层面,力争实现儒学、儒教、
儒俗三层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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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２年邮务工潮之考察

田　明　岳谦厚

摘　要:１９３２年由邮资加价风波引发的“巩固邮基运动”,表层看起来是邮工为维护自身经济权益,借

助各种力量对政府当局的颉颃,然其背后的诸多因素却使事态变得相当复杂,削弱了此次运动的“合理性”

与“正当性”.造成这一结果的深层原因,是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对工人的控制尚“心有余而力不足”,工界成

为各种政治力量竞相角逐的场域,罢工则成为打击政敌的有力武器.此次罢工运动为我们提供了别样的

劳资纠纷样本,由此可以更加全面地看到劳工运动的另类面相.

关键词:巩固邮基运动;国民党派系;邮工组织;邮务罢工

中国近代邮政脱胎于１８６６年创办的海关邮政,虽然历经政权更迭,但在相当长时间内,其国有

垄断性质和西方管理模式却始终未变.尤其是依后者建立的人事制度上的公开考选以及财政上的

独立收支制度为世人所称道,并被视为中国近代邮政能在动荡多变的时局中维持比较稳定发展态势

的制度保障① .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改变这些基本制度.各级邮工组

织认为这将会破坏中华邮政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双方的纠葛由此而生.１９３２年初,交通部的邮

资加价进一步诱发了政府当局与各级邮务工会之间的矛盾并最终导致了席卷全国的邮务罢工,时称

“巩固邮基运动”.
此次运动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社会反响,其台前幕后亦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然迄今有限的研究

成果不是粗略勾勒事态发展的基本走向,就是简单描述一些缺乏逻辑关联的片段,均未能给出令人

信服的结论② .即使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或隐晦,或语焉不详③ .这不禁令人疑窦丛生.首先,此次

运动的诱因是交通部的邮资加价.按理说,邮政收入的增加是有助于提高邮工待遇的,那为什么邮

工组织还要罢工? 其次,上海邮务工会等邮工组织一直被认为是受国民党控制的典型“黄色工会”,
它们为何要举行旨在反对政府当局的罢工? 政府当局又是如何解决这场特殊的劳资冲突的? 再次,
罢工的最终指向到底是什么? 此外,就事件的主体而言,此次罢工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工人与资本家

的斗争,而是工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直接对抗,其表现超出了以往劳资冲突的范畴,发展轨迹与大革

命时期中共领导的大多数罢工亦有相当差异.因此,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不仅有助于还原历史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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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更能丰富体制内工会罢工的研究类型,从中管窥当时工会组织与国民党的真实关系.

一、巩固邮基运动的酝酿

１９３２年１月底,因蒋介石扣押胡汉民所引发的宁粤对峙告一段落,国民党内部的政治博弈终于

有了初步结果:曾经在宁粤对峙中获利的孙科因财政紧张以及得不到蒋介石、汪精卫等人支持,不得

不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汪精卫继任其职.３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选举因宁粤之争下野的蒋介

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正式宣告蒋、汪合作权力新格局形成.政局甫定,时任交通部部长的陈铭枢

就以“减省邮政亏累”为由宣布将采取以下三项重要措施:一是自５月１日起实行邮资加价①;二是取

消上年年底邮工刚刚争得的“金贵银贱”补贴;三是限制邮工晋级定额②.１６日,行政院原则上通过

邮资加价方案③.然谁都没有想到这一举措竟引起了轩然大波.
２２日,北平邮务工会率先反对邮资加价④.２７日,天津邮务工会亦发表反对意见称:邮政亏累原

因实为交通部措置失当.从１９２９年兴办中美航空公司到１９３０年成立专门的、独立于中华邮政的邮

储总局,不仅没有扩展中华邮政业务,增加收入,反而使中华邮政经济出现亏损.交通部对此非但不

反省,反将邮工加薪与邮资加价联系起来,意图挑唆邮工与民众关系,并增加民众负担⑤.从这个声

明可以看出,为争取社会广泛同情与支持,天津邮务工会采取的策略就是有意淡化有关邮工福利的

内容,以避免落下仅为邮工谋私利的嫌疑,而是突出反对邮资加价,以煽动社会大众的不满情绪.稍

后,作为各地邮务工会实际领导者的全国邮务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简称邮筹总会)亦公开表示:邮资

加价不过是挽救邮政亏损的“治标”之策,唯有改良邮政,归并邮储总局,停止支付航空邮政津贴,确
立以邮养邮政策,才能彻底节流⑥.«申报»据此以邮筹总会“不赞成邮票加价”为醒目标题向社会进

行了报道.岂料时隔三天,邮筹总会常委发表谈话,声明本会“以为邮票加价,势在必行,但同时更应

注意于紧缩政策之实行”.至于日前各报以“不赞成邮票加价”为题刊发本会消息乃是对本会本旨的

误解⑦.显然,邮筹总会与平津邮务工会对邮资加价的态度略有不同,这是有历史和现实原因的.
首先,无论邮筹总会还是天津邮务工会,矛头都指向了航空邮政和邮储分立,其目的是希望借邮

资加价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美航空公司开办于１９２９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交通部为此决定用中

华邮政部分收入来弥补其亏空.截至１９３２年,中华邮政共补贴相关航空公司近２７０余万元⑧.这打

破了中华邮政自开办以来所制定的“以邮养邮”政策,即中华邮政收入除每月交解交通部的正常费用

外,政府对其余部分没有支配权,该部分收入要存入银行,以备发展邮政之用⑨.不仅如此,１９３０年１
月,时任交通部部长的王伯群根据其亲信、原邮政总办刘书蕃的建议,决定成立邮储总局,将原本由

中华邮政办理的储汇业务转于该局,并规定盈余除三分之一留作公利金及特别准备金外,其余部分

均需报解交通部.此举被各地邮工组织认为是国民政府进一步打破中华邮政经济“独立”,方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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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提取与侵占邮政收入的阴谋①.此时,坊间传言进一步加剧民众对该局设立的疑虑②.虽然邮

储总局一再辩白其成立的“合理性”③,但随着邮储分立,邮政收入锐减,以致１９３０－１９３２年共亏损

１５００余万元④.为维护邮工利益,巩固组织基础,上海邮务工会联合上海邮务职工会⑤多次上书有关

部门,请求彻查刘书蕃,取消邮储分立⑥.而邮储分立的最终决策者与真正支持者恰是时任国民政府

主席的蒋介石,刘书蕃不过是具体执行者罢了⑦.因此,“驱刘反储”受到多方压制,不了了之⑧.然

而,时局的变动尤其是邮资加价给了邮工组织旧事重提的可能,但面对仍暗潮涌动的政局,此时邮筹

总会并没有急于表态,而是借平津邮务工会来试探当局对津贴航空邮政及邮储分立的态度.
其次,邮筹总会与陈立夫CC系的历史渊源,决定了它在蒋介石重新上台后,各方对陈铭枢出台

邮资加价等措施态度未明之际,不得不暂取较为谨慎的态度.邮筹总会是由上海邮务工会提议并于

１９２９年发起成立的,其成员包括北平、天津、南京及上海等地数十个邮务工会,在１２名常委中上海邮

务工会占据了６人⑨.这意味着上海邮务工会凭借其成员素质较高、组织较为完备,成为了各地邮务

工会实际的领导者,邮筹总会能得到陈立夫CC系的青睐,亦与上海邮务工会有着莫大关系.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由国民党直接控制的第四届上海邮务工会由于得不到工人支持很

快就倒台了.第五届上海邮务工会成立后,为避免陷入到政治“漩涡”中,其领导者坚决反对工会接

近政治.这样的态度间接导致了１９２８年上海邮务罢工的失败.此届邮务工会垮台后,陆京士凭借

１９２５年就加入国民党的资历以及曾经在“清除”沪工界中共势力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受到了国民党

上海市党部CC系骨干吴开先的青睐,不仅逐渐掌握了上海邮务工会的实权,还成为后者处理工潮

的重要帮手.在完成对上海邮务工会的掌控之后,陆京士又积极筹划了全国性的邮工组织———邮

筹总会,并使其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及陈立夫 CC系建立起密切关系,邮筹总会亦被认为是国民党

工会的重要台柱.作为国民党间接控制邮工组织的重要代理人,陆京士于１９３１年７月在国民党中

央执行委员会第一五○次常务委员会上被圈定为上海市党部候补执行委员.
虽然交通部的邮资加价引发邮工组织对相关问题的再讨论,但在邮筹总会采取进一步行动前不

２９ 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霍锡祥、楼祖贻:«邮政储金汇业局见闻»,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６５辑,第２００页;«反
对另设储金汇业总局运动之经过»,«上海邮工»１９３０年第３卷第４、５、６期合刊.

«交通部邮政储金汇业总局训令第二/七九号»,天津市档案馆,W２ ５５０.
«邮政储金汇业总局经过概况»,J１０ １ １４７７,北京市档案馆;«王伯群谈话»,«民国日报»(上海版)１９３０年２月２６日,第１

张第４版.
修晓波:«邮政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４０页.
上海邮务工会主要由上海邮局的低级员工组成,而上海邮务职工会则由上海邮局的高级职员组成.在两会成立之初,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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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考虑当时的形势.蒋、汪“合作”局面刚刚形成,蒋为此做出许多让步,汪派中的重要人物被安置

在各部担任要职.在邮筹总会看来,蒋的如此诚意,使其不可能不顾邮资加价对解决新政府财政困

难有所帮助的事实,而蒋与在外界看来属于蒋派的交通部长陈铭枢①更不可能主动推翻原本是在蒋

执政时期制定的相关政策.因此,在社会各界未对邮资加价做出反应、政治态势仍不明朗的情况下,
邮筹总会要想实现诉求,避免逞口舌之快,静观其变才是最佳的策略.

再次,邮工组织“尴尬”的法律地位,使其希望以谨慎态度来换取新政府的承认.各地的邮务工

会大多是依据１９２４年由孙中山颁行的«工会条例»而成立的.但根据１９３０年５月３０日国民政府国

务会议公布的«工会法施行法»,不仅禁止国家行政、交通、军事工业、国营产业、教育事业、公用事业

各机关职员或雇员组织工会,更不允许有纵向的全国性工会组织②.因此,各地邮务工会以及在此法

颁布之前成立的邮筹总会竟成为“非法组织”了.此后,它们仍得以存世,不过是依靠“事实上与上海

市党部及政府之间关系迄未断绝”③.虽然,邮务工会各级组织举行历次代表大会时,国民党党政机

关都会派代表参加并作“训词”④,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民党已在法律上承认它们的地位.
蒋、汪“合作”后,时任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陈公博迅速完成了与邮务工会性质相同

的,且与汪派关系密切的铁路工会及海员工会的改组工作⑤,并在１９３２年３月１０日国民党第四届中

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常务会上通过了由其起草的«指导民众运动方案».该方案特别规定:海员及

铁路工会可设总工会及分会;邮电工会于所在地设立,其组织法规单独制定中⑥.虽然此举有明显压

制邮务工会生存空间的意图,但毕竟留有余地,两害相权取其轻,邮筹总会明白,这时反对业已经过

行政院同意的邮资加价,不仅会恶化与汪派的关系,不利于自身利益的实现,甚至还可能授人以掀起

“政潮”之柄,引来蒋介石的微词,因而对反对邮资加价暂时保留了意见.
综上可见,出于各种考虑,尤其是邮资加价所衍生出的复杂政治关系,邮筹总会暂时采取了较为

和缓的态度.然而,就在邮工组织举棋不定之际,蒋介石与陈铭枢的关系恶化很快便使邮筹总会改

变了立场.蒋、陈的矛盾最早可追溯到１９３０年的中原大战,当时陈奉蒋之命率十九路军北上,却因

此失去了广东省主席职务⑦.陈从此秘密投入到邓演达等人的反蒋行列中⑧.虽然在宁粤对峙中他

积极斡旋促成了双方和解,但同时他又迎合粤方要求,逼蒋下野,且恐其“退之不速也”,这使蒋大为

不快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陈对蒋的对日政策十分不满.随后的“一二八”事变中,陈对“上
海人”指责蒋不派兵增援抗日前线的所谓“反动之言”,“闻之毫不动声色”.这使蒋视其为与陈炯明

一样的“无血心之人”,蒋愤愤不平地在日记中写道:“真如(陈铭枢字———笔者注)之愚庸则我所知,
真如之奸鬼则我所不知,而真如之能为陈炯明第二,是又我所万万不及料者也.”

此外,陈铭枢执掌交通部后的人事变动更触犯了蒋介石等人的利益.曾长期担任国民政府财政

顾问的美国人杨格就指出,交通部在国民政府各部中一直是属于“有钱衙门”,且经营收入是独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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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政之外的①.更有媒体公开批评交通部每年收入甚巨,却无须向财政部“报告”,其长官“视国

产如私有,一切收入均可任意支用”②.正是鉴于交通部这一“特殊”地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交通

部长一直由蒋的亲信———何应钦的舅哥王伯群担任,直到１９３１年底王随蒋下野宣布辞职后才改由

陈铭枢继任.陈上任后,随即安排改组派骨干、广东同乡陈孚木为交通部政务次长③,委任曾是自己

秘书的杨建平为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④.此外,还将与他有直接、间接关系的人尽力安插至其他各

部,大有权倾朝野之势.“这样的情形自然非蒋先生和他左右所能忍受的”⑤.随着蒋陈矛盾的

逐渐升级,陈甚至还在暗中策动政府人员总辞职,并加紧联络国民党内各派人士反蒋⑥,这些都无疑

激怒了蒋介石.
反蒋离不开财力,陈铭枢掌管的交通部尤其是邮储总局可以为此提供资金支持.尤其邮储总局

是交通部增强独立支配相关收入能力的重要部门.因而,４月２５日,陈针对邮工组织关于邮储合并

的要求,通过邮储总局局长杨建平向外表示,邮储总局的成立是利国利民之举,不能分而再合⑦.邮

筹总会等邮工组织眼见要求遭拒,而陈立夫 CC系方面又不断传来蒋以为陈很可能“为反动派所煽

惑亦随之叛变如不预防,必有近忧”的信息⑧,随即意识到唯有追随蒋,迫陈交出交通部权力,截
断其经济来源,预防“叛变”,才有可能借机实现有关诉求.当然,邮工组织亦明白政治操作需要一个

冠冕堂皇的理由,在其看来,交通部邮资加价无疑就是触发各种矛盾的关键.

二、巩固邮基运动的爆发

面对诸多质疑,４月１０日,交通部次长陈孚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解释了邮资加价的理由.
他称:日本对东北的侵占以及蔓延数省的自然灾害使邮政经济几近破产,加价实属无奈;并称“使用

邮政最多者,非多数之贫苦民众,而是较为富裕之商业者及都市之有产份子”,因此,加价不会为多数

普通民众所累.而且由邮局寄递的书籍大多为神怪淫秽小说,最终为无道德之书商渔利,实不合情

理.此外,交通部亦将力行节俭,邮工加薪亦有相当限制,以免再有收不敷支而行加价之举⑨.虽然

陈的解释意在讨好普通民众,但他却将矛头指向了一定程度能够掌握社会话语权的“有产份子”、“书
商”以及邮政员工.因此,此话一出便激起了各地书业界、学界、商界的激烈反应,他们纷纷以邮费增

加不利于文化、教育传播及商业运营为由,反对邮资加价.

５月１日,邮资加价如期实施,交通部并没有表现出要解决邮工所关心问题的诚意.书业界、商
界等社会团体的反对之声亦没有牵出邮筹总会等邮工组织最为关心的问题.再加上蒋陈矛盾的逐

渐公开化,如果此时邮筹总会仍取暧昧态度,极有可能丧失实现诉求的机会.因此,邮筹总会顺势发

表公开声明,明确表示反对邮资加价,并称将拟订“巩固邮基便利民众具体方案”.同时,还派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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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见陈孚木,申明意见.当代表问及如何看待诸多社会团体对邮政问题的态度时,陈竟然“蔑视舆

论,肆口谩骂之态度,皆为国人曾未前闻”①.如此一来,就促成了社会舆论与邮工组织结成暂时的

“利益同盟”.此后,一些主流媒体便开始积极讨论有关邮政经济亏累的原因了.其要点为:一是交

通部开办航空邮政与成立邮储总局等才是邮政经济颓势的主因,政府行政失当何故转由民众负担②?
二是针对原交通部高层官员相继曝出的贪腐事件③,质疑所谓邮政亏累,纯由交通部营私舞弊,以致

“公家为亏,当局不亏;所谓贴本,公家为贴,私人不贴”④.不过,这时的媒体亦只是试图借此否定邮

资加价的“合理性”,并不希望“刺激”现任交通当局而使矛盾更加激化.
与此同时,立法院因邮资加价也向行政院提出质询.立法院认为根据１９３１年国民政府之政令,

一切特殊费用的增收均须中政会决定原则,立法院审议后方得成立.交通部之邮资加价无论是否合

理,都未按程序审议,故宣布此次邮费加价不合法⑤.立法院个别委员甚至认为交通部本意利用邮政

储金设立银行,但因“一二八”事变突发,“此计不得实现,故改行增资,以便抽取盈余”.可见,立法

院亦将矛头指向了陈铭枢执掌的交通部.然其动机却不禁令人生疑,因为交通部提议邮费加价已

久,“立法院不早提出制止办法,欲于数小时咨询理由,并欲撤回已颁发之部令,事实上当然困难”⑥.
社会舆论的沸腾给了邮工组织借力打力的机会,而立法院的质询更释放了明确的政治信号,于

是,邮工组织迅速采取实际行动.５月３日,上海邮务工会正式向交通部提交了“巩固邮基方案”(简
称方案),其核心内容是:要求行政当局确定以邮养邮的原则;裁并邮储总局并恢复中华邮政的原有

组织,邮储业务继续由邮局经办;暂缓邮资加价,中华邮政停止向中国、欧亚两航空公司拨款等等,为
了实际响应社会对邮资加价的反对,上海邮务工会同时宣称将在工作中拒绝使用新邮价⑦.

从“方案”的内容来看,上海邮务工会的诉求点仍集中在反对津贴航空邮政及邮储分立等问题

上,其内容所涉及到的邮资暂缓加价不过是“应景之作”.因此,上海邮务工会不是反对邮资加价,而
是希望借反对邮资加价来争取自身利益.但是对于其他社会团体而言,它们关心的只是能否减轻邮

递费用,其对交通部行政措置的指责不过是反对邮资加价的理由,并不是目的.
双方不同的利益诉求很快就使上海邮务工会等组织陷入“孤立”.５月６日,行政院决定对所加

邮费分别减免,书籍、印刷物暂缓加价⑧.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邮务工会认为行政院减免邮价的策

略并不能彻底解决邮政经济亏累的问题,希望继续协力推动“方案”的实施⑨.然而,它们的主张却未

能得到社会团体的再次响应.情急之下,上海邮务工、职两会不得不宴请上海各界人士,重申“方案”
的本旨与目的.应邀出席的上海特别市党部执委、CC系骨干潘公展等人虽公开支持邮务工会的行

动,但这样的表态却很难再次激发社会的关注.一场由邮资加价所引发的社会运动在行政院改订

邮费后遂成了各地邮务工会的“独角戏”.
行政院改订邮资的新政策成功瓦解了邮工组织与相关社会各界的“结盟”.于是,陈孚木又胆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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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在他看来,邮资加价对邮工并无坏处,各地邮务工会公然发表一系列反对言论,挑唆公众的不

满,这无异于蓄意捣乱.因此,他表示:“本次长在政一日,对此实难忍受,宁愿邮政停业一年,国家交

通停止一年,亦不愿此捣乱份子存在邮局一日,誓必加以驱除.本次长认为正当可行之事,任何反

对,手枪炸弹亦何畏惧?”①同时,外界亦对各地邮务工会所提出的有关问题渐生疑窦,认为这都是王

伯群任内之事,为何却在陈铭枢主掌交通部后才严重提出,是否有对人的问题? 为此,上海邮务工、
职两会不得不解释称:“本会历次行动全在维护国家事业,民众利益,绝无其他任何问题.”②显然,外
交辞令式的说辞并不能使外界释怀———具有深厚政治背景的邮筹总会有可能借机掀起一场针对新

政府尤其是陈铭枢的政治风波.此后,随着各地邮务工会与行政当局交涉的展开,这样的质疑进一

步发酵.５月中旬,传出了上海邮工酝酿罢工的消息.接着,坊间又传出交通部接到密报,称“有人

以三万元运动沪邮工罢工”,交通部已请行政院速电上海市党政军当局切实取缔邮工组织,严禁其罢

工企图,并查办主谋③.对此,上海邮务工会表现得极为激愤,认为这是有人故意构陷,要求交通部究

查消息来源,并称如情况属实,甘受严厉处罚④.然而,交通部对此却不置可否,只是取消了此前有关

废除金贵银贱津贴及限制邮员晋级的训令⑤,希望能够缓解与邮工的矛盾.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铁

城为平息事态还约见了邮工代表,劝其慎重行事,未果.５月２２日,上海邮务工会率先宣布罢工.同

日,陈铭枢及陈孚木以邮政总局局长钱春祺及交通部邮政司司长龙达夫涉嫌煽动邮工罢工为名,将
其逮捕,邮储总局常务监理刘书藩被停职查办,并分别委派黄乃枢、林实继任其职⑥.这样的人事任

免,显然暗含深意.黄、林二人为中华邮政旧人,且与刘书藩素有嫌隙.黄是陈铭枢的广东同乡,曾
与刘在邮储分立问题上发生激烈冲突,并愤然辞职⑦.而林实更与汪精卫交好,是刘书藩在中华邮政

中重要的政治对手⑧.随后,罢工中出现了“打倒汪精卫、陈铭枢”、“拥护王伯群”等字样的传单,更让

人相信此次邮潮很可能是前任交通部要人从中操纵所致⑨.
邮筹总会等邮工组织虽极力否认此类传言,但“巩固邮基”的罢工运动远非那样简单和纯正.根

据有关史料显示,“方案”的实际草拟者是时任邮政总局总务处长余翔麟,余是钱春祺的同学,钱又曾

是刘书藩的秘书,并且钱亦一直暗中参与了此事.５月１４日,邮筹总会开会对可能发生的罢工作

出了一系列的安排与部署.据陈铭枢称:钱事先对此都十分了解,在逮捕钱时,检查出由其拟定的

罢工标语,甚至还检出上海邮局致该局长的多份电报,均明言罢工日期,该局长始终未具报到部,“其
为蓄意煽动罢工,已属无疑”.此外,随着事态发展,媒体要求彻查刘书藩等人贪腐行为的呼声持续

发酵.这很可能使刘书藩等人在任内期间的“不法”东窗事发.因此,有消息称有人运动罢工实际

上是试图借此掩盖舞弊.这些都成为交通部某些人与罢工有所联系的佐证.
然而,就此坐实前交通部高层操纵罢工或许难以令人信服.因为上海邮务工会与刘书藩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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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怨使后者操控罢工的可能性很小,而且那些所谓打倒某某、拥护某某传单的来源亦甚为可疑,发传

单的人并非邮工,仅为人所雇,且“邮工反对之当局政策,原多为王伯群所倡导,似与传单主张矛盾

恐有少数人受人利用”①.前任交通部要员操控罢工的证据不足,其在此次罢工中的出现不过是

为了“搅浑水”罢了.对于纷起的传言,上海邮务职工会自辩称:这一切可能是交通部自编自导的“闹
剧”,其目的是试图以“受贿头衔加诸邮务职工,使邮务职工为避嫌而不致罢工”②.它们更认为恰恰

是交通部的“污词宣之报端”,导致群情“弥觉愤激,而无由抑制”,引发了沪邮工罢工③.
此外,据«盛京时报»报道,罢工期间,“广东派”亦向邮工提供过“资金”援助④.所谓“广东派”,显

然是指胡汉民派.虽然«盛京时报»作为日本人办的报纸,难保没有挑拨中国各政治派系的矛盾以渔

利的嫌疑,而且迄今还没有发现胡汉民等人曾介入此事的直接证据,但由于他与蒋介石、汪精卫存在

众所周知的矛盾,值此邮工发难之际趁机支持邮工罢工不是不可能的,何况还有舆论指证粤方的确

以实际行动支持了邮工的罢工:广东当局深觉中央措置失当,因此容纳当地邮工要求,归并了本地的

邮储局⑤.更有传言说前任行政院院长孙科也卷入了此次邮潮⑥.由此可见,此次邮务罢工确实引

起了各方政治势力的关注,并试图借此发动政潮.正如吴开先事后回忆:“当时南北失意军阀、政客,
均寓居上海租界,亟思利用此次全国邮工总罢工机会,扩大工潮,意图造成不可收拾之局面,以达反

对中央政府之阴谋.”⑦

虽然,在当时的政治态势下,鉴于不同的政治目的,各派意图借机“有所作为”是有可能的,但这

与能够真正操纵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在此次邮潮中真正左右局势的是蒋介石与CC系,其目的是借

机搞垮陈铭枢⑧.不过,为了撇清关系,在罢工发生后,CC系掌控的上海市国民党党部曾矢口否认有

党部重要成员参加罢工⑨,但事实上其候补执委陆京士就是此次罢工的核心领导,此举无异于欲盖弥

彰.因此,即使是罢工结束后,陈孚木仍坚持“运动罢工”一事绝非空穴来风,并公开指责有人筹措党

费,指使党员极力“贿运”罢工.由此可见,上海邮务工会等工会组织的政治背景及动机不仅使事态

变得更加复杂,而且直接影响了行政当局对事态的处理.在交通部看来,为了避免事态的恶化,行政

当局先是对邮资进行了调整,后又满足了邮工对福利的要求,但邮工组织仍不依不饶,其背后必定有

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罢工开始后,行政当局表现得相当强硬,不仅紧急作出了相关的人事调

整,而且还指责工会越权干涉国家行政,尤不应以罢工相要挟,破坏地方治安.翌日,汪精卫、陈铭

枢等人纷纷指摘邮务工会之组织及罢工行为有违«工会法»,如其不听政府劝导复工,“政府将不得不

执行严厉之处置”.甫任交通部邮政司司长的林实亦否认交通部与邮工组织有和解之意.
行政当局的态度进一步激化了事态的发展.为响应邮筹总会指令,２４日,平、津、杭州、福州等

地邮务工会宣布罢工,工潮进一步扩大.２５日,罢工持续高涨,南京邮工组织决定停工三日.陈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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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下令南京军警搜捕工会负责人①.为防止各地邮工组织串通信息,交通部严禁电报局转发邮工电

报②.同日,汪精卫电令各省市军政长官切实维护邮政通畅,对听从劝导的邮工予以升迁,并严令罢

工邮工限期复工,逾期者将一律开革,交通部将另行招工③.陈铭枢还特别电告平津行政主管,称此

次罢工“非仅为要求本身利益所发,实亦有其他作用”,希妥善防止.但平津两市市长认为行政院之

通令将使事态日益扩大,无法收拾,况罢工为全国之事,“单独解决某一地点,绝难办到”,表示如邮工

并无越轨行为,“自不便横加干涉”,只能力主劝导④.河北邮务长丹麦人阿良禧更警告行政当局筹划

新招邮工“在事实上未必能抵抗全国邮工,徒增该地之纷扰”⑤.
平津行政长官的表态无疑变相拒绝了中央行政当局的有关命令,如果再联系前文中的平津邮务

工会率先反对交通部的邮资加价政策,事情就更为复杂了.此时的平津地区是张学良的势力范围,
张与汪关系不睦由来已久.在１９３０年中原大战中,张率东北军入关支持蒋介石,彻底瓦解了汪与冯

玉祥、阎锡山政治同盟.虽然在“九一八事变”中,张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各方的责难,但直到１９３２
年４月,汪主持的“国难会议”中才通过了由改组派张居平提出的“撤惩张学良案”⑥.而蒋介石任委

员长的军委会很快作出了回应,以“时机未到”为由拒绝剥夺张的军权⑦.就此可推断,平津邮务工会

对邮资加价的率先发难正是利用了这种复杂的政治关系,平津当局的态度亦有坐视“为难”汪的意

思了.
复杂的政治关系使得罢工从一开始就与普通的劳资纠纷相去甚远,虽然,上海邮务工会等工会

组织一再表明其行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但在如此政治局势下,其政治背景已掩盖了它的原有

诉求.因为,上海邮务工会等工会组织根本无法解释为何在蒋介石下野之前,它们曾多次陈情“方
案”所提内容,虽然未果,却未有“过激行动”.但随着政局的变化,这时却表现得如此“激烈”.这样

看来,此次邮务罢工的发展逐渐超出普通劳资纠纷的范畴,“异化”成一场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

三、巩固邮基运动的收场与余波

其实,就在工潮不断扩大的同时,解决邮务罢工的转机出现了.首先,随着邮务罢工的蔓延,各
地的通邮陷入停顿状态,给社会大众带来很大不便,民众竟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因此,从２３日起,媒
体舆论对邮工罢工的态度便逐渐由同情转变为焦虑,并希望罢工邮工及早与政府当局达成和解⑧.
正如«大公报»所言:公众不满意政府的颟顸,在“不知不觉之中对邮工表示好感然而邮工提出此

种对人对事性质之复杂之行政问题,而欲以罢工手段,彻底解决之,事实上自不能如此简易,社会亦

绝不能容忍久持”⑨.更为严重的是,２４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及日租界宣布设立临时邮局,自行

寄递对外邮件.公众开始担心中国邮权将随之落入外人之手,这更加速了社会舆论的转向.不仅

如此,上海市总商会亦筹划以童子军递送邮件.到了此时,“不仅空洞的民众团体文字上的援助已

大大减少,而且舆论也一改前数日赞和的态度”.邮工本希望通过罢工来阻断交通,借此向行政当

局施压,但社会的种种应急举措无疑是釜底抽薪,反使罢工邮工倍感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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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工界内部的反对加剧了邮务工会的孤立.在罢工之初的前两日,由上海邮务工会核心人

员朱学范领导的上海市总工会①及部分行业工会等数十团体先后发表声明,同情甚至是支持邮工罢

工②,有人认为总工会对罢工的支持是受到了邮工的操纵③.其实,总工会实际存在两派,一派以陆

京士、朱学范等人为首,另一派则由汪精卫支持的商务印书馆的陈培德等人为核心④.罢工爆发后,
朱学范依据邮筹总会的要求息交绝游,总工会的权力暂时落到陈培德等人的手中.２５日,陈培德等

人即以总工会名义发表宣言,一改此前支持罢工的态度,称邮务工会“固执成见”,本会同人对于邮工

组织的错误行动,“认为有纠正之必要”⑤.此外,汪派掌握的海员工会等数十个工会组织亦指责邮工

要挟政府,表示绝对拥护政府决定⑥.陈公博则利用改组派内的工人运动骨干发起呼吁复工运动.
在其积极运作下,上海各业工会中的绝大多数负责人都在倡议邮工复工信上签了名⑦.工界的反对

使罢工面临中途夭折的命运,邮筹总会不得不表现出一定的和解姿态,以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
最后,蒋介石的态度是关键.罢工之初,蒋日记中写道:“邮务罢工为陈铭枢所逼成,又须政府为

难也.”⑧这明显表达了他对陈决定邮资加价,并由此引发邮务罢工的不满.２５日,蒋电请杜月笙设

法调解工潮⑨.按照蒋、汪的政治分工,“专管军事”的蒋就此事出面似有“越俎代庖”之嫌.但对蒋而

言,与汪的“合作”需要有所表示,现在汪遇到了信任危机,他不能坐视不管.而且,邮务罢工的真正

动机并不是要“汪内阁”倒台,而是要为难与蒋同床异梦的陈铭枢,如果任由邮潮扩大,后果不堪设

想.因此,蒋的适时出手,既可视作蒋给危难中的汪以“顺水人情”,又可让其感受到自己强大的政治

影响力,可谓是一箭双雕的好棋.
蒋之所以在此时求助于杜月笙也颇有深意.因为按照当时颁行的«劳资争议处理法»,邮务工人

不得罢工,亦就谈不上组织仲裁了.更为重要的是,此事的政治背景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如果由蒋

派人士出面调解,一旦成功,不仅会引起政府内部汪派人士的不满———政府仍然受到蒋的控制,而且

还会坐实此次邮潮受到政治摆布的事实.因此,蒋授意“体制外”的杜来处理此事最为合适,因为杜

与陆京士等人有非同一般的关系———１９２８年,陆投入到杜门下,拜后者为“先生”.正是鉴于杜月

笙在邮务工会中的影响力,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曾在罢工发生后即拜访杜,希望其能够出面调解,但杜

以邮工的要求并未“越轨”为由,拒绝调解.然而,当杜接到蒋介石授命之后,其态度立刻发生变化,
承诺如果政府诚意接纳邮工要求的话,可以出面召集社会贤达进行调解.在得到吴铁城愿意负责与

行政院、交通部协商的承诺后,杜、吴二人拟出了调解人员名单.邮工代表“亦表示在未得最后解决

前,不使工潮扩大”.就在各方焦急等待调解结果的时候,邮筹总会突于２６日宣布复工,其理由为

“方案”之原则已为国民政府所接受,并将详加讨论.
此次罢工的“骤起骤息”,其中的政治因素是很明显的.正如傅斯年所言:此次邮潮除给人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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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便外,“更使人惊异,何以这样的大事起得这样急骤,不有作用,焉能这样攸然动作呢? 于是‘背景’
之疑人人心上有的”①.但这样的政治争斗并未因运动结束而终结,反而继续在邮工组织中上演.

其实,早在罢工之前,上海、南京等地邮务工会的内部矛盾已初现端倪.５月１４日,邮筹总会关

于罢工前各项准备的会议纪要就被外露.事后上海邮务工会将矛头指向了曾任罢工委员会委员的

劳杰明,认为此人“籍隶广东”,因此与同乡陈孚木、黄乃枢勾结,除将邮筹总会酝酿罢工的消息泄漏

外,更指使上海邮务工会执委邢容照、屠鹤云等人破坏罢工②.就在罢工消息传出后,所谓的“苏皖邮

区邮务全体职工”发表声明,对交通部恢复邮工福利的让步表示满意,并指责邮筹总会中少数人受到

巨款运动图谋罢工③.此后,南京邮务工会及苏皖邮务职工会发表联合启事,否认“苏皖邮区邮务全

体职工”的合法性,称“其为不良分子甘受他人利用”,“显系假名招摇别有企图”④.罢工发生后,陈公

博派出中央民众训练委员会工人科科长伍仲衡等人与邢容照、屠鹤云联络,试图从内部瓦解邮工组

织⑤.对于内部的“不忠”,陆京士等人当然要“纯洁”组织,肃清“叛徒”.与此同时,邮工组织在罢工

中表现出的力量使汪派人士甚为忌惮,也加紧了在邮务工会培植自己的势力.这样,国民党的派系

纷争在罢工结束后仍继续着,只不过变换了一个舞台罢了.

６月６日,邢容照等人刊登广告称:上海邮务工会有人指责其向中央索贿重金以破坏工运等情事

实为嫁祸于人,为正视听并挽回名誉,特委派律师代为登报澄清⑥.同日,上海邮务工会对外宣称,邢
等人在罢工期间受某方指使,阴谋破坏,该会正在据实审查.在此期间,上述人等的一切对外活动,
该会将予以否认⑦.１３日,邢等人决定成立“上海邮务工会临时联合办事处”,即日开始办公⑧,史称

“新工会”事件.该组织被认为是陈孚木勾结劳杰明共同促成的⑨.几天之内,到“新工会”登记注册

的会员达到４００余人,这无疑令陆京士大为恼火.翌日,上海邮务工会发表通告,否认临时办事处的

合法性,称其是少数“内奸”盗用工会名义在外招摇,以扰乱视听,并决定将邢等９人开除出会,呈请

沪党政机关严令取消临时办事处.同日,上海邮务工会各分部亦发表宣言称:对所谓的各部各组代

表联席会议毫不知情,并拒绝承认临时办事处.１８日,临时办事处在陈立夫的授意下被沪公安局

查封,邢等人脱逃,“而某方当局特派指挥汤某,则于事后离沪,不知何往”.２１日,上海邮务工会召

开全体会员大会,议决将邢等人驱逐出局,“并要求当局不得再容留该工贼等在局内办事”.而对于

“某部当局侮辱劳工,破坏工运,摧残邮政,举止乖张,行为卑鄙,收买工贼,捣乱工会,罪恶昭著”等情

事,上海邮务工会将于必要时,“以最有效方法手段对付之”.
“新工会”事件不仅表现为上海邮务工会内部的权力争夺,更反映了邮工与工会之间的关系.对

于普通邮工而言,最关心的是切身经济利益,因此,当行政当局取消了邮工的各项福利时,必然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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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体工友的反抗①.而当行政当局转向妥协,适当顾及其经济利益时,邮工发表反对罢工的宣言就

不足为奇了.虽然,罢工如期实现了,但邮务工会所关注的是如何实现方案与政治目的,并没有更多

考虑普通邮工的基本诉求,只是一味要求邮工为工会利益而斗争.这是邢容照等人在罢工结束后仍

能利用工友对工会的不满掀起“新工会”事件的直接原因.
可以说,此次运动公开的诉求并没有得到较好满足,邮工仅得到了每人每月加二元津贴等少许

利益②.事后,邮筹总会不断上请为解决此次罢工后续问题而成立的“邮政经济制度研究委员会”,要
求满足“方案”中所涉及的问题③.但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并由行政院核准通过的“方案”,始终未见实

施④.然而,实际领导此次罢工的陆京士却因此获益,在当年９月,被选为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

员⑤.而陈铭枢却在６月５日向行政院提出了辞呈,在其给林森、汪精卫、蒋介石的辞呈中称:当下社

会、政治环境恶劣,每每有奸人从中为祸,“假公以快私”,为了避免再生事端,特请求批准其辞职⑥.
这样的解释无疑是有所指的,据当时人分析陈的辞职与此次邮务罢工有着相当的联系⑦.

四、馀　论

客观地讲,处于相对弱势的邮工组织一开始的想法是比较简单的,不过是希望在国民政府发生

重大人事变化的背景下,以邮资加价为契机,借民众之力旧事重提.对此,行政当局一方面通过让步

成功地改变了社会舆情的态度,并从内部瓦解了邮工组织.另一方面,则对具有不同政治背景的邮

工组织处处提防———后者的任何举动都可能是政治阴谋.从某种意义上讲,正由于此,使邮工组织

的目的不可能通过正常的方式实现.眼见实现自身诉求的机会变得越加渺茫,邮工组织在得到政治

信号的情况下,以“巩固邮基”为口号,发动了邮务罢工,希冀以此来换取自身利益的实现.在此过程

中,国民党众多政治派系的介入使整个事件变得扑朔迷离,正如时人评论:“大概中国内部的政治形

势从来没有像当前这一由彼此冲突的阴谋诡计组成的迷宫更令人迷惑的了.个人和集团在大幕后

面的舞台穿梭往来.”⑧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参与其中的政治力量都有“浑水摸鱼”之嫌,其目的不

过是为难新政府罢了.真正能够决定事态发展的是暗中布置的蒋介石及陈立夫的CC系,邮务罢工

成为其发动政潮“光明正大”的理由和工具.蒋介石一方的政治操作以及只针对陈铭枢的政治目的

决定了事件“骤起骤息”的过程.看似主动的邮工组织其实一直处于被动之中,这亦决定了事件的最

后结果———得到邮务工会主要力量以及帮会支持的蒋介石一方取得了完全胜利,陈铭枢被迫辞职,
但邮工组织的诉求不可能实现.如果说邮工组织还从中获得了一些“利益”的话,那就是陆京士等人

通过陈立夫的CC系清除了上海邮务工会内部的异己,邮筹总会的名声亦在社会和工界引人注目起

来⑨.作为个案,此次事件有着某种偶然性,但其中仍有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首先,此次运动中,包括邮筹总会在内的工会组织为什么会卷入到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争斗中?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跳出事件本身来探讨国民党劳工政策与实践.中国工会的产生与发展具有一定

的“外生性”,即其发展脉络深深受到外部政治力量的影响.“中国的工会组织,在大革命时期,多半

借着政治号召发展起来,没有建立下层强固基础,没有吸引广大工人建立工会生活,因此,大革命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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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失败,反动势力的压迫,工会组织基础,即完全瓦解”①.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虽然国民党试图通

过“三民主义”、“劳资合作”等来消解“阶级斗争”以及中共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但其不过是用一种

政治理念去“取代”另一种政治理念,用国民党去“替代”中共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换一个角度来看,
从中国现代工会诞生以来,其“合法性”更多的是来源于对政治力量的认同.因此,在大革命时期,上
海拥有４００余工会,“但从法律的观点看来,能合法而组织健全的,恐怕至多十分之一乃至五分之

一”②.这样的历史惯性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并未中断,而是演化成众多工会在国民党内部派系

中寻求“合法性”的依据.虽然,甚至是陆京士掌握的上海邮务工会都曾不是绝对希望与政治势力维

持紧密关系,而是更愿意成为纯粹的经济组织③.但«工会法»颁布,彻底击碎这种理想,并加剧了工

会组织的政治化.该法颁行后,上海原有的４２９个工会、会员２７万余人,锐减为工会７６个、会员６
万余人④.包括邮务工会在内的大量工会“游离”于国民党法律之外,它们不得不以国民党各派系为

政治“盟主”,在法律与派系的夹缝中生存,成为体制内的“非法工会”.工会的政治化逐渐演化成工

会的“派系化”,国民党对这些工会的影响力很难在制度、主义等层面体现出来,只能通过奖赏依附于

某一派系的工会领导者来实现其间接控制,陆京士的升迁道路就是其中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工会的“派系化”使得工会的权力更多地来自于政治“盟主”的认同与支持,而非会员.正是基于

这样的历史情状,才使不同派系背景的工会组织会对同一事件表现出迥异的态度.这种态度与其说

是一种价值判断,不如说是一种变相的“效忠”.同时,这又使此次运动的重心由维护会员福利及工

会利益的劳资纠纷转向了打击政敌的政治风波.运动走向的偏离,进一步动摇了工会的基础.一旦

领导者漠视会员的权益,二者的关系便会渐行渐远,领导者将遭遇自下而上的挑战,甚至有失去领导

地位的危险.而会员亦可能为其他政治派系所利用,成为他们争权夺利的工具.“新工会”事件的发

生,淋漓尽致地反映了这种情况.
其次,在此次运动中所表现出的工会“派系化”是否就是工会与国民党关系的唯一写照? 虽然,

在此次运动中,上海邮务工会等邮工组织的“派系”色彩十分明显.但就整个事件的发展理路来看,
邮工组织与行政当局的历史“积怨”才是政治力量介入的前提,蒋介石及CC系不过是利用了此次运

动来实现“肃清”政敌的目的,根本没有改变有关津贴航空邮政及邮储分立的意愿.而上海邮务工会

等邮工组织之所以要卷入到政潮中,不仅仅是为了使陈铭枢下台,更是希望借此来实现“方案”.依

此而言,双方的旨趣并不完全一致,只是相互把对方作为了实现各自诉求的工具罢了.
对有关行政措置的态度如此,在其他方面,上海邮务工会等邮工组织与国民党的关系也并非完

全“友好”.虽然,国民党可以在现实中默认体制内的“非法工会”———邮工组织的存在,但始终不承

认其法律地位.为此,邮工组织曾多次上请希望能颁布针对邮务等公用事业的“特种工会法”,使各

地邮务工会尤其是邮筹总会有法可依⑤.然而,这一努力直到１９４８年才得以“变相”实现———全国邮

务总工会在去掉“总”字后终于被“依法”改为“中华民国邮务工会全国联合会”⑥.这就不禁使人疑

惑,既然上海邮务工会等邮工组织具有如此深厚的政治背景,为何却长期得不到法律的承认? 其实,
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国民党的劳工政策就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希望将工人运动纳入到自己

的政治控制范围内,以“三民主义”、“劳资合作”等政策来改善劳工的生活状况;而另一方面却始终将

其作为潜在的反抗力量加以压制.这使得工界对国民党的认同度很低.据朱学范回忆,当年他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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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要加入国民党,不过是认为如此才能在工会里长久地干下去罢了①.另据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

导委员会１９３４年的统计,在上海９７家工会中,共有国民党党员３５４人,上海邮务工会有１００人,其
余的分布在３４家工会中,有６３家工会没有一个党员②.即使拥有相当数量国民党党员的上海邮务

工会每每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屡屡表现出对国民党的某种“不驯”.这更增加了国民党对这些工会

存在与发展的疑虑,二者之间的关系亦就在现实与法律之间不断摇摆着.
在二者若即若离的关系中还横生出另外的一种力量———帮会.“从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成立

之前,行帮、会党是这一时期工人唯一或至少是主要选择的组织形式.”而且,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前,“中国的工会活动总是直接间接地与行帮、会党发生关联,并受其不同程度的作用和影响”③.
这样的历史传统与国民党不断压制工会生存空间的现实相结合,促使工界与帮会建立更加紧密的关

系.甚至连国民党在上海邮务工会主要代理人陆京士都认为要想在上海工界开展工作,“非走杜老

板(即杜月笙)的门路不可”④.在其影响下,原本没有帮会力量存在的上海邮务工会出现大量“在帮”
会员,占到上海邮局职工总数的２０％,上海市其他产业职工入帮会的比例可能更大⑤.帮会尤其是

杜月笙对工会的影响力逐渐强化,甚至是主管民众运动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亦不得不通过帮会来做上

海的“工人运动”了⑥.杜月笙因此在相当长时间里取代了上海的国民党党政机关成为劳资纠纷的重

要调解人⑦.在此,杜所依赖的权威主要就来源于他个人在体制外所谋得的各种非正式权力.对于

杜月笙等帮会力量插手工会及劳资等问题,国民党并没有表现出“反感”,这不仅因为杜等人与国民

党尤其是蒋介石的关系紧密,而且更是由于自国民党“清党”之后,工人运动就成为国民党人不愿触

及的“雷区”.“国民党自从反共,不敢复言农工运动,仿佛一言农工,则畏共党窜入”⑧.国民党人往

往因忌惮所谓“赤色”帽子而不愿去过多介入劳工运动.帮会正是利用了此点来积极参与到工人运

动中.国民党亦只能无奈接受这样的事实,毕竟帮会与国民党还有着许多共同利益.
对于普通工人而言,“当他们不愿依附国民党,但又没有达到靠拢共产党的觉悟程度时,就选择

这些合法的社会传统组织作为暂时保护自己的工具”⑨.这种现实的“选择”不仅彰显了工人对当时

政治力量的“离心力”,而且“由于将青帮作为主要的工人组织者,这个分裂的政府实际上给自己的统

治制造了一个有力的对手”.帮会与工人的关系抵消了国民党对工人的直接控制力,削弱了工会精

英对国民党的“忠诚”,因此,在陈立夫眼里,“陆京士忠于杜月笙,超过忠于国民党”.如此看来,帮
会横亘在国民党与工人之间,成为影响各方关系的关键因素.

[责任编辑　范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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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生成论的两条序列

曹　峰

摘　要:仅仅从“道”生万物的角度去理解«老子»的生成论是不够完整的,«老子»的生成论可以分为

“生”论和“成”论两个序列.老子不仅关注万物的发生,同样关注万物的成长.“道”和“德”在生成论中分

别担当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只有从这种独特的生成论出发,我们才能把握老子强调“玄德”
和“无为”的重要性,才能明白道家突出“自然”和“自生”的必要性.准确理解«老子»所开启的道家独特的

生成理论,是准确理解道家哲学的关键.
关键词:«老子»;生成论;玄德;无为;自然;自生

在«老子»中,“道”是宇宙万物生成的本源、本根,这是毋庸置疑的① .这方面的内容,«老子»有时

候通过生成论直接描述,有时候通过本体论间接描述.例如:“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②

(第一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第二十五章)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③ (第四十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四十二章)此
外,第五十一章的“道生之”那一大段话,可以说也是关于万物生成的直接描述.与郭店楚简«老子»
丙本同抄的还有«太一生水»,后者叙述了以“太一”为起点,直到“成岁”为止的线性生成图式.可以

推断,正因相信«太一生水»有助于读者理解以“道”为起点的宇宙生成过程,它才被特意安排和«老
子»并抄的.

文本中有如此之多的生成论描述,并不代表老子有意识地要创建一种类似«太一生水»的系统完

整的宇宙生成论.这些散见于不同篇章的生成论,完全是为老子的基本思想结构———“道物论”服务

的.在老子思想中,“道”、“物”二分,“道”不同“物”的意识,可以说是其哲学的基本出发点.在追溯

宇宙万物的终极根源时,«老子»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述和强调只有“道”才是万物生成的最终根源和

起点,万物的内在性质、外部特征以及作用方式被认为均来自于“道”.由此,“道物论”得到了充分的

说明和印证.因此,在«老子»中,更多的文字,是从本体和现象相对比的角度,论述“道”是万物存在

的根本依据,是一切现象的根本原因,一切运动的根本动力.也就是说,世界可以被区分为形而上与

形而下的,或者本体的与现象的两个部分.本体世界是独立的、绝对的、永恒的、无限的、不依赖于现

象世界的存在;而现象世界则是有待的、有限的,依赖于本体世界才能得以存在和运行.这些文字,
其实也是在间接地论证着“道”是宇宙万物生成的总根源.所以«老子»中本体和本根可以说是一体

　

作者简介:曹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出土简帛四古本«老子»综合研究”(１５ZDB００６)的阶段性成果.

①　本文对«老子»的引用,以王弼本为主,采用王弼注,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本文所引王弼注

亦出自此书,读者可根据文中所注«老子»章节自行查考,不再出注具体的文献信息.本文征引的其他老子文本,均依据北京大学出

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简(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中的«‹老子›主要版本全文对照表»,读者可根据传世

本章节检索查询,本文亦不再出注具体的文献信息.

②　这两句,马王堆甲乙本和北大汉简本«老子»都作“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③　这两句,郭店楚简作“天下万物生于有、生于无”.



之两面.例如,在第三十九章中本体论和本根论同时得以体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

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这段话,既从生成的角度确立了“道”是万物发

生的总根源,又从存在的角度说明了“道”是万物存在的总依据.
不管是通过生成论直接描述,还是通过本体论间接描述,我们在总结«老子»的宇宙生成论时,往

往都把“道”视为生成的唯一起点,把“道”生万物视为生成的唯一线索.但这种认识可能有损于对老

子生成论的完整理解,甚至有损于对老子哲学的完整理解.事实上,«老子»非常明确地为我们提供

了另外一种生成理论,这种生成理论在第五十一章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即“道”和“德”共同构成万物

生成的根源和依据,在万物生成过程中,“道”和“德”担任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的职能.我将其称之

为«老子»生成论的两条序列.或者说,«老子»生成论是由“生”论和“成”论共同构建,没有“德”的参

与,«老子»生成论是不完整的.

一、“生”与“成”是并重的两个序列

王弼本«老子»第五十一章如下所示: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

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

宰,是谓玄德.①

不同于其他一些章节,第五十一章内部结构完整,逻辑展开严密,在«老子»中是比较难得的,称
得上是完整的生成论叙述.这一章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道生之”到“常自然”,主要

讲“道”使万物出生,“德”使万物发育、繁衍,所以万物都尊“道”而贵“德”.“道”之所以被尊崇,“德”
之所以被珍贵,是因为“道”和“德”不强迫命令万物做什么,万物能够自然而然.可见,“道”和“德”在
万物的生成过程中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这里的“畜”字非常关键.此“畜”字一般被模糊地解释为“畜养”.但从后文“德畜之,长之,育
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看,“长之”之后的序列均属通常所谓的“畜养”,单独标举的“德畜之”之
“畜”意思应该与此有别.对此,王弼的解释是:“物生而后畜,畜而后形,形而后成.”可见,此处的

“畜”是“物”尚未成形之前的一个关键动作,跟“物”成形之后的畜养有所不同.因此,任继愈将其释

为“繁殖”②,笔者觉得比较妥当.也就是说,万物的发生,仅仅有“道”之“生”还不够,还需要“德”之繁

殖和养育.
这里的“物形之,势成之”,在马王堆«老子»甲本中作“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③.如

叶树勋所言,若依据王弼本«老子»理解,可能会认为这里表述了四个对象(道 德 物 势),而依据

马王堆«老子»甲本,实际上老子在此只是表述了两个对象(道德 物器),“而”字更能反映出

“道”、“德”是并列关系,二者同指形上本根,正如同后文中的“物”、“器”也是并称形下万物④.
第二部分从“故道生之”到“是谓玄德”,再次重申“道”使万物出生,“德”使万物繁殖、生长、发育、

结果、成熟.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部分马王堆«老子»甲乙本作“道生之、畜之,长之,遂之,亭之,毒之,
养之,复之”,北大汉简本作“故道生之、畜之,长之,逐之,亭之,孰之,养之,覆之”———“德”似乎被排

除在外,而“道”成了“生”和“成”(“畜之”以下皆可视为“成”的序列)的唯一承担者.河上公本、严遵

本、傅奕本则与王弼本相同,均作“道生之,德畜之”.如何解释这一特殊现象呢? 我们认为,即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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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文子道德»的“物生者道也,长者德也”正是“道生之,德畜之”的另一种叙述.«文子道德»又说:“夫道、德者,所以相生

养也,所以相蓄长也.”即对万物而言,“道”、“德”两者都起到了畜养的职责.
任继愈:«老子新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７０页.
此处马王堆«老子»乙本中作“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北大汉简本«老子»作“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热成之”.

“热”当读为“势”.
这方面的讨论可参见叶树勋:«老子对“德”观念的改造与重建»,«哲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９期.



王堆本和北大汉简本中没有出现“德畜之”,也依然可以认为内含“道生之”和“德畜之”两个序列.首

先,第二部分最后作“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这证明了道“生”以后的所有行为,
如“畜”(使万物得以繁殖)、“长”(使万物生长)、“育”(使万物发育)、“亭”(使万物结果)、“毒”(使万物

成熟)、“养”(使万物得以爱养)、“覆”(使万物得以保护),都跟“德”相关,这个“德”正是“玄德”,即生

养万物却不据为己有,推动万物却不居功自傲,统领万物却不加以宰制的“德”,即最深远的“德”.
其次,这个“德”,指的正是“道”之“德”,因此,即便有时省略,也不影响大意.道家学说中的

“德”,一般可以从两个向度去解释.第一个向度,如张岱年所云:“德是一物所得于道者.德是分,道
是全.一物所得于道者以成其体者为德.德实即是一物之本性.”①又如«庄子徐无鬼»所言,“德总

乎道之所一,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就结果而言,“德”是“道”之分,是“道”所赋予万物的那

种具有内在规定性的东西.“道”与“德”呈现为“一”与“多”、“分”与“总”的关系.另外,“德”兼含万

物生成之普遍潜质和具体个物之现实特性双重含义.从“道”下落为“德”,是一个把普遍潜质具体化

为现实特性的动态过程,所以,“德”又成为“性”的前阶概念,如«庄子天地»所谓“泰初有无,无有无

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留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

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庄子这里所言的“德”虽然与“命”和“性”相关,但与“命”和“性”
不同,“德”更意味着事物所得于“一”而以其为生者②.

与第一个向度不同,如刘笑敢所言,“德”有时候指的是“道之功能的具体体现和保证”、“道本身

也有德,道之德并非个体特征”③.这正是道家学说中的“德”之第二个向度.«老子»第五十一章就是

这个向度的代表.后世的道家也从这个角度作过阐发,如«韩非子解老»云“德者,道之功”.
«管子心术上»也说“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可见“道”虽然是万物的总根源、总依据,
但是万物的形成却必须同时借助“德”的“化育”才能得以完成.«管子心术上»还说“德者,道之舍,
物得以生生”,因此,“德”就是“道”之“生生”功能的落实和保证.河上公则以“道之所行恩德”来解释

老子的“德”(«老子河上公章句养德第五十一»).
汉初贾谊«新书道德说»可以说将上述“德”的两个向度都综合在内了,所以会说:“道者无形,

平和而神.德者,离无而之有.”“物所道始谓之道,所得以生谓之德.德之有也,以道为本.故

曰:道者德之本也.”这是第一个向度,强调“道”是万物抽象的本原,“德”是个物具体的本原.因此,
“道”又是“德”之本原.但此文又说:“德生物又养物,则物安利矣.安利物者,仁行也.仁行而于德,
故曰:仁者德之出也.”这是第二个向度,其意涵接近于“德畜之”.只是贾谊把“德”的这种伦理向度

进一步坐实为“仁”,则与贾谊的儒家立场密切相关.
所以,如王中江所言,“德”本来是一个围绕人的行为作出评价的概念,但在老子这里,“德”与

“道”一样,达到了形上化的高度④.如叶树勋所言,“德”是一个贯通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概念⑤.“德”
的两个向度都反映出这一特点,这使“德”具备了作为一个生成者所需的超越的地位.尤其就第二向

度而言,理解了“德”是“道之功能”,我们就能够明白,«老子»中的“道”可以一身而二任,既是虚无本

体自身,又是作用方式的体现.就万物的出生和形成而言,这两者缺一不可,没有“道”则无以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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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２４页.
类似的表述还有“道者,德之钦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质也”(«庄子庚桑楚»),以及“道者,物之所导也;德者,性之

所扶也”(«淮南子缪称训»),也反映出“德”是“性”的前提条件.具体论证可参见叶树勋:«早期道家宇宙观的人文向度———以物德

论为中心的探讨»,«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刘笑敢:«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５０６页.
王中江:«道家形而上学»,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７３页.
叶树勋:«老子“玄德”思想及其所蕴形而上下的通贯性———基于通行本和简帛本‹老子›的综合考察»,«文史哲»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出现,没有“德”则无以繁育、成长.“道”的职责在于始,“德”的职责在于终①.

二、“德”的生成论与“玄德”

通过«老子»第五十一章,我们得知,万物的生成依赖“道”和“德”的共同作用,“生”与“成”是并重

的两个序列.这两个序列共同构成了老子的生成论,仅仅从“道”的角度讲老子的生成论,仅仅突出

“生”的序列,是不完整、不合理的.在老子的生成论中,万物来自何处固然重要,万物如何生长同样

重要,生成论并不是在万物出生的那一刻就截止了,而是一直延续到万物的终结为止.而且,“道”对
万物的爱养、关照,在万物出生之后,以一种特殊的面貌和特殊的方式展开,那就是“德”,这就进入了

伦理的领域②.«老子»之所以由«道»经和«德»经两部分构成,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与这种生成论有很

大关系,因为这两者必须共存.如果“道”侧重的是本原,那么“德”侧重的就是显现.这种道家所特

有的,或者说中国哲学所特有的生成论,体现了中国哲学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
那么,对于万物的成长而言,“道”必须采取怎样的作用方式,即怎样的“德”呢? 第五十一章最后

部分明确指出,这就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玄德”.“玄德”一词,在«老子»中又见于

第十章:“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这段话显然是在熟知第五十一章的

基础上形成的,因为“生之畜之”的主语只能是“道”和“德”,而第十章前面部分“载营魄抱一,能无离

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滌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知乎.天门开阖,能无雌乎.明白

四达,能无为乎”,则显然没有对“生之畜之”的主语作出交待.“玄德”一词,也见于第六十五章:“古
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

福③,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说的是

治国不能使用那些激发贪欲之心、欺诈之心的智巧,这是一项原则,能够懂得这种原则,就是深远的

品德.这一表述接近第十章,因为第十章前面也有“爱民治国,能无知乎”,“明白四达,能无为乎”.
可见,“玄德”在政治领域的表现,就是“无知(智)”、“无为”.

再来看«老子»中与“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一段相近的表述,除了第十章几乎完全相同

外,还见于第二章、第三十四章、第七十七章.第二章:“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

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④这里除了没有提到“玄德”,其他文句与前述文字相似度很高.第三

十四章:“大道氾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
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⑤这一章虽然在语言上不

似第五十一章,所表达的意思却几乎没有什么两样,都强调“道”虽生成万物、养育万物,却不干涉、不
阻碍万物的发展,不将万物之功据为己有.第七十七章:“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

贤.”这里说的是只有“有道者”才能像“天之道”那样“损有余而补不足”,而要达到这一境界,则必须

“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不欲见贤”,这其实正是“玄德”的工夫.所以,第二章、第三十四章、第七

十七章虽然没有出现“玄德”二字,但我们也可以确定地说,这里也涉及了“道”的作用方式———“玄
德”.

７０１«老子»生成论的两条序列

①

②

③

④

⑤

«管子幼官»及«管子幼官图»均有“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管子正»有“爱之

生之,养之成之,利民不德,天下亲之,曰德.无德无怨,无好无恶,万物崇一,阴阳同度,曰道.刑以弊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

养之、道以明之”.这些论述,有可能受到过«老子»“道生之,德畜之”的影响.
郑开认为,«老子»中的“玄德”涉及政治和伦理两方面的内容,是老子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基础概念.“玄德”不仅是道家无

为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一,也是道家伦理学中超道德论的思想依据.参见郑开:«玄德论———关于老子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解读

与阐释»,«商丘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国之福”,马王堆«老子»甲乙本和北大汉简本«老子»均作“国之德”.
此句,郭店楚简本、马王堆甲乙本、北大汉简本均无“生而不有”,其他大致相同.
“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一句,北大汉简本作“万物作而生弗辞”,明显接近第二章“万物作焉而不辞”.“衣养万物”,北大汉

简本作“爱利万物”.



«老子»惜墨如金,短短五千言中,“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以及类似的话,却
反复地出现多次,那一定是需要特别重视的地方.如前所述,第五十一章描述的是“生”论和“成”论
并重、两者缺一不可的生成论,而“玄德”属于“成”论的重要内容,因此,可以说“玄德”是老子生成论

的必然产物.这样,“玄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就获得了天然的合理性和权威性.或许这正是老子

大讲特讲“玄德”的原因,因为依据道家从“道”到“物”,从天道到人道的思维模式和论说方式,“道”的
作用方式———“玄德”必然成为人间圣人所要效法的对象.如果说,在«老子»政治哲学中,圣人“无
为”导致百姓“自然”是最为核心的关键,那么,圣人的“无为”可以说正是对“玄德”的体现和发挥.
«老子»并没有像“是谓玄德”那样,对“无为”加以定义,但“无为”的实质,即“道”对于万物不主宰、不
强制,任由万物自生自长,却正是“玄德”的要义.所以,在«老子»中,与“玄德”相关的语境几乎都和

“无为”相重合.例如,第二章先讲“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然后就是“万物作焉而不辞,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第十章首先提到“爱民治国,能无知乎”,
“明白四达,能无为乎”,然后就是“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第六十五

章首先提到“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然后就是“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
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第三十八章云“上德无为而无以为”,说“上德”也是“玄德”的象征,当无

大过①.
“玄”在«老子»中,既有幽暗深远的意思,在很多场合,也带有否定的意涵.“生而不有,为而不

恃,长而不宰”就全部是否定的、反向的行为,如王邦雄所言,“不有”才能真正地完成“生”,“不恃”才
能真正地完成“为”,“不宰”才能真正地“长”成②.其他与“玄”相关的用词,也往往指向否定的行为,
如北大汉简本“玄之又玄之”很可能与“损之又损之”有关③,第五十六章“知者弗言塞其兑、闭其

门、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解其纷”的“玄同”则是一种不断减损的工夫论.
因此,“玄德”以及与“玄”相关的用语在本质上与“无为”相通,这是毫无疑问的.从前述生成论

的逻辑来看,如果说“玄德”是“道”的作用和功能,那么,“无为”可以说是“玄德”行为上的表达方式,
换言之,“玄德”为“无为”的合理性提供了生成论意义上的理论基础.

三、“德”的生成论与“自生”

如上所述,«老子»的生成论是一种特殊的,由“生”和“成”两个面向、两个序列构成的生成论.也

就是说,老子的生成论不仅仅关注出生(道生之),关注万物通过谁成为万物,同时还有另外一个重

头,那就是成长(德畜之),即关注万物在出生之后,如何继续成长和生存,这样就必然会涉及到万物

能否充分实现自我、成就自我的问题.我们认为,«老子»对“德畜之”的强调,对“玄德”这种“道”之作

用方式的强调,事实上反过来又对其生成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如果我们撇开“德”的生成论或者说撇开第五十一章的生成论不谈,仅仅关注«老子»中“道”的生

成论,就可以发现,«老子»所见“道”的生成论,并不是一种强力的、创造意义上的生成论.王中江把

«老子»中的“道”描述为一种“弱作用力”的“道”④,这是准确的.“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第一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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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江:«出土文献与先秦自然宇宙观重审»,«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十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第四十二章),都只能说明“道”
是生成的最终源头,是“第一因”,强调的是对万物而言“道”具有“天下母”、“万物母”的地位,而并没

有强调“道”具有主宰性和强制性.因此,这不是“上帝造人”、“盘古开天辟地”式的凭借强大意志、强
作用力才能完成的“创生”.在«黄帝四经十六经观»中,“黄帝”个人在天地、阴阳、四时、晦明、万
物的创生过程中起到绝对的主导作用,这在«老子»中是看不到的.

结合第五十一章的生成论,可以发现,«老子»在强调施用方(“道”或圣人)对受用方(万物或百

姓)之统摄的同时,非常关注受用方的感受,所以,这是一种双面而非单面的生成论.“道”对万物既

生成之又顺任之,“玄德”作为“道”的作用方式,体现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第五十一

章)、“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万物归焉而不为主”(第三十四章),
其本质在于“道”竭力克制自己的主观意愿,对于万物不主宰、不强制,注重培养万物自身的意志和动

力,给万物留出更大的、不会穷尽的空间,听任万物各遂其性,自然而然地、充满活力地生存发展下

去,从而最终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我们有理由相信,第五十一章这种“弱”的、有克制性的、
不张扬的生成论,必然影响到«老子»在生成论上的整体表述,从而使得这种生成论不可能强调唯一

“他者”的创造性活动.
这种“弱”的、有克制的、不张扬的生成论,可以说对«老子»以及道家哲学的整体面貌产生了巨大

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导出、支持了“自然”、“自生”的理论.
既然“无为”是“玄德”的必然产物,那么,“自然”就是“无为”的必然产物.在«老子»中,“无为”是

前提、“自然”是结果,这一点是我们立论的前提.虽然在后世的道家理论中,有把“无为”与“自然”视
为同样概念,或者将“自然”视为前提、“无为”视为结果,“自然无为”连读的现象,但在«老子»文本中,
“无为”导致“自然”的逻辑展开是非常清晰的①.这种理论平移到«老子»施政理念上,可以表述为“圣
人无为”→“百姓自然”的图式,即百姓的“自然”是圣人“无为”的结果,圣人的“玄德”即对百姓的不干

预、不强制、谦卑不争,必将导致百姓的自发性、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自由度、成就感,“自然”就是

这种自发性、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自由度、成就感的写照.第五十七章说:“圣人云:‘我无为而民

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显然,这里的“好静”、“无事”、“无欲”就
是“无为”,而“自化”、“自正”、“自富”、“自朴”就是“自然”.这种政治哲学,可以说与第五十一章所体

现的“生而不有”的生成论完全一致.类似的表述在«老子»中比比皆是,如“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

为”(第六十四章),“万物将自宾民莫之令而自均”(第三十二章),“万物将自化天下将自定”
(第三十七章).也就是说,只有统治者采取“不敢为”、“辅”、“莫之令”,即类似道生万物时“生而不

有”的姿态,才能导致包括百姓在内的万物的“自然”和“自宾”、“自均”、“自定”.
«老子»中的“自生”(只顾自己养生)一词,虽然是负面的,但通过上文关于«老子»生成论以及“自

然”理论的分析和论证,可知«老子»中已经潜藏着后世道家“自生”理念的基本内涵.后世道家则把

“自生”发挥、演绎成为一种实际的宇宙生成论,在理论上作出更为充分的说明,从而更好地为“无为”
的理念服务.例如,抄写于战国中期的上博楚简«恒先»的上半部分是一篇宇宙生成论,«恒先»一开

始虽然承认“恒先”是类似宇宙生成起点的存在,但在具体的生成过程中,却又提出“气是自生,恒莫

生气”,“气是自生、自作”.也就是说,“气”是凭藉自己的意愿产生出来的,与作为本源本根的“恒”没
有关系.我们发现,«恒先»的上下两部分是呼应的,其主线是从“自生”到“自为”的学说,这条主线可

以这样描述:正因为“气是自生自作”,所以“气”所构成之物,也即包括人在内的“万物”也都是“自生、
自作”的,从行为上讲就是“自为”的,所以统治者在政治上必须采取无为的姿态.故归根结底,«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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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具体论证可参考:[日]池田知久:«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以‹庄子›为中心»,王启发、曹峰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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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幸福观与“玄德”思想之间的关系»,«中原文化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４期;等.



先»“气”的自生理论是为“无为”的政治哲学服务的①.
成书于魏晋的«列子»,则明确地提出了“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的观念.«列子天瑞»中有

这样一段話:

　　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

生常化.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谓之生化、
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与«恒先»一样,«列子天瑞»虽然承认,在生成过程中有所谓的“不生者”、“不化者”,是类似“道”的
最高存在,但这些可以“生物”、“化物”的“不生者”、“不化者”事实上却“不生”、“不化”,万物的产生完

全依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这样,«恒先»和«列子天瑞»都大大削弱了终

极本源在生成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仅仅成为象征性的存在.
到了否定“有生于无”的郭象那里,这一倾向更为强烈.郭象刻意否定在万物之先有生物之道存

在,彻底取消了终极本源在生成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完全抛开了“道”或者君主、圣王这个主体、主
宰.郭象对«齐物论»的注释,便是把“自生”论推向了极端的最好例证:“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

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 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

生我,则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故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此天道也.”②

抛开郭象彻底的“自生”论,如果我们把“自生”的基本观念理解为“造物者、主宰者不以造物者、
主宰者自居,不有意识、有目的地去生成万物,而是任由万物自动、自发地发生、成长”的话,那么,我
们就可以说,在«老子»的“道德”生成论中,已经潜伏着自生思想的种子.道家理论中的“自生”思想

极为丰富,从先秦到魏晋,构成一条非常系统的思想脉络,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无法充分展开③.但

即便从上举思想史现象中也足以看出:一方面,万物“自生”说延续的是«老子»既讲“道”生万物,又讲

“生而不有”的思路;另一方面,第五十一章“德畜之”的生成路线以及“生而不有”的“玄德”理论,在道

家思想史上的影响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对万物“自然”、“自生”之重要性的强调,最终改变了道家生成

论的轨迹,使之朝着不断弱化“道”的地位,逐步走向“不生”、“不化”,即终极本源并非生成者的方向

转变,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道生之”的可能性,极端者如在郭象那里,甚至连最高存在自身都被否

定了.喜欢用“境界形态”定义«老子»之“道”的牟宗三,好用“自生”来解释第五十一章,他说:“‘道生

之’者,只是开其源,畅其流,让物自生也.此是消极意义之生,故亦曰‘无生之生’也.总之,它
不是一个能生造之实体.故表示‘道生之’的那些宇宙论的语句,实非积极的宇宙论的语句,而
乃是消极的,只表示一种静观之貌似的宇宙论语句.”④他否定«老子»之“道”是一个实体,是一个创生

之物,一切活动都是“物”自己在生,在成,在化.因此,他说“道生之”其实是消极的“无生之生”.牟

宗三用后起的“自生”理念来对应解释第五十一章,固然有其不合理处,但是他敏锐地注意到“自生”
论和第五十一章有着密切关联,这是值得肯定的.«老子»“道”、“德”并重的生成论对道家思想史发

生过如此重大的影响,我们过去却并未予以太多重视,这是不应该的.

四、馀　论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老子生成论其实有两个面向、两个序列,一个是

“道生之”,一个是“德畜之”.通过«老子»第五十一章,我们得知,万物之所以能够生成,“道”只是提

供了发生的源头和存在的保障,而万物出生之后如何继续成长生存,如何实现自我、成就自我,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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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关注的重点.所以,这是一种对万物负责到底的生成论.第二,“道生之”与“德畜之”相配合的

生成论,为“玄德”和“自然”等«老子»中的重要观念,提供了合理性的基础,同时也影响了道家生成论

的走向.如果说在«老子»那里,用“玄德”来表示的“道”的作用方式和强力创生不同,而是一种克制

的、照顾到被生者之反应的、“弱”的作用力,那么,后世越来越发达的“自生”理论则将这种倾向推向

了极致.第三,从生成的序列来看,“道生之”与“德畜之”可以分别称之为“生”论和“成”论;从生成的

形态来看,“道生之”与“德畜之”可以分别称之为“流出型”和“作用型”.“流出”借用的是日本学者常

用的词汇①,在此,笔者旨在强调“道生万物”并非有意为之的“创生”,万物的出生虽然以“道”为前提,
但由于“道”的“弱”作用力,不如说万物的出生其实是自然流出的.这用来解释后世的“自生”理论或

许更为合适.所谓“作用”,则如前所述,“德”代表的是“道”的作用,因此,“德畜之”以后的部分,论述

的不是谁先谁后或谁主谁次,而是“道”在万物成长环节中如何发挥作用.
那么,«老子»为什么会提出“道”、“德”并重的生成论呢? 为什么要把“生而不有”之“玄德”定义

为“道”的作用方式呢? 这涉及到«老子»道论与德论发生的思想背景,乃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限

于篇幅,这里无法进一步展开,但是可以提供一些思考供学界讨论.老子作为一个哲学家,他的一大

贡献在于,将“道”不断提升,使之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最高的、最核心的概念,这样,从形式上看,
“道”就必然高于“德”,优于“德”.然而,如前所述,“德”并非“道”的产物,“德”作为一个关联形上与

形下的概念,在某些场合,同样具有本源性的地位.当“道”的作用通过“德”体现出来时,“德”本身的

价值就显得更为重要.众所周知,“无为”、“守柔”、“谦下”、“清静”、“不争”是“道”的重要特征,而这

些特征又可以视为是阴性的、母性的,具有月亮、大地的特点.因此,我们无法不将“道”、“德”与“天
地”、“日月”、“阴阳”、“男女”、“父母”、“乾坤”、“刚柔”对比、联系起来②,这些对称的概念在中国思想

史上应该是早于«老子»而出现的,构成了«老子»思想产生的背景.同时,“天地”、“日月”、“江海”虽
然养育着人类的生存,虽然能够左右人类的命运,却只有奉献、没有索取,只有宽容、没有偏私,由此

体现的天道也成为«老子»提炼“道”之品德的资源.显然,«老子»在将“道”提拔成为一个超越对待

的、独一无二的哲学概念的同时,又保留了大量只有在对称概念中才会出现的特征,如用阴性的、母
性的柔弱不争作为“道”的品德,吸收了大量天道所体现的宽容无私品格,结果造就了“生而不有”这
种独特的“玄德”,造就了既是主宰又刻意否定主宰、既是施用方又刻意否定施用痕迹的独特理论.
这种即“体”即“用”,既拔高“道”又留下“德”,甚至强调“用”高于强调“体”,强调“德”高于强调“道”的
思维方式,是«老子»哲学、道家哲学乃至中国哲学的一大特征,也是«老子»生成论不同于一般生成论

的精彩之处.

[责任编辑　邹晓东]

１１１«老子»生成论的两条序列

①

②

例如,池田知久在解释郭店楚简甲本第三十二章“犹小谷之于江海”时指出,使用“小谷”生出“江海”这一比喻,是为了论述

“道”生成“天下”万物,但如果考虑到第三十二章的思想基础是“万物之自然”,那么,“道”在这里的主宰性则被弱化而“万物”的自发

性、自律性则被强化,因此,这里的生成论属于“流出论”.参见[日]池田知久:«郭店楚简老子の新研究»,东京:汲古书院,２０１１年,第

１３８页.不知“流出论”的原型出自何处,或许与古罗马普罗提诺用以解释万物产生的“流溢说”有关.
例如王弼注第五十一章时说:“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严

遵也有“道德,天地之神明也.天地,道德之形容也”,以及“以道为父、以德为母”的提法.参见严遵著,王德有点校:«老子指归»,北
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第４７、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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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墨

郭万金　艾冬景

摘　要:墨子影响极大,史料极少,有限史料中孕含着无限的文化信息.史家的态度,诸子的褒贬,使

得枯渴史料中的墨子形象渐为丰满.墨之源流,近本于工,远溯于巫.古代国家大事,惟祀与戎,儒以祀为

职,墨以戎为业,并为显学.墨家“以戎为业”,正是以“工”为其显著标识的,其言行思想表现出典型的技术

思维与军事色彩.墨子是由“技”而“道”的集大成者,是官方认可的工师,亦是墨家内部尊崇的“巨子”.

关键词:墨子;儒墨;兵戎;工师

“四海逐利”、“天下皆杨”每每是墨学发端的契机.远溯千载,战国纷纭,孟子倡言排墨的背景即

是“杨朱之言盈天下”;近百年,国危时乱,梁任公为墨子张目,开篇便称:“今举中国皆杨也!”儒学独

尊,牢笼百代,墨家以“救世”姿态奔命于世,独树一帜,卓然分庭抗礼于名利之世,诚有其不废之道.
“墨子极富于信仰的宗教精神,又具有极理智的科学态度,此在世界思想史上是一个最奇特的人,不
独在中国为仅见而已.”① 然而,如此卓绝的思想家,留于正史的资料,竟一如其为人之“枯槁”.

一、«史记»的态度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末尾寥寥二十四字:“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
或曰在其后.”这是墨子在正史中的全部记载.诚如梁启超所言:“此史料可谓枯渴极矣.”② 太史公如

此惜墨如金,在墨学沉寂的漫长年代,并不会有太多异议,待到墨学大兴的时期,便会惹出不少为墨

子打抱不平的人物.清儒孙诒让称,«史记»攟采极博,“唯于墨子,则仅于孟荀传末附缀姓名,尚不能

质定其时代,遑论行事? 然则非徒世代绵邈,旧闻散佚,而«墨子»七十一篇,其时具存,史公实未尝详

事校核,亦其疏也”③ .后来的方授楚也认为,“一名史家为圣哲如墨子者记述生平,仅此二十四字,草
草缴卷,如无其他原因,则亦史迁之疏矣”④ .易白沙亦称,“记载如此简略,此史公之疏也”⑤ .伍非

百亦以为“史公去古未远,值墨学衰微之际,对此异派大师,不肯略加考究”⑥ .陈柱对于«太史公书»
不为墨子立传,虽颇有微词,却有心开脱,称:“学术上如此重要之一人,而所述乃仅如此而已.故近

世学者,深为失望.或讥史公之疏略无识.或以为«史记»之脱简.余以为后说是也.此二十四字,
接上文云云,实未免太过唐突.无论如何之古文法,决不如是.”⑦ 并以«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等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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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认为«史记»系“脱简无疑”.但也有研究者认为“盖”字“或是‘若’字之误”①.蒋伯潜则“疑此二

十四字,乃后来读«史记»者在简末附记而羼入正文者”②.
其实,«史记»中“孟子传”仅１４４字,实际的传记内容只有６０余字,不过是增加了几句对孟子不

能为世所用的分析.“荀子传”要丰富些,有１９３字,但如剔去插叙议论之言,所余亦不过百字左右.
此外,像“淳于髡传”有２４４字,“驺衍传”是最长的,有５１６字.可见,传记字数的多寡与传主的重要

程度并没有必然的比例关系.司马迁作此传的旨趣在«太史公自序»中写得十分明确:“猎儒墨之遗

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世兴衰.”对于“好利之弊”的批评是贯穿全篇的主旨,着力表彰

的正是儒、墨的精神.«孟子荀卿列传»以驺(邹)人孟轲发端,紧随其后的是驺子之属:驺(邹)忌、驺
(邹)衍,以及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邹)奭等,均在此列.这些人都曾在稷下讲学,有着

“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的共同标识,并博得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的
尊宠.再次是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的荀卿,也颇受重视,曾三为祭酒,却因谗言而不得长久.公孙

龙、剧子、李悝、尸子、长卢、吁子等因“世多有其书”被一笔带过.最后提到是墨翟.驺(邹)衍是“干
世主”的成功典范,淳于髡以承意观色为务,亦得厚遇,然“终身不仕”.孟子不合于世,荀子三为祭酒

而受谗,文直事核的叙述中以“以学干世”为主导性关注,不枝不蔓,施以浓墨的人物中深蕴春秋笔

法,全传的褒贬意味在“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的慨叹中尽显无遗.在“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
以攻伐为贤”的时代风潮之下,孟荀之儒术自然不合于世了,略早些的墨子其实同样也是“不合于世”
序列上的人物.司马迁明显存为生前寂寞者立传表彰之用心.

最后出场的墨翟被冠以“宋之大夫”的头衔,这一点在«墨子»中却未能得到证明.«墨子»中可以

作为墨子与宋关系密切的有力证据有两条:一是«鲁问»篇中有“子墨子出曹公子而于宋”之语,俞樾

认为此句当作“子墨子仕曹公子于宋”解;再有就是最著名的“止楚攻宋”,墨子不惜兼行十日十夜救

助宋国.然而,这两条证据均未被司马迁认可,而未采纳入传.«史记»除本传外,涉及墨子及墨家的

记载有１３处,绝大多数都以“儒墨”并举的模式出现.半数来自他人言论的转引,如«始皇本纪»、«陈
涉世家»引贾谊«过秦论»,«礼书»引«荀子礼论»,«鲁仲连列传»引鲁仲连所遗燕将书,«邹阳列传»
引邹阳狱中所上书,«李斯列传»引赵高语,«主父偃列传»引徐乐上书,«太史公自序»引司马谈«论六

家要旨».余者则系史迁之语,进入史传叙述的有两则:«庄子传»称庄子“剽剥儒、墨”,«荀子传»称荀

子“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此外皆是太史公的议论之语,分见«平津侯主父列传»、«游侠列传»、
«太史公自序»等.司马迁尊儒宗道,对于墨家亦颇为敬重,其父«论六家要旨»墨家存１２９字,儒家仅

存６３字,并充分认可了墨家“虽百家弗能废”的地位.反复称引的儒墨对举虽非史迁自语,却也透露

出其对墨子的“称贤”态度.«孟荀列传»中的“猎儒墨之遗文”不仅明白无疑地表明了太史公的承继

弘扬之志,更透露出司马迁的谨严审慎的记述态度.
对于战国诸子的言论,司马迁虽不排斥,却采用谨慎.«史记»以“通博”称著,班固称其“涉猎者

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言其“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③.«汉书»
所谓“据”、“采”、“述”之间的细微差别,恰是司马迁审慎态度的彰显.“据,仗持也”(«说文解字»),所
针对的史料则是«左传»、«国语»这样可以倚信的信史.“采,辨别也”(«说文解字»),所针对的则是

«世本»、«战国策»这样真伪杂糅的史料.“述,循也”(«说文解字»),所针对的则是去己不远的近世史

料.«汉志»不立史部,«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虽均为六艺略之春秋属,然作

为史料的可信程度却大不相同.«世本»系“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④,然而,司马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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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梁玉绳:«史记志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１２７３页.
蒋伯潜:«诸子通考»,台北:正中书局,１９４８年,第１９１页.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２７３７页.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１７１４页.



持的态度却是“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①.«世本»不过为所择取的“百家”之一,
可以依据者依然是«春秋»、«国语».至于«战国策»,更是信伪参杂,后世更以子书目之.司马迁在

«史记六国年表»中的一番话很可说明他的态度:“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
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 独有«秦
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②«秦记»、«春秋»虽可为据,
然史料湮灭,“战国之权变”虽不足全信,却亦不可偏废,“颇采”遂成为司马迁所抱持的态度.所谓

“战国之权变”不仅包括«战国策»,而且也涉及各部子书,孟荀老庄当在其列,«墨子»自然也在其中.
诸子之书“并非一人自著,大抵皆其后学之所增中依托也”③,更为重要的是,其“称述故事,或以证成

其学说,或仅论定其是非”④.子书中作为论据的故事材料显然并不以真实可信的事实陈述为目的,
问难比物,寓言传闻,杂糅并出,本末不详,时序错乱,真伪难明.于此,司马迁有着极为清晰的认识,
这些思想史的材料并不能等同于历史的真实描述,遂于“颇采”的基本判断下,以“厥协«六经»异传,
整齐百家杂语”⑤作为一般手法,采摘熔铸,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对于诸子言论中的各种行事,审慎入

传,如其在为苏秦立传时就曾指出:“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⑥“止楚攻宋”是墨

子最为光彩的事迹,除«墨子公输»外,«战国策»、«吕氏春秋»、«尸子»、«淮南子»等均有记载.对于

如此重要的事件,«墨子»不云何时,对答精彩,却于情理难合.起首的“不可谓”排比,已然不类墨子

风格;如此辉煌的义举,颇合于儒家之道,但孟、荀均未提起;一番并不十分切中要害的机械对答便将

一次伐国的重要军事行动取消,不免过于草率.这一故事很有可能是墨家的夸饰之辞⑦,此类现象在

子书中不胜枚举,所以,司马迁称其“善守御”而不录其事,亦存疑也.墨子之言论行事,散见于«墨
子»诸篇,这些最直接材料的多半被子书如«战国策»等用来“证成学说”或“论定是非”,是思想史的资

料,也是社会史的材料,却难以“整齐”为可信的传记史料,生平有阙,纪年不清,不得不以“或曰”
收尾.

二十四字的记载固然“枯槁”,但孟荀之传多以其入仕游历而论,亦无太多细节,墨子传中的“宋
之大夫”或可与之相当,即或此篇脱简缺文,想来文字也不会太多.西汉时,墨学式微,史料湮灭、匮
乏,司马迁很是下了一番“猎遗文”的工夫,但文献真伪杂糅,或有抵牾,详事校核,却无法“整齐”.梳

理出清晰完备的生平谱系,慎而立传,仅得寥寥,实非其疏,恰是司马迁对于墨子的特殊敬意.

二、先秦史料中的墨子角色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叙诸子十余人,笔墨错落,但分量都不多,原因也简单:“世多有其书,
故不论其传.”⑧司马迁的“不论”用意颇深,因记载之主观目的、缺乏客观佐证等缘故,诸子的论说虽

未能成为推演生平、纪事入传的十足证据,却也不可一笔抹煞.诸子之学,重其义而轻其事,口耳相

授,谨严不足,然其书既存,自是不争的先秦史料,书中所言,虽非史家的信实之论,却是当时自抒己

见的一家之言,是最具价值的思想史料.孙诒让于«墨子»中钩考生平,成绩卓著,虽不得不接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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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乎”①的追问,然而,于墨子(家)而论,这些年代更为接近的思想史料,无论托辞寄意的故事,抑或

往复诘难的论辩,都是墨子(家)信仰习俗、社会思潮、常识观念等最为清晰逼真的呈现.其中不仅有

学派本身的自我标榜,更有来自他人的讥刺批评,正史中的“枯槁”形象亦在毁誉宠辱中生意顿起,日
渐饱满.

«墨子»中的墨子“生于鲁而仕宋,其生平足迹所及,则尝北之齐,西使卫,又屡游楚,前至郢,后客

鲁阳,复欲适越而未果”②.曾有止楚攻宋、止楚攻郑、止齐攻鲁的非攻义举,亦有讲学游说、献书论辩

的知识行为.«墨子»中涉及的权贵人物不多,约有鲁君、齐大王、鲁阳文君、楚献惠王等.鲁君的所

指模糊自不必说,齐大王的名称也聚讼颇多③.只出现过一次的“楚献惠王”也是一笔糊涂账,«贵义

篇»载:“子墨子南游于楚,见楚献惠王,献惠王以老辞,使穆贺见子墨子.”④史无楚献惠王之号,孙诒

让据余知古«渚宫旧事»称此处捝佚太多,当为“献书惠王”之误.穆贺则于史无考.鲁阳文君是«墨
子»中颇为重要的游说对象,出现多次,却同样语焉不详.«国语»中有“(楚)惠王以梁与鲁阳文子”的
记载,注曰:“文子,平王之孙,司马子期子鲁阳公也.”⑤«淮南子览冥训»中“鲁阳公与韩构难,战酣,
日暮,援戈而撝之,日为之反三舍”⑥,颇具神话色彩的记载使得这位鲁阳公很有些“战神”的味道.墨

子与鲁阳文君的讨论基本集中于“非攻”的主题上,“善战”的鲁阳文公与“非攻”的墨子间的对话应该

有着特殊的寓意.齐国的项子牛曾三次伐鲁,是墨子极力劝止的一位重臣,正史不载;«淮南子人

间训»中有一位齐臣牛子,曾经用计使伐齐的三国退兵,论者多谓此“牛子”即项子牛,如是,项子牛则

也是位能征善战的勇将了.汉代子书中的神话叙述、论辩材料当然不能坐实这段故事,却可体现出

墨子选择游说对象的指向性,“非攻”不仅为国君而设,更以“好战”、“善战”者为目标,强烈的对比自

然使得墨子的“非攻”形象倍加凸显.
最为饱满的形象当然来自于“止楚攻宋”精彩叙述.«墨子公输»有着六百余字的详细记录,绝

大篇幅集中于墨子与公输班的对话,最为生动的便是“行十日十夜”的急切情态.«战国策»的叙述仅

有二百五十余字,却特别写出了“百舍重茧”⑦的细节.«尸子止楚师»与此大略相同,再到后来的

«吕氏春秋»,则增加为“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⑧的形象描述.这一描述被后来的

«淮南子»袭用,还增加了“墨子闻而悼之”的心理描写.然而,最为重要的叙事要素时间、地点、人物

却有些缺失、混乱:时间不详;出发地点或鲁,或齐;首先游说的对象或为公输般,或为楚王.分量最

足的论辩对话是子书的显著标识,却难以成为严格的史料.值得注意的是,由连夜赶路而延伸出来

的足部特写,除却踵事增华的文学意义之外,更使墨子的“非攻”形象饱满完备,其后所隐藏的则是社

会对于墨子义举的普遍认同.“重茧”的形象在先秦史料中并非仅见,如«墨子»中的禽滑厘,«庄子»
中的曾子、士成绮,«韩非子»中的文公随从,«荀子»中“养亲而无孝名”者,以及«吕氏春秋»、«文子»、
«列子»中的“禹”.他们或“胼胝”,或“重趼”,大多含有执著行道的勤苦精神,其后能成为人物形象之

典范者,则只有“墨子”、“大禹”二人.而稍微晚出的“裂裳裹足”更成为墨子的独特标志,连同“闻而

悼之”的心理状态一并写出了墨子的急公好义,“非攻”的急切言行中饱含着“兼爱”的心境,“贵义”的

５１１原　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吕思勉称:“诸子中之记事,十之七八为寓言,即或实有其事,人名地名及年代等,亦多不可据;彼其意,固亦当作寓言用也.
据此以考事实,苟非十分谨慎,必将治丝益棼.今人考诸子年代事迹者,多即以诸子所记之事为据.既据此假定诸子年代事迹,乃更

持以判别诸子书之信否焉,其可信乎?”并力主治先秦之学者,可分家而不可分人.见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北京:中国大百科全

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２１ ２２页.
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第６２９页.
论者多谓齐大王为齐太公田和,但与墨子的时代颇有抵触,参见孙诒让、吴毓江、张纯一诸先生所论.
王焕镳:«墨子集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０４４ １０４６页.
徐元浩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第５２７ ５２８页.
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１９３页.
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１４６页.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５９４页.



追求中更有“节用”的务实,如此的墨子已然成为墨家思想的集中代言者.杂家博取众长,不主一家,
如此的墨子形象则是意气最少的一般描述.

«吕氏春秋»涉及墨家的记述有２２则.其中,专论墨子的有４则,除“止楚攻宋”外,又有“游越”、
“叹染丝”、“哭歧道”之事,用意唯在议论.此外,论及墨者的有６则.其余１２则中,墨子皆以思想者

的形象出现,且每每与孔子共同出现,屡有“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①之论,虽未明言“显学”,但
墨子之声望地位亦可见一斑.且«吕氏春秋»在议论之始常以墨子之言论为导引,亦可证明墨子之学

在当时的影响力.«晏子春秋»中墨子凡两出,皆以权威口吻对晏子表达认可,称其“知道”②,立足点

仍在“非攻”、“节用”两端.
«韩非子»中涉及墨家的记述约有７处,２处为墨子作“木鸢”,其余５处则围绕“显学”而展开议

论.尽管有“李、惠、宋、墨皆画策”③的批评,亦有“杨朱、墨翟”并为“天下之所察”的认可,尽管儒、墨
之学在其“参验”的尺度下“非愚则诬”,但儒、墨两家始终是不容置疑的“世之显学”④,弟子众多,声望

显赫.与之相似,墨家在整个«庄子»中未曾单独出现,而总是或与儒或与杨同时接受庄子的质疑、批
评.尽管未曾明确给予“显学”的定位,但频繁的“儒墨”并称,已足以说明二者于晚周学术中的独特

地位.
«荀子»中涉及墨家的篇目较多,有«修身»、«非十二子»、«儒效»、«富国»、«王霸»、«天论»、«礼

论»、«乐论»、«解蔽»、«成相»等,然态度已大不相同.荀子“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

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⑤,指摘诸子,昌言排击.与韩非、庄子不同,非乐薄礼的墨家成为荀子重点批

判的对象.格外严厉的批评态度固然来自于针锋相对的立场分歧,却也透露出荀子对于墨家的特殊

关注.反复深入的批驳指摘恰好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荀子的重视态度,弟子韩非对于墨家的“显学”定
位或即以此为本.还应注意的是,荀子在批判“俗儒”之流“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

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时,特别指出“其言议谈说已无以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

别”⑥.此言虽为抨击“俗儒”而作,逆向而思,俗儒的“无以异于墨子”自然意味着墨子与儒家的相似.
儒墨的相似有目共睹,却“明不能别”,于隆礼明分的荀子而言,当然要奋起排击,明辨其非.由此可

知,荀子的昌言诋墨不仅是由于主张上的分歧,更有辨异层面的特殊指向.对于墨家的影响,荀子并

未有明确的认可,唯«成相篇»中有“礼乐灭息,圣人隐伏墨术行”的论说.然而,特殊的抨击态度已然

显现出了墨学在当时的特殊地位,更暗示出儒、墨间的特殊关系.
«孟子»中关于墨家的资料只有４条,均是批判的态度.与荀子不同,孟子的论述方式是不得已

的“好辩”,畅快淋漓,气势如虹,却没有细腻的阐释、理性的分析,实际的推理极为简单,如“杨氏为

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⑦,“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

利天下,为之”⑧.寥寥数言,分析并不深入,但态度之激烈,却溢于言表:“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

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⑨孟子素以“距杨墨,放淫辞”(«孟
子滕文公下»)为己任,其于墨家的痛切批评一如荀子,就此而言,亦有与荀子相类之处.«孟子»一
书,于当时学派多有批评,然推其所严,则唯杨、墨两家,其中,尤以墨家为最.除墨者夷之外,如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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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宋牼等均为墨家主张之追随者①,无不受到孟子的驳斥,而如子莫、告子、淳于髡之流亦同样受到

孟子的批评.在孟子眼中,这些学者恰如荀子所批判的“俗儒”,亦是其“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
淫辞”的对象.至于与墨家并称的杨朱,钱穆先生认为:“孟子辟墨,故其后遂有儒墨之争,为先秦学

术界一大事.至于杨与墨争,儒与杨争,其事皆难可考见.则以杨本不成学派,谓杨墨者,特孟子一

时之私言.”②杨氏为己,投合世俗,却难以立说,记载寥寥,远不足与墨家相颉颃.“大抵墨之徒尚功

利而骛外,故孟子矫之以内心之本源;杨之徒恣情欲而私己,故孟子正之以外部之规范.为杨墨之说

者,亦各有其一偏之理由,与其一偏之精神,足以震荡世俗而汲引人心,故孟子遂比之于洪水猛兽

也.”③然而,诸如宋牼、许行、陈仲之类的墨家“不徒其树义甚高,其制行亦甚卓;虽或流于偏激,要为

豪杰之士;似非淳于髡、告子之徒所可及.故即观于«孟子»之书,亦知墨家兼爱,实为儒学劲敌”④.
所谓“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⑤,除去思想史意义上的学术思辨外,还须注意的是,墨、杨、儒的

关系转化中隐含着逆向发展的潜在趋势:“逃儒必归于墨”———墨子的学儒而废本身即是最好的例

证.孟子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抨击墨家,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即此而论,孟、荀虽有不同,对于墨家

的态度却十分相似,对立主张下的严厉批评,恰恰体现出近缘关系下的辨异取向.
诸子言说中不乏关注史实、年代、地位的诸多纠纷,然而,以思想文化的视角切入,直接以言说论

辩的叙述态度、内在观念、一般思想作为关注对象,则可以避免一些论点的纠缠,在思想文化的历史

脉络中勾勒出略微清晰的墨子形象.先秦史料中的墨子作为“兼爱”、“非攻”、“薄礼”等主张的代言

者,算不得血肉饱满的历史人物.起初的墨子仅仅是思想的提出者,且与儒家有着特殊的近缘关系.
随着自身的发展以及儒家的激烈批判,墨家的地位得以提升,与儒家一道被视为显学,墨子及其后学

的言行日渐成为诸子立说时的例证论据,无论态度上肯定还是否定,无论形象上是丰满还是枯槁,墨
子已然成为思想史上无法避绕的伟大人物.

三、儒与墨

对于墨家的思想意义,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述论颇详.对于墨子的历史地位,司马迁所掌握

的信史遗文确实有限,难以成文,特意在«孟子荀卿列传»之后的补缀正是其史家手段的体现.孟子、
荀子都是指斥墨子最为激烈的人物,又都是儒家的嫡系,对于墨子的态度多有同源辨异的意味.«吕
氏春秋»称:“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

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⑥鲁惠公在位４６年,始于公元前７６８年,终于前７２３年.周桓王在位２３
年,始于前７１９,终于公元前６９７年.鲁惠公去世时,桓王尚未即位,其误可知.所谓请礼之事于正史

无载,惟真伪颇具争议的«今本竹书纪年»称,(平王)四十二年,“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王使史角

如鲁谕止之”⑦.史料的真伪姑且不论,短短文字中的两处“止之”已有歧义.«吕氏春秋»的“惠公止

之”可以是停止请礼的行为,也可以理解为使史角“止于”鲁国,让史角在鲁国居住.«竹书纪年»中的

“谕止之”倒是态度明了,直接禁止.再者便是孟苏、夔靖叔、宰让、史角几位人物于史无考.年代抵

牾,记述生歧,人物不详,«吕览»记载的可信度自然不高,但在其特别的时序安排中,却隐然将孔子、
墨子并为同代之人.

秦火之下,儒学式微,汉之一统,初盛黄老,后尊儒术.虽宗尚道家,但在«淮南子»时代,儒术已

７１１原　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方授楚:«墨学源流»,第１４３页;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８２３ ８２４页.
钱穆:«四书释义»,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９８年,第２２４页.
钱穆:«四书释义»,第２３４页.
钱穆:«四书释义»,第２３４页.
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第９９７页.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第５２ ５３页.
沈约注:«竹书纪年»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然独尊,遂有“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①之论.再后些的司马迁则以两个“或曰”,谨慎用笔,结
束全文.将墨子与孔子置于同时代,显然别有深意.二十四字的墨家史录中有近一半的篇幅用来考

量孔、墨的时代,其意义显然不仅在于孔子、墨翟的年寿比较,背后更深蕴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史

学深意.墨子“并孔子时”的说法在后世并未得到太多的支持,刘向称墨子“在七十子之后”,«汉书
艺文志»言墨子“在孔子后”②.«后汉书张衡列传»注引«衡集»云:“班与墨翟并当子思时,出仲尼

后.”③儒学一统,“辟墨”主潮下的一般认知大抵沿袭孟、荀的批判思路,墨子“在孔子后”更成为不需

辩驳的命题.清代考据勃兴,墨子模糊的生卒年代议题颇受诸家青睐.学者多以«墨子»本书与正史

互证推校,汪中认同«汉志»之说,称其说为是,孙诒让也肯定“墨子之后孔子盖信”④.虽在具体年代

上有分歧,但墨子在孔子之后仍是基本一致的判断.
墨子后于孔子之论并未得到十足的史料证明,中间夹杂着不少儒学宗主下的习惯情绪.清儒汪

中认为墨子“其年于孔子差后,或犹及见孔子”,此说大约是后世对墨子“并孔子时”最为认可的一种

解释,虽认同寥寥,且自身也底气不足.汪中的另一番话却很值得注意,其称:“自儒者言之,孔子之

尊,固生民以来所未有矣.自墨者言之,则孔子鲁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埓,其年又

相近,其操术不同,而立言务以求,胜此在诸子百家,莫不如是.是故墨子之诬孔子,犹老子之绌儒学

也.归于不相为谋而已矣.”⑤这种放弃了儒学宗主立场的逆向思考,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洞察历史

的思想穿透力.对于孔、墨时代的考量,深受思想史上的正统别流尊卑意识渗透,蕴含着层累的历史

惯性之影响.史料有缺,孔墨时代的先后无可质定,如汪中这样尽力以平等的眼光使有限推断更接

近真相,或是一种可取的思路.«论语»不及墨子,«墨子»颇诟儒者,墨家又备受孟、荀指斥,但司马迁

«史记»却将其附于«孟子荀卿列传»之末,更以孔子为参照物讨论其时代,两个“或曰”明显透露出儒

墨近缘的意识.“不期修古”的韩非对于“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⑥的主张并不认同,这位反传统的

批判者将儒墨并称为显学,视为崇尚先王之道的代表,则是从否定者的角度认同了儒墨的近缘关系.
孟荀的辟墨不免带有正本清源的意气情绪,辨异的关注远远胜过认同的理解.儒墨主张虽有分

歧,然相同之处亦为数不少.以孟子传人自居的韩愈便称:“儒讥墨以尚同、兼爱、尚贤、明鬼.而孔

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讥专臣,不尚同哉? 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

哉? 孔子贤贤,以四科进褒弟子,疾殁世而名不称,不尚贤哉? 孔子祭如在,讥祭如不祭者,曰:我祭

则受福,不明鬼哉? 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 余以为

辩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

墨.”⑦孔墨相为用的论调颇受宋儒攻击.王安石曰“孔墨必相用,自古宁有此”⑧,其对头程颐也认为

此说“言不严谨”、“甚不可也”⑨.稍晚些的黄震更旗帜鲜明地指出:“墨之尚同,谓天子所是皆是之,
天子所非皆非之.与孔门所谓如其不善而莫违之戒正相反.墨子之言兼爱,谓法其父母与法其

君皆为法不仁,惟当法天,与孔门所谓孝弟为仁之本者正相背.”故而,“孔子不必用墨子,墨子亦必不

能用孔子”.道统立场下的辟墨指斥不免有些卫道的情绪,执其一端,未暇全面深入论析.明代史

家焦竑的态度稍微宽容些,称:“墨氏见天下无非为我者,故不自爱而兼爱也,此与圣人之道兼济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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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第７０９页.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１７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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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著,李壁注,高克勤点校:«王荆文公诗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６４页.
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２３１页.
黄震:«黄氏日钞»卷五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异? 故贾谊、韩愈往往以孔墨并名.”①朴学影响下的清儒对于墨家的态度日渐平和,校注疏证,渐不

乏人.降及清末,大变局之下的儒学颇受冲击,独尊之势开始松动,诸子之学渐兴,身当其时的俞樾

即认为墨子“达于天人之理,熟于事物之情,又深察春秋、战国百余年间时势之变,欲补弊扶偏,以复

之于古,郑重其意,反复其言,以冀世主之一听.虽若有稍诡于正者,而实千古之有心人也”②.与此

同时,俞樾重新肯定了韩愈的论题,称“唐以来,韩昌黎外,无一人能知墨子者”,并主张“今天下一大

战国也,以孟子反本一言为主,而以墨子之书辅之,傥足以安内而攘外乎”③.特定情势下的“孟主墨

辅”显然有着安邦救亡的淑世思考,然而,在走出道统论影响之后的重新认识中,仍可清晰地发现儒

墨的思想近缘———墨子与最为排斥他的孟子被一道用作安内攘外的学术资源,且更有一层延续孔子

志业的寓意.
近百年间,儒学失尊,诸子平视,关于儒墨异同的讨论亦更为深入细致.其书既存,其事有载,角

度不同,立场有异,自然见仁见智.陈柱先生称:“孔墨同言孝,同言爱,同言贤,而趋向各各不同,盖
出发点殊也.”④认为儒墨之异在于所本不同,儒本于父母,墨本于天.张纯一先生则云:“大道无形,
本同也.形而为有,则异名.儒墨二家,水火久矣,实无足异.盖体道以致用者殊耳.”⑤这显然是认

为儒墨本同而末异.关于儒墨异同分析最为细致的当为王桐龄先生,他在«儒墨之异同»中罗列儒墨

学说２８条,其中同者９条,异者１９条;罗列儒墨理想２０条,其中同者１２条,异者８条;罗列儒墨教祖

事迹１９条,同者１０条,异者９条.他特别指出最耐人吟味的三点:一、孔墨学说之根据多相似,而研

究所得之结果多不同;二、孔墨之师承颇相似,而相续者多不同;三、孔墨少年时代之经历多相似,而
中年以后嗜好多不同⑥.立学之本的相似显示出儒、墨共同的知识来源,而师承所祖的相似更透露出

儒墨之间特殊的近缘关系.萧公权先生即言:“孔墨不同道,世所习知.然此不免皮相之谈.吾人考

其行迹,则二者实有相似之处.述古学以自辟宗风,立治道以拯时弊.游行诸国,终无所试.乃广授

门徒,冀其能行道而传学.凡此皆孔墨之所同也.吾人以为就大体言之,墨子乃一平民化之孔

子,墨学乃平民化之孔学.二者之言行,尽有程度上之差异,而其根本精神则每可相通.”⑦熊十力更

认为墨子平生愿力所在即其政治社会理想,“根本原则即‘兼相爱’‘交相利’六字尽之.墨子生竞争

之世,悼人相食之祸,而谋全人类之安宁,固承孔子«春秋»太平、«礼运»大同之旨而发挥之.谓墨子

于儒学为异端,则非知墨者也”⑧.
“墨子盖深受儒家思想之影响,而卒与之反.其于老氏或亦不无关,如非乐、节葬等主张,与反朴

守俭意思皆相通.”⑨西方也有学者认为墨家的“许多学说同儒家太接近,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地位”.
儒墨之兴,正值“道术将为天下裂”之际,溯其所本,固在古之道术,道术之传,则在官守.“有官

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

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章学诚的古学探源,推阐刘«略»
班«志»之意,以官学为学宗,肯定诸子同源,章太炎先生等皆表认同.胡适先生著«诸子不出于王官

论»,力诋«汉志»之诬,诸子之学皆春秋战国之时势世变所产生,与王官无涉.两说抵牾,持论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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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竑:«澹园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第３１３页.
俞樾:«俞序»,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第１页.
俞樾:«俞序»,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第２页.
陈柱:«墨学十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１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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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莱芒道逊:«中华帝国的文明»,金星男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２７页.
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９５１页.



者,如吕思勉先生曰:“诸家之学,«汉志»谓皆出王官;«淮南要略»则以为起于救时之弊,盖一言其

因,一言其缘也.”①又如张舜徽先生称:“如谓王官之学衰而诸子兴,犹可也;必谓诸子之学一一出于

王官,则不可也.”②参酌诸贤之论,不难发现,诸子之分歧,在官学既衰,诸子渐兴之更迭演变,在王官

与诸子的比拟对应,在儒学与诸子的是否平等,但对古学之源,却颇为认同«易传»“天下一致而百虑,
同归而殊途”的基本判断.儒墨称先王,同是尧、舜、禹、汤;道前贤,同为稷、契、皋陶;引经传,不外

«诗»、«书»、«春秋»;究其学之所出,则同祖述于古之巫者.
作为最早的知识阶层,古之巫者集文化、技能于一身,成为最古老的专家③.“古者民神不杂,民

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徹

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④智、圣、明、聪兼具的巫觋与«庄子天下»篇所描述的

“古之人”大抵相类.作为古之道术的担当者,“古之人”可谓全知全能,“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
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⑤.不难看出,兼备诸般本

领、沟通天地的“古之人”正是巫觋一脉.古巫禀赋异常,身系多职,声望至高,成为古代社会文化的

核心,天下学术皆自其出.其后,随着经验积累,技术进步,社会发展加快,职事日繁,分工成为必须,
古巫承担的所有职能逐渐离散,由更为庞大的知识阶层来分担,正即«庄子天下»篇所云:“其数散

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⑥庄子时代,巫者尚存,且不乏神奇,如郑国的神巫季

咸,“知人之生死存亡,祸福寿夭,期以岁月旬日,若神”⑦.但较之“古之人”的齐备全能,已然不及.
百家之学在“道术将裂”的天下大势下完成了“哲学的突破”⑧,形成了特色各异的文化传统,追溯其

本,仍在古之巫觋.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巫术永远没有‘起源’,永远不是发明的,编造的,一切

巫术简单地说都是‘存在’的,古已有之的存在.”⑨无法证实的巫术成为文化技能的古老源头,古已有

之的古巫则在社会分工中分解为最初的知识者,“祝、宗、卜、史等百官皆是巫之变体,皆出自巫”.
诸子之学,本诸百官,所谓“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尽管后世儒家有着相当理性化的阐释,但依然

可以发现巫术分化的古史痕迹.也许是巫术时代的法术失效,抑或是理性时代的道德失范,“古巫”
气息浓重的“天子”,无法沟通天地,难以维系其职守,道术旁落,分散诸家,则有百家之兴,儒墨争锋.

关于儒家之来源,说者甚众,且不乏名家.章太炎先生认为是“求雨的巫觋”,胡适先生认为是

“治丧相礼”的殷族教士,钱穆先生认为是通习六艺之术士,冯友兰先生认为儒是散在民间,教书相礼

的学问专家.此外又有乐师、礼官、祭师、保氏诸说.关于“儒”(需)之语源的考证,分歧颇多,关于

“儒”之职守的具体规限,未有定说,然而,若以粗线条的通约思路来看,有两点大体可信:一、“儒”起
源于“巫”;二、“礼”是“儒”最核心的关注.源自古巫,毋庸赘言,孔子亦自言“与史巫同途而殊归”.
在古巫的诸多职责技能中,“儒”于“礼”尤为重视,墨子、庄子对儒家的抨击皆发端于“礼”,而“儒”之
重冠服、明典仪,所体现的是对“礼”的直接参与,至于修教化、习六艺则是对于“礼”的间接传播.«论
语颜渊»曰:“克己复礼为仁.”儒家的核心理念、基本精神、一般准则等大抵沿着“克己复礼”的求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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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向展开,视、听、言、动一准于“礼”.«说文»有云“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大致勾勒出“礼”的原

始内涵.«礼记祭统»曰“礼有五经,莫重于祭”,重笔点染出“礼”的核心指向.刘师培曰:“古代礼

制悉该于祭礼之中,舍祭礼而外,固无所谓礼制也.”①这里的古代正是«庄子天下»篇“古之人”的时

代,钱穆亦言:“古人学问,可以一字尽之,曰惟‘礼’而已.”②全知全能的古巫以一套完整的行为沟通

天地人神,其中涉及一系列仪式、规则、文辞、场地、设施、用具等,以及就不同对象、时令的综合考虑,
更包含渗透其中的观念、知识、思想等.随着古巫的分化,神、人关注的此消彼长,包罗万象的事神之

祀凝结为治人之礼.“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是故夫礼必

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

也.”③几乎涵盖儒家一切志业的“礼”正是其于古巫处所接受、传承、发扬、阐释的祭祀传统,“儒”之于

“礼”正如“巫”之于“祀”,有着毋庸置疑的绝对意义,而“巫 祀”与“儒 礼”的对应模式,或是对儒家

源流的贴切阐释.
“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④“祀”当一国之重,以之为业的“儒”发扬蹈厉,加之孔圣

教化广大,遂成一代显学.然而,学术之显赫,并不是哪位圣贤明王可以独力造就的,必有学术自身

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联,更有社会对此相关论题的密切关注,诸般具备,方可实现.“世之显学,儒、
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⑤“儒”因“祀”而为“世”所重,先秦时代,墨家能与之争

锋,并为显学,所据为何? 宗师墨翟的刻志厉行仅为内力,必有强大外力之推动,方可成就.于古人

而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⑥.祭祀之外,关系重大者,唯有兵戎,所谓“兵者,国之大事也”⑦.作为

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行为,其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战争是古代社会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国家

形成的重要因素,«周礼»所涉及的国之“大事”、“大故”多系战事,“«易经»中战争的文字之多,实在任

何的事项之上”⑧.由此而论,与“祀”并驾齐驱的“戎”足以形成与“儒”相颉颃的另一门显学.儒家之

外,“墨”为显学,其在“戎”乎?

四、以戎为业

“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⑨如果从“兽处群居,以力相争”的蒙昧时代算起,如果将近

乎本能的争斗看作“兵”之初始,和“没有起源”的巫术一样,战争同样是古已有之的社会存在.“中土

兵学,肇自炎黄.太公继之,日益昌明,东周之季,孙子吴子,崛起吴楚.权谋技巧,空前绝后,著书立

说,体大思精.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于追溯始祖、托名前贤的撰述心理中,不难看出兵学的

源远流长.兵者,虽被视为“不祥之器”,但即便是圣人,也不得不用.“夫经之«易»也,子之«老»也,
兵家之«孙»也,其道皆冒万有,其心皆照宇宙,其术皆合天人、综常变者也.”以道而论,诸子百家,莫
不言兵,孔子言足兵,孟子论人和,荀子有«议兵»,«吕览»有«荡兵»,纵横多权变,法家重耕战.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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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编辑部编:«魏源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第２２６ ２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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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兵书,得此可以总括.”(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第５１５页)



立场下的战争论说,自有百家争鸣的精彩纷呈,亦不乏鞭辟入里的深刻,然而,作为思想者的社会观

察毕竟不同于有着实战经验的反思总结,一般意义上的兵家称许依然特指孙武、吴起等人.值得注

意的是,孙、吴等人虽被尊为“兵家鼻祖”,如韩非即言“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①,但与儒

家并为“显学”的却是墨家.按照“祀”、“戎”并为国家之重的思路来推理,墨之重视军事应与儒之重

视祭祀相类,大不同于诸子的泛泛之论,详考墨家之立言、行事,可为印证之处,俯拾皆是.
以墨子其人而论,最为确凿的二十四字史料中赫然有着“善守御”的字样,且是首要的形容之辞.

与攻伐相对的“守御”无疑是最为基本的军事活动.太史公对此特别标明,无疑是墨子“重戎”最为有

力的证据之一.如前所论,在先秦史料中,墨子最为光彩的活动便是止楚攻宋、止楚攻郑、止齐攻鲁

等非攻义举.墨子一次次出现于战争之中,以防御之术成为战争的主角,尽管没有史证的凿实,但墨

子对于军事的关注的传说是远远胜过其他诸子的,乃至被视为守御制胜的典范.
以墨家言论而言,«墨子»一书,涉及古之战事者,数量颇多,对上古战争的记载尤为丰富、详细.

如«明鬼»篇所载:“汤以车九两,鸟陈雁行,汤乘大赞,犯遂下众,人之 遂,王乎禽推哆、大戏.”②特别

的列阵状写、战事描绘正表现出墨家对于兵戎的特别关注.再如«非攻»篇关于“汤奉桀众以克有

(夏)”③的征程记述,其可信性得到了后世考古成果的印证④,说明其于战事的记载有着特殊的严谨

态度.当然,最具说服力的,还是«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蚁傅»、
«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等多达１１篇的军备专论,另有关于守城之法的９篇佚文,按«汉
志»所载,«墨子»７１篇,共计２０篇的兵守专论,所占篇幅已极为可观.如果将«非攻»篇这样的兵道专

论以及散布于各篇中战事论述也计算在内的话,«墨子»之言兵,当居诸子之首,远远胜过不足六千字

的«孙子兵法».此外,关于«墨子»军事思想的研究,是当前墨子研究中一个重要领域,论者甚众,成
果亦丰,绝非其他诸子(兵家除外)可以比拟.

以墨家组织而论,墨家“非仅一学术团体,似革命机关,亦似后世秘密会党,盖组织甚密而纪律甚

严也”⑤.此说最为有力的证据导自«淮南子泰族训»中“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
不还踵”的描述,尽管«淮南子»本意在“化之所致”的阐释,然“赴火蹈刃,死不还踵”的形容已足以体

现出墨家团体组织之严密、纪律之严格.作为补充的个案史料则来自于«吕氏春秋»对于墨家“钜子”
腹黄享、孟胜、田襄子等言行的详尽记载,其中有依法杀子的“忍所私以行大义”,更有“弟子死之者百

八十”的酷烈.所谓“墨子之门多勇士”⑥,墨家于“勇”极为重视,«修身»篇起首便是“战虽有陈,而勇

为本焉”⑦.对于“勇”的强调,本自对“战”的关注.当为留意的还有«墨子鲁问»篇的一则记载:“鲁
人有因子墨子而学其子者,其子战而死,其父让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学子之子,今学成矣,战而

死,而子愠,是犹欲粜,籴雠,则愠也,岂不费哉?’”⑧不难看出,弟子于墨子处所修习的正是“战”,“战
而死”被看作“学成”的自然结果,不当有所怨悔.不近人情的对答与墨子的“兼爱”主张似乎颇为抵

牾,然而,在墨子的“守围城之法”中,“罚严足畏”乃是不可或缺的必备因素,如“皆斩”、“车裂”、“断无

赦”的字眼比比皆是,对于“以书射寇”的通敌者,更是不惜株连其父母、妻子,“身枭城上”.如此的严

刑酷法,并非法家的惨礉少恩,而是军事家令行禁止的果断坚忍.不难看出,墨家的组织有着深刻的

军事背景,“墨子的精神显示了某种军人的严格和简朴倾向,在追求智识的条理上非常严谨.他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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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组成的社团也组织严密,依稀有军队的影子.更为重要的是,他的门徒虽然恪守他对侵伐战争的

批评,但他们的确成了战国时公认的防御守备的行家,在战争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①.无论是不辞

劳苦的非攻止战,抑或是生死以之的号令服从,就墨家团体的组织性质而言,其所表现出的军事特征

已足以说明墨家的以“戎”为业.冯友兰先生即言,墨子讲军旅之事,瞧不起俎豆之事之繁文缛节,
“盖此为其团体衣食之资,与儒之礼乐同”②.

墨家著述,归于子部,自然无疑.«汉书艺文志»师袭刘歆«七略»,分六略三十八种,诸子略下

有“墨六家,八十六篇”,分别为«尹佚»、«田俅子»、«我子»、«随巢子»、«胡非子»、«墨子»③.然而,在兵

书略中,特别标出“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省«墨子»重”④.在兵权谋家下,班固注称:“省伊尹、
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种.”⑤略考所言诸书,多有

用兵权谋之论,然数量有限,以全书之比重而言,所占甚微,故而省去.«墨子»则不同,除去近三分之

一的兵备专论外,涉及军旅之事者,数量亦众,列为兵家,本无不可,然前已收入墨家,故曰“省重”,细
微差别中,正可看出墨家特殊的兵戎色彩.

«论语卫灵公»有云:“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

也’.明日遂行.”孔子对于兵戎的刻意回避与墨家的关注重视恰好相反,俎豆为“祀”之象征,军旅则

是“戎”之根本,儒家的重“祀”为墨家的重“戎”留足了空间,墨家能与儒家并为显学,正在于其对“国
之大事”另一端“戎”的身体力行与深入思辨.«汉志»兵家分权谋、形式、阴阳、技巧四类,«墨子»所属

的兵技巧家言“最切实用.然古今异宜,故不传于后”⑥.而兵权谋,“专论用兵之理,几无今古之

异”⑦,流衍最广.关于用兵之理,诸子各有见解,或深或浅,或专或泛,«汉志»于此类之下,省略最多,
孙、吴以思论之精为后人推许,但态度严厉的非议之声亦不绝于耳.早在荀子,便有“孙吴上势利而

贵变诈”(«议兵»)的指斥,直至明朝,宋濂尚言:“古之谈兵者,有仁义,有节制,至武一趋于权术变诈,
流毒至于今未已也.然则武者固兵家之祖,亦兵家之祸首欤.”⑧满清亲王允礼更是一针见血:“春秋

以来谈兵者凡数百家,而«孙武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为最,然其言愈精而其心愈忍矣.”⑨中华文化

重德尚义,企慕和平,虽也承认战争之意义,却贴上“不得已而为之”的标签.在如此文化生态下,以
“诡道”言兵的孙吴当然不及以“非攻”论战的墨子更能得到社会认可,墨家的“守”成为中国论“戎”的
基本态度,这样的军事思想,虽不及权谋、攻伐具有战争实效,却与民族心理更为相契,成为显学,自
在情理之中.

“以戎为业”的墨家所以能够成为显学,在“守”而不在“攻”,在“技巧”而不在“权谋”.早期社会

中,兵役制度大半为举族皆兵,凡有作战能力之男丁,均须当兵服役,士人尤然.顾颉刚先生即言:
“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

以卫社稷之义务.”墨家自不例外,但其所服兵役的主要内容却并非执戈上阵,而是设防备守,具体

的工作则集中于器械制造、机关设计等军事防御工程.墨子,作为墨家之代言者,当然是此中翘楚,
以今日眼光视之,或可称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工程师.无独有偶,西方语言中Engine(工程师)一词,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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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１８世纪才摆脱了最初的军事含义①.而墨家的“以戎为业”正是以“工”为其显著标识的,无论其组

织形态,还是其理论逻辑,均在这方面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历史烙印.

五、工师与绳墨

“钜子”是墨家组织形态的重要构成角色,然“钜子”之说不见于«墨子»,最早的“钜子”信息来自

于«庄子天下»篇:墨家后学“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②.陆德明«经典释文»称:“(巨子)向崔本

作钜.向云:墨家号其道理成者为钜子,若儒家之硕儒.”③向秀注曰:“巨子最能辨其所是以成其

行.”④后世对于“钜子”的理解多本于此,将“钜子”视为墨家组织的领袖、导师.巨子在墨家中的地

位、影响无需多议,然此等卓越领袖何以用“钜子”命名? 为何独有墨家以巨子为圣人? 其中颇含深

意.“子”为古之尊称、美称,暂可不论.以“巨”而论,“巨,大也”.“巨子”类于“硕儒”,其义亦通.然

而,巨之言“大”乃宋、齐之间方言⑤,论其本义则为规矩.«说文工部»:“巨,规巨也.从工,象手持

之.榘,巨或从木、矢.”巨之金文作“”,正象一人手持“规矩”之形.所谓规矩,便是所持之器物,正
是“工”.杨树达先生认为,工为器物,故人能以手持之,又云:“以字形考之,工象曲尺之形,盖即曲尺

也盖工与巨义本相同,以造文之次第论,初有工文,双声转注,后复有巨.制字者以巨工同物,故
即就工字之形为巨字,后人习用巨字,致曲尺之义为巨所独据.工字之初义不明.”⑥由此而论,“巨
子”便有了另一重意思,即持巨(工)之人,掌握规矩的人,由此意引申为领袖似乎更为妥帖.墨家巨

子持律甚严,不容违逆,后学奉为圣人,则视其为规矩.墨家以军事制作、军事工程为职,规矩尺度最

为所重,以“巨”为代言,最是切合情理,正是墨家区别于诸子之所在.诸子百家各贤其贤,然以“巨
子”命名者,唯有墨家,对工具如此尊崇,正是墨家之本色体现,更包含着原始墨家的文化信息.

“工”之由来久矣,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构成部分,可以追溯至最早的石器制作.早期的石

器常常集多种用途于一身,可用于劳动生产,亦可用来攻击自卫,自然有着武器的色彩.甲骨文中的

“工”字更属常见,歧义亦多,或云像斧形,或曰像连玉形,可用作攻击之“攻”、戎功之“功”、贡纳之

“贡”、贡典之“贡”、官吏之“官”等.前两种用法均与军事有所关联,后两种则涉及祭祀礼仪,恰说明

了“工”与“国之大事”密切相关.于省吾先生指出:“工亦读如字,指官吏言之.«书尧典»之‘允厘

百工’,伪孔传谓‘工,官也’,«诗臣工»之‘磋磋臣工’,毛传谓‘工,官也’.工训官古籍习见.”⑦在

«诗»、«书»时代,“工”很是具有“官”之品格,按«国语»所载,«齐语»云:“处工,就官府”、令工“群萃而

州处”.«晋语»云:“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可见,
“工”之衣食所养由国家提供,系某种意义上的“食俸者”.«左传昭公七年»有一段关于臣属等级的

论述,曰:“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尽管“士
庶工商”的排列屡见于«左传»、«国语»之中,但在区别上下的序列中,却没有工的位置,正折射出“工”
之地位与众不同.«礼记王制»所述甚为明确:“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将
以“技”为职的“百工”纳入巫、史之列.«周礼考工记»云:“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也.”郑玄注曰:
“百工,司空事官之属司空,掌营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庙,造宫室车服器械.”无论是城郭之营

建,抑或是器械的制造,均与军事关联甚深,而«考工记»所列工种中,专门的兵器制造约占五分之一,
涉及军用者,或达半数以上.可见,“工”之为用,虽不限于军事,却以此为重.需要特别指出的则是

４２１ 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英]李约瑟原著,[英]柯林罗南改编:«中华科学文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８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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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国有”特征,作为关系国家大计的军事工程、武器制造,无论场所、工具、材料等,多半为官属,参与

设计、制作的“百工”、“工匠”之流,同样由国家奉养①.墨家“以戎为业”,溯其职业之本,即是这样的

“工”,有独立的职业技能,有特殊的知识背景,有相当的社会地位,更因军事的特殊性而有举足轻重

的意义,而此,正构成了墨学所以能够成为显学的社会基础.
«周礼考工记»云:“审曲面埶,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②对于这样的“百工”要求,墨家

无不兼备,更有理论的总结与提升.«墨子法仪»载:“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
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放依以从事,犹逾已.故百工从事,
皆有法所度.”③与«考工记舆人»“圜者中规,方者中矩,立者中县,衡者中水”同出一辙,所不同处,
则在于«墨子»能够从方、圆、平、直的具体实践中,提炼出“法”的标准思想.“作为工艺技术汇总的

«考工记»,主要反映了工匠的传统,而«墨经»则有更多的学者传统,它反映的一些科学理论认识是直

接以手工业技术实践为基础的.墨子结合了学者传统和工匠传统,总结了工艺技术的经验知识,形
成了初步的理论形态.”④除去论说的理论总结外,更有深层的意义思考.«墨子鲁问»载:“公输子

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匠

之为车辖.须臾刘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巧,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⑤公输

子是«墨子»中的能工巧匠,亦系墨子很重视的对手,更是大名鼎鼎的鲁班,被后世土木工尊为祖师.
这段故事在«韩非子»中也有记载,不过,主人公换作了墨子,主题则变为了墨子的自省.«淮南子»则
曰:“鲁般、墨子以木为鸢而飞之,三日不集.”⑥显然,对于在攻守对决中屡屡折服公输般的墨子而言,
“以木为鸢(鹊)”这样的技术之事完全可以胜任,关键之处则在藏于其后的价值判断.何为真正的

“工”? 技巧层面的精致完备并不是最好的诠释,胜义的妙处终究落足于道义之上.“墨子为守攻,公
输般服,而不肯以兵知.”⑦以墨家职守而论,本在兵戎,然墨子却不肯以此自诩,其最为后世所津津乐

道者亦是与战事背道而驰的“兼爱”、“非攻”.由“技”而“道”的升华正是墨学显扬于世的根本所在,
墨子便是完成这一转换升华的集大成者.

关于墨子的出身,«史记»定位为“宋大夫”,郑樵将墨氏归于“孤竹君之后”,其后顾颉刚、童书业

诸先生均从姓氏源流肯定墨子的贵族血统,傅斯年先生更指出:“墨子出身盖亦宋之公族(顾颉刚语

云,墨氏即墨夷氏,公子目夷之后.其说盖可信),后世迁居于鲁,与孔子全同.”⑧然而,“上无君上之

事,下无耕农之难”的墨子却以“贱人”自称(参«墨子贵义»),所带弟子“面目黎黑,役身给使”,孟子

言其“摩顶放踵”,荀子斥为“役夫”,显得并无丝毫的大夫风范.钱穆先生则从字义引申,认为“墨”为
奴役之称,现代研究者则多半按照职业习惯将迥异于“农”的墨子看作为手工业匠人.以历史眼光来

看,贵族在远源上与工匠角色并无实质性尊卑之别.«诗»云“君子于役”,古代差役系古代贵族对于

国家的应尽义务,有身份有地位的君子自无例外.«说文»云:“役,戍边也.”兵役是古代政役最为基

本的构成,对于“以戎为业”的墨家而言,服役戍守并非有失身份之事,倒是职中应有之义.以其可能

从事的事务而论,制造兵器、修筑城池,自与讲学论道不同,长期的野外劳作,不免使之“手足胼胝,面
目黎黑”,以行事、容貌而论,不免有些近乎苦工.这与贵族的血统、“百工”的官位并不协调.如果说

墨家必须依靠苦力谋生的话,那么这个“苦”是生存的必需,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自讨苦吃.然而,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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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分工中,最为粗浅的笨重工作、无关大局的细末工作,必然会使用奴仆任之,即所谓的“工奴”.由于其所从事的工作缺

乏技术含量,可以随意替代,更不会有“工之子恒为工”的世袭传承,自然地位低下,通常被视作“奴”,或不得入“百工”之列.
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３１１０ ３１１１页.
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第２０ ２１页.
邢兆良:«墨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５６页.
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第４８１ ４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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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２册,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６２５页.



却被冠以了“自苦”①的标签,这恰好说明墨者并非藉此谋生的“劳力者”,乃是能够身体力行的“劳心

者”———墨子不仅十分认同王公、士君子、农夫、妇人的分工,更极力主张“各从事其所能”②.«周礼
考工记»曰:“智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③特别标明的“圣人”
属性无疑有着正名定分的探源意义,能述之守之的“工”与儒家述而不作的传统颇为吻合,而紧承“智
者”的“巧者”定位最可说明“工”之地位的不凡,亦折射出儒、墨之间的近缘关系.所谓智者,约与古

巫相近,是知识、技能的最初拥有者,能够“述之”的“巧者”则是社会分工细化后的新知识阶层,祝史

医卜等皆在其列,工亦不例外.墨家即是这样述之守之的巧者,不仅有高贵的学统、专门的技能,更
有着不低的地位,但职业所限、志向所至,越是出色的墨者,越需身体力行,越是近乎役徒,每每表现

出有悖常情的“自苦”,此非故意标榜,正是本色所在.
至于墨子的姓氏,世人多作“姓墨名翟”,至«北山移文»有“翟子之悲”之语,后世诗文偶有袭用,

多为对仗之需④.元人伊士珍«琅嬛记»引«贾子说林»⑤云:“墨子姓翟名乌,其母梦日中赤乌飞入室

中,光辉照耀,目不能正,惊觉生乌,遂名之.”⑥«琅嬛记»撮抄杂说,被四库馆臣定为“荒诞猥琐”之作,
“所引书名大抵真伪相杂”⑦,似不足为据.然清人却颇有信从此说者.周亮工即言:“墨子姓翟,母梦

乌而生,因名之曰乌,以墨为道.今以姓为名,以墨为姓.是老子当姓老耳?”⑧四库馆臣同样以“其说

不著所出,未足为据也”不予认可.其后,程大中亦曰:“墨子姓翟,母梦乌而生,因名乌,以墨为道,墨
非姓.”⑨虽同样不言所出,然程大中“殚心稽古,淹通经史”,更当乾嘉考据之风潮,征信程度或胜于

前.至晚清江瑔,更是发扬此说,罗列八证,比类分析,论述墨子之墨,非为姓,而系道术之称.后人

或信从,或辩驳,墨子之姓氏遂存歧义,分歧暂可不论.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出处不明的一则材料,自
元及清,论者由摘录而至论析,史料固然有限,其中的文化信息却有了更为清晰的解读.是否为姓氏

暂可不论,但“墨”之命名实与墨道相关,这里的“墨”应是被反复提及的“绳墨”,亦即工匠用来画直线

用的工具.«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礼记经解»云:“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

诚设,不可欺以方圆.”绳墨不仅是工具,更引申为规矩、准则、法度.这正是墨家所极力主张、反复

要求的,更与尊巨子为领袖的墨家传统相一致.清儒唐甄曰:“大匠不能徒直,定于墨绳;不能徒方,
准于曲尺.”墨绳、曲尺的规矩方圆系工匠的第一要义,以之作为标识,自在情理之中.“天下从事者

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

法.”墨子此言正是这一精神的集中反映,亦是墨家“工”本色的流露.再来看“翟”,最早的记载当为

«尚书禹贡»中的“羽畎夏翟”.孔传曰:“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旌旄”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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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天下»篇一再称墨家“以自苦为极”,“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
参见«墨子»中«非乐»、«耕柱»、«节用»诸篇.
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第３１１４页.林尹先生«周礼今注今译»断为:“智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

之工.”可备一说.
如唐人谢观«误笔成蝇赋»(«文苑英华»卷一一四)、元人徐天倪«拟古»(«石仓历代诗选»卷二七九)、宋人姚勉则有“无翟子

兼爱之偏”之语(«雪坡集»卷四十二).
同书亦有作«贾氏说林»处.
伊世珍:«琅嬛记»卷下,明万历间刻本,第５ ６页.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１１１７页.
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十,清康熙六年(１６６７)刻本,第４８页.
程大中:«四书逸笺»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５９０５页.
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第９４４页.
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第１２５６页.
唐甄:«潜书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４９８页.
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第２０页.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廖名春、陈明整理,吕绍纲审定:«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７２页.



可以留意.«周礼司常»云:“全羽为旞,析羽为旌”,又言“凡军事,建旌旗”①,以翟羽装饰的旗帜是

用来指挥军队的.«诗邶风简兮»云:“左手执籥,右手秉翟.”舞者不仅“有力如虎”,所表演的万

舞,更是与军事行为关系密切.可见,“翟”之为用,多与军事相关,此点正可与墨子之言行互为印证.
论及墨子的官守,“宋大夫”的回答略显疏简.墨子为“工”,墨家弟子为百工之属,以墨子的领袖

地位而言,当为百工之长,即古之“工师”.古代“工官”,初见于甲骨文之“工”,“巫”字从工,其义相

通,工、巫之属即是当时有力之职守.商周金文中,“司工”之名屡见于器.郭沫若先生言:“凡司空之

职,彝铭均作司工,无作司空者.”②周代六卿,司空为冬官,掌管工程.营城郭,建都邑,制社稷宗庙,
造宫室车服器械,监百工,与墨子之言行职守颇为相合.先秦典籍中又有工师之职,«礼记月令»先
曰:“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毋或不良.”③又

曰:“命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更反复强调,“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④与墨家之

节用务实精神甚为吻合.“工师”虽于«周礼»中未见,然«左传»中的“工师驷赤”当深为留意.这位

“工师驷赤”虽仅于史籍中一现,却是郈邑战役的主角,不仅是战争胜负的决定者,还懂得赋«诗»对
答.而曾经“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墨子不仅屡屡称引«诗经»,亦是多次攻守战役的灵魂人物.
冷兵器时代,军事工程技术于战争胜负关系重大,从事如此要职者自是战事之关键人物.驷赤、墨子

无疑系其佼佼者,不仅攻守之“技”娴熟,而且有着“道”的关怀.«论语为政»曰:“温故而知新,可以

为师矣.”由“器”而“道”的驷赤、墨子之流自不同于一般层面上的“某工”,而是有着传道品格的“师
者”.«荀子王制»称:“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备用,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工师之

事也.”权衡辨识之职能的特别提出,正折射出“工师”所专有的衡量能力与评定权力.«史记五帝

本纪»载:“讙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⑤可见,工师论定品鉴之事,古已有之.
张守节«史记正义»称:“工师,若今大匠卿也.”⑥大匠卿,为梁隋官职名,掌土木之工,改之汉时“大
匠”,秦有“少府”,春秋时则为工正、工尹、工师,掌管百工.能够品评他人,且为世所认可者,定为杰

出之辈,即今之大师巨匠.孟子最是一针见血,一曰“大匠诲人,必以规矩”⑦,再曰“大匠不为拙工改

废绳墨”⑧.以规矩绳墨为大匠标识,拟之墨子之言行信念,最为贴切.
“工师,工官之长也.”⑨虽系国家所设官职,却不仅是官方的地位认可,更包含着特殊的社会认

同.以“工”而论,规矩绳墨最为重要,以“师”而论,技艺传授外,须有“道”之升华,二者兼之,方可为

一流大匠,墨子适足当之.以官职论,墨子是宋之大夫;以技而论,墨子能以木为飞鸢;以职守而论,
则有善守之誉;以道而论,则有兼爱尚同之说,授徒讲学,与儒并显.墨翟技巧过人,德行服众,有着

特殊的个人魅力,是当时最杰出的工师.墨家弟子多为百工之属,服役从学,甘为赴火蹈刃,在内部

以“钜(巨)子”作为首领之尊称,作为标识的则是不可或缺的规矩法度.墨家之“工师”,有如儒家之

“师儒”,由来已久,流衍广远,直至今日,土家族对技艺娴熟的工匠首领仍尊为“掌墨师”,有着特殊的

职权,地位崇高.礼失而求诸野,其间或有古之“工师”的印迹留存.

７２１原　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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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第２２００页.
郭沫若:«金文丛考»,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第６５页.
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第４３５页.
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第４８９页.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２８页.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２９页.
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第８０３页.
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第９４４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６４０页.



六、馀　论

墨之源流,近本于工,远溯于巫.“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①儒以祀为

职,墨以戎为业,论其渊源,皆本之古巫之道术,述往圣、救时弊,仁民爱物,故多有相通之处.“墨子

之学以‘兼爱’、‘尚同’为本.‘兼爱’、‘尚同’则不得不‘尚贤’.至于节用,其旨专在俭约,则所以达

兼爱之路也.节葬、非乐,皆由节用来.要之,皆尚俭之法耳.”②墨家对于儒家的非议,集中于违背节

俭之旨的丧葬之厚、礼乐之繁,并及知命、远鬼神的态度,指斥最激烈的对象则是“小人儒”,却又与儒

家的君子追求不谋而合了.
儒、墨同源而近,并为显学.道、法异派,不辨细微,概而斥之.惟荀子为后起大儒,深为辨析,指

斥最严,论述最详,剖析最切.其言“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③,诚为中的之论.墨家以戎为业,职
守在工,在他们身上有着浓重的技术思维与军事色彩,体现在思想中,便是对于具体差异的忽视,习
惯以同一的模式、同一的标准对待不同的对象,如“兼爱”之说,推其本心,自在生民之关切,然忽视百

姓伦常之别,不免受到“无君无父”之讥,在小群体或可奏效,却难以全面推行.墨家最讲究“法仪”,
重视方法,其“三表法”的提出导自于“言必有仪”的判断,有着明显的工具理性与实用考虑.又如“尚
同”之说,是其为政之本,强调下级的思想言论、认识行为、赏罚舆论均要绝对服从上级、服从规律,亦
是典型的技术思维与军事色彩的体现,对于确实存在的具体差异缺乏尊重,“他的全般思想,都站在

尚同说的观点上面,站在齐一主义的立场上面”④.儒家之胜,即在“和而不同”的提出,所谓“和实生

物,同则不继”⑤,儒、墨显扬一时,儒家历数世而独尊,墨家则没落无闻,其在此乎?
“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⑥是荀子对于墨学的又一剀切之论.墨家以实用为鹄的,“用而不可,虽

我亦将非之”⑦.墨家以戎为业,却在兼爱思路下专意非攻,深层的学理矛盾显然不能以实用与否的

简单评判来作答,然而,实用理性下的功用追求,使得墨家在探求更为宏深的学理时大受影响.“农
精于田而不可以为田师;贾精于市而不可以为市师;工精于器而不可以为器师.有人也,不能此三技

而可使治三官,曰:精于道者也,精于物者也.精于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⑧墨家之衰,正在

于功用追求下的道器分离,以道而论,墨家与儒家极为相近,却不及儒家的精细有别;以器而论,“墨
家对自然界的兴趣与他们在军事技术方面的实用目的结合得太紧密了”⑨.涉及军事之技艺,多秘而

不宣,弟子屡屡诚心苦求,墨子方为传授,但一脉相传,流而不广,自墨子这样的集大成式人物之后,
墨离为三,却未像儒家那样出现孟、荀那样的大成人物,后学离散,各守一隅,或并入儒家,或流为工

匠.道离于器,师为之失,行之难远,不免衰歇,即在今日,亦当深思.

[责任编辑　曹 峰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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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第６６页.
章太炎:«诸子略说»,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０１５页.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３１９页.
李石岑:«中国哲学十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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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第１１６页.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３９９页.
[英]李约瑟原著,[英]柯林罗南改编:«中华科学文明史»,第２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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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的寻证与“人道”的坚守:孔子天命观新解

———兼论孔子思想体系的内在结构

李 宪 堂

摘　要:在孔子那里,天命是在历史中展开的人类固有的超越性向每一个自觉的道德个体提出的必

然性要求,是需要通过艰苦的道德努力去显明和认证的东西:天命以其幽深的辉光照亮人之“道”,最终在

人的行为和成就中实现自己;人通过德行的累积去接近和显明天命,在为天命所照亮的族类的永恒里获

得不朽.天命出现在行道者走出一己之私的局限而面对人类整体和伟大传统的庄严时刻.天命的寻证过

程,就是人道的坚守与开拓过程.看起来仍然拖着原始迷信尾巴的孔子天命观带有与时俱进的革命性因

素,它照亮了人性的幽暗和文化的永恒,为人类礼仪性整体存在赋予了一种神圣的庄严感,使儒家君子在

道德自立的根基上直接面对天下,拥有了一种面向族类全体的视野和情怀———它昭示的是新生的知识分

子群体对自己道德能力和人类崇高价值的信念,是行道君子之人格力量和历史使命的自我确认.天命观

将孔子在不同层面的思考统合在一起,使之有了一个超越的指向和归系的极点,从而有了立体展开的潜

在空间和逻辑可能性.正是有了孔子的“下学上达”,才有了思孟派人性、物性与天道的贯通,也才有了宋

以后延续近千年的理学传统.

关键词:孔子;天命观;道;仁;礼

尽管孔子很少谈论天命① ,天命观却是其思想体系中枢纽性的概念之一,它是孔子理论大厦的中

柱,撑起了孔子关于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的所有思考,不仅决定着孔子理论体系的内在结构与个性特

征,而且决定着对其思想史地位的根本性评价.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它的重要性一直没有

给予应有的重视.
总的来说,目前对孔子天命观存在四种不同的解读.第一种解读又分“唯物的”和“唯心的”两种

立场.前者将孔子的天理解为自然之天,认为“天命”只是“自然之数”或“自然之必然性”② ,是与老子

的“天道”类似的“自然发展规律”③ ,这反映了２０世纪唯物史观对孔子思想施与的“褒性理解”,现在

看来与历史实际相去甚远;后者强调的是孔子思想的宗教性,如冯友兰认为,孔子所讲的天“基本上

　

作者简介:李宪堂,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天津３０００７１).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１２YJA７７００２４)的结项成果.

①　«论语子罕»有“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公冶长»有“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对第一句

有不同解释,因«论语»中不止一次提到“命”与“仁”,故有学者释“与”为“赞同”,以为孔子所罕言者,唯利而已(参见傅允生:«“子罕言

利与命与仁”辨析»,«孔子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４期;刘乃季:«对‹论语›中“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的解释»,«吉林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１年第１
期),实乃强作解人.“仁”字在«论语»中出现１０９次,似乎不能算少,但与夫子平生日常言论相比,不过九牛一毛而已,何况多由门人

弟子问学引起.所谓“罕言”者,不得已时乃言之,而非以之为标签、旗号、口头禅也.夫子本人不以仁者自许,亦不轻许于人,这在

«论语»中有明文可证.“利”乃卑俗之事,“命”与“仁”则崇高神圣之物,故夫子皆罕言———夫子之教,下学上达、即凡而圣而已.

②　郭沫若:«青铜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４５页.

③　金景芳:«古史论集孔子思想述略»,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８２年,第２９２页.



仍然是当时的传统的宗教所说的天、帝或上帝,是宇宙的最高主宰者”,因而“天命就是上帝的命

令”①;任继愈也认为孔子哲学思想中的天有人格,有意志,是自然和社会的最高主宰者②.此类看法

显然是直接从«论语»文本的字面意思导出的,未能进一步揭示孔子天命观的思想内涵的深刻性.这

种解读占了现有研究成果的绝大多数.其共同之处是把对孔子天命观的研究置换为对其关于天地

鬼神之信仰的探讨,过多地纠缠于孔子“相信还是怀疑上天的神性”这个表层问题,不仅因为各执其

偏而莫衷一是,而且妨碍了对孔子思想体系的整体性的透彻解析.
第二种解读可以看作调和“唯物”与“唯心”的结果,它强调孔子的天涵有不同层次的意义,可分

解为自然之天(物质之天)、主宰之天、意志之天、义理之天、道德之天等③,因而孔子既是唯心的,又是

唯物的,既有开明的一面,又带着迷信的尾巴.这种看法貌似谨严,却什么也没有说明,反而伤害了

孔子思想的整体性和鲜活性.
第三种解读突出的是孔子之天的道德性,发端于徐复观先生,为众多新儒家后学所奉持.徐先

生认为孔子的“天命”即“天道”,表达的是“道德的普遍性、永恒性”,所谓“知天命”就是“从经验的积

累中,从实践的上达中,证知了道德的超经验性”.道德的这种超验性即人性内在之善的绝对性,因
而对孔子来说,“天乃进入到他生命的根源里面”,“这种生命与天命的连结,实际上是性与天命的连

结”,于是“天的要求,成为主体之性的要求”④.将天命与人性相贯通,实际上是思孟学派对孔子思想

在心性论这一极上的深化,违离了孔子所特有的内(心)外(现实)之间的协洽与平衡.徐先生离开孔

子思想与情感的真实世界而将一种逻辑上的潜在性无限发挥,难免有过度阐释之嫌疑.
第四种解读在承认孔子的天是一个作为最高主宰的人格神的前提下,强调它对于个体生命的自

我成就所具有的超越性价值.如牟宗三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一书中指出,“孔子所说的天比较含有

宗教上‘人格神’的意味从理上说,它是形上实体;从情上说,它是人格神”,并认为孔子对天既敬

且畏的归依是一种“超越的遥契”⑤,“从知天命而至畏天命,表示仁者的生命与超越者的关系”⑥.赵

法生先生则从终极性关怀的角度,强调孔子天命观的“宗教性面向”,指出孔子的天“依然是宗周的主

宰之天是一个决定着社会、自然与人生命运的至上神”,孔子的超越精神与基督教的外在超越和

心学化的内在超越不同,是一种“下学上达”的“中道的超越”,因而“知天命反映了人自身所具有的超

越性”⑦.这种解读看起来离真实的孔子最近,但实际上仍然差之千里,因为孔子是一个立足于大地

上的行道者,对他来说,高高在上的天是人间事务的监护与引领者,而不是像基督教的上帝那样需要

全身心投向的唯一的源泉和归宿———孔子关注的不是向“无限的他者”的靠近,而是有关人之为人的

现世的关怀,仅仅用“宗教性信仰”、“超越性追求”来理解他的天命观,是一种过于西方化的解释.
孔子的天命观是孔子对西周以来“天命有德”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由于孔子的担当与开显,“天

命”由统治集团共同享有的权力合法性来源转变为君子个体自我挺立、自我确认的最终根据.在“天
命”的辉映下,“弘道”君子的崇高形象以人类整体性存在为背景挺立了起来.因此,研究孔子天命观

的意义,不在于作一个“唯物”或“唯心”的论断,也不在于为孔子思想确定一个“超越性”的原点,而在

于去揭示它对于以圣人为目标的新型人格理想的形成、对于以弘道为职志的新兴士人阶层的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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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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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１０页;蒙培元:«蒙培元讲孔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

３４页.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第７７、７８、８８页.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３６页.牟宗三先生的观点在后期有所变化,如«心体与性

体»一书中,他把孔子的天理解为“形而上的实体”,认为天和人之间没有距离,天命即仁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９
２２页),与徐复观先生的观点已非常接近,实际上是一种出于主观意愿的过于人文主义的阐释.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第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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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发挥的精神支持作用———而这正是推动中华文明在春秋以后爆炸式发展的深层枢机.

一、从以德承命到以德成命(明命):孔子对西周以来天命观的继承与发展

根据傅斯年的研究,“命”与“令”原本是一个字,义为发号施令①,所以“天命”本指作为主宰者的

“天”针对人间事务所作出的指示或安排,如«尚书召诰»就有“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诗
大雅大明»有“保右命尔,燮伐大商”,涉及的都是一些具体的历史性事件,有施加的具体对象,因而

作为名词的“天命”就是指“上天的命令”.
为了给自己新生的政权找到一个绝对的合法性源泉,周初统治者把“天命”提升为一个政治神学

概念,特指“天”对“天下之统治权”的授予或加持.在周初文献如«尚书»、«诗经»和铜器铭文中,充斥

着“受天命”、“服天命”、“宅天命”、“配天命”、“坠天命”之类词汇,如«尚书康诰»有“亦惟助王宅天

命,作新民”以及“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尚书召诰»有“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

历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诗大雅文王»有“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

福”;«盂鼎铭»有“不显文王,受天有大令”.
关于天命转移的根据,周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给出的答案是:敬德与否.“皇天无亲,惟

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宫之奇引«周书»)是周初统治者的政治共识.基于这一共识,周人提出

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史上最伟大的理念“天命有德”②,在统治者与“天”、“民”之间建立了一种稳定的

三角关系,使原来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之间的直接对立,变成了大地向上

天、四周向中心、子民向君主的自觉归依③,从而为专制王权提供了不可置疑的合法性依据,并打上一

层民本主义的人文辉光,由此生发出了作为中华文明之主流的礼乐文教传统,成为孔子思想的源头.
“德”在甲骨文中写作“”、“”、“”等④,取“视道直行”之意,强调的是“看”的行为和“正”、“直”

的结果,故罗振玉认为“德,得也.卜辞中皆借为‘得失’字,视而有所得也”⑤.金文中加了个心字符,
写作“”、“”、“ ”⑥等,强调“德”是一种精神性活动,是得“事之宜”的“正确”的行为.根据什么判断

某种行为的正确与否呢? 周人认为有一个最高、最后的标准,那就是天意.作为万能的守护神,“上
天”的意志自然是现世生活准则的最高依据,是人类道德的最终源泉.由于上天是天下全体之利益

的监护者,对天下一视同仁,那些能“保民”、“为民主”的统治者,才能获得他的眷顾和福佑,所以有德

与否,最终落实到能否施惠于众、“怀保小民”,而能否惠保民众要看能否以恭谨、戒惧的态度克服种

种荒淫的本能冲动,忠于作为统治者的职守———“有德”意味着对感性自我严加裁制,过一种敬而且

畏的、负责任的生活.因而,一个有德的君子应该内外合一,文质彬彬———形式性的礼仪举止也是

“德”之体现.在«酒诰»篇中,周公告诫康叔要效法成汤、帝乙等殷代先王“御事厥棐有恭”,不要像纣

王“诞惟厥纵淫佚于非彝,用燕丧威仪”;«诗大雅抑»有“敬慎威仪,维民之则”,“抑抑威仪,维德

之隅”.显然“威仪”即“敬德”、“慎德”之表征.«尚书召诰»有“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

天下”,指出天子的德行显扬于威仪,展示天命的神圣与庄严,为万民瞻仰、取法,同时昭示于“临下有

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的“皇矣上帝”(«诗大雅皇矣»).
在西周统治者这里,德的标准是外在的,它的最终、最高依据在全能的至上神“天”或者“上帝”那

里.“德”成为获取和确证天命的凭据,“以德应命”、“以德承命”成为周初统治者基本的人生姿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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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０９页.
这是笔者的概括.强调天命只降临到有德者身上,是周初政治思想的亮点所在.
李宪堂:«“天下观”的逻辑起点与历史生成»,«学术月刊»２０１２年第１０期.
分别见于甲２３０４,粹８６４.刘鹗辑:«铁云藏龟»５５ ４,引自«古文字诂林»编委会编纂:«古文字诂林»第二册,上海:上海教

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４７０页.
引自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１９８２年,第５６３页.
分别见“盂鼎”、“蔡姞簋”、“毛公鼎”.



信仰.因为人性是倾向于堕落的①,道德修为是一个艰难的无止境的过程,一旦不能“疾敬德”,就会

为天命所抛弃②.所以«尚书康诰»云:“唯命不于常.”上天是不可以一味依恃的,人所能依恃的只

能是自己的道德能力;天意体现于民心,统治安否的钥匙掌握在自己手里.周初政教文献«尚书»中
充斥着“敬德”即勤政爱民以应天命的说教,如«尚书康诰»有“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诗大

雅皇矣»有“帝谓文王,予怀明德”.在告诫成王的«尚书无逸»篇中,周公不厌其烦地一一列举前

朝史事,讲述只有“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即关注民众疾苦,谨慎地行使权力,才能享有天命的道

理.在他看来,商朝前期列帝像成汤、大戊、武丁以及祖甲等因为“治民祇惧,不敢荒宁”,得到上天眷

顾,均在位数十年;商朝末代诸君如纣、武庚等“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结果

为天命所抛弃.因而,对周朝统治者来说,“敬德”带有献祭的意味:以精心修饬的行为作为“祭品”去
博求上帝的认同和好感.

在殷代,人们想像上帝通过甲骨上的裂纹传达旨意,占卜者因分享上帝的神圣性而成为其在人

间的代理人,占卜成为全部宗教生活的不可置疑的基础.上帝无所不能,无处不在,人只能小心翼翼

地追寻他发出的指示和意图.人类精神生活的空间被圈定在一个非常狭隘的范围之内,人对世界的

谋划和担承———这些世俗道德的最重要的内容———被摒弃到一边.武王伐纣时曾历数商纣种种违

背道德的行为,如“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尚书牧

誓»)等,但当商王“率民以事神”(«礼记表记»)的时候,这些世俗的德行是无足轻重的.人作为道

德主体的能动性被封闭进上帝的神圣性里,使商末整个社会陷入一种腐败的耗散状态.
周人的“天”不再干涉具体琐碎的人间事务,而是以“鉴于上”的方式把世俗事务的管理权交给他

的代理人,上天眷顾并托以重任的,是少数理解并执行天意的有德者.天人关系的这种转换,把人从

神的笼罩下解放出来,开启了后世知识分子进入世界并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和方式:由修身齐家而

治国平天下.以周公之继承者自居的孔子正是继承、发展了西周统治者“以德应命”的精神遗产,通
过道德标准的内在化将天命与个体自我的人生价值关联起来,为其后学确定了自我成就的方向与目

标:以德明命、以德成命,并使之成为那个以弘道为职志的新生的士人阶层精神力量的源泉.
与文武周公以德行应答天命相类似,孔子是通过“下学上达”去证知、担承和成就天命的③.孔子

强调的,是通过充分挖掘自身的学习能力,通过不断扩充自己的道德台基去接近上天.在孔子那里,
天命与其说是一种恩典的托付,还不如说是人与上天的互相确认:上天的意志最终在人的行为和成

就中实现自己,但它不是一种确然无疑的恩命;人通过时刻敬畏、戒惧的自我反思、自我校准去接近

它、领会它———天命其实是关于自己道德能力和人类崇高价值的信念,它是由人的道德行为去显明

和成就的.这种天命观为个体人生赋予了一种庄严感,使儒家君子在道德自立的根基上直接面对天

下,拥有了一种面向族类全体的视野和情怀.

二、行道者的困惑与自信:孔子对天命的寻证和思考

孔子的天仍然是有情感、有意志的主宰之天.颜渊死,孔子痛呼“天丧予! 天丧予”(«论语先

进»);在«论语»中,«八佾»有“获罪于天”;«雍也»有“天厌之”;«子罕»有“欺天乎”.都说明孔子的

“天”是一个万能的人格神,他端居于人力难及的高处,慈祥而真切地关注着人类的生存,人类生存因

此注视而获得神圣性.天命顾名思义即上天的意志、上天赋予的使命.天的至公至能性使天命成为

人生价值的最终依据、最高标准,因为它的着眼点是人类整体性存在的延续和发展.因此,孔子认为

一个君子应当知天命、敬畏天命,如«论语季氏»有“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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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他称自己“五十而知天命”,把知天命看作经过非凡努力才能达到的人生境界和目标.所谓“知
天命”,就是理解自己对人类整体和伟大传统所担承的责任,理解自己作为个体的可能性和局限性.

对孔子来说,天命的寻证是一种双向度的确认:根据自己的德性确认“我任天命”的可能;通过自

己的践行确认“天命在我”的必然.天命以其幽深的辉光照亮人之“道”,为个体的行动赋予行动的资

格和目标;人以其崇高的德行显明和实现天命,将天命系连于人间的现实.
在游历宋国时,孔子被桓魋围困,众人劝其回避,孔子自信地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论语述而»)意为上天赋予我崇高的德性,我是他眷顾的选民,在我的使命完成之前,任何人都不

可能伤害我.如果仅从字面意思,把这句话理解为孔子对“德”之来源和属性的陈述,把孔子看作一

个唯心主义的天才论者,显然不符合其思想体系的内在逻辑,因为这是孔子在特定情境下的情绪化

表达,与其说是一个事实论断,还不如说是一种信念,表达的是对自己道德能力的自负.孔子还说: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性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加以塑造才得以完成的东西,人的本质只有在深入

传统的日常之“习”的磨砺中才能够获得其现实性———道德修为的过程就是“学”和“习”的过程.在

孔子看来,人是自我造就的而不是自然生成的,成为一个人(成人)意味着人的自然本质与社会本质

的统一,也即“内”与“外”的统一.
因此,“天生德于予”强调的其实是“德”对于天命的基础性:天命高深难问,人所能把握的只有自

己的“德”,只能通过“修德”去接近和开显天命.而作为君子的品性,孔子之“德”并非像康德的“道德

律令”一样内在自足,它必须见之于“行”,在现实的人际关系和文化传统中获得充实与确认①,所以修

“德”就是修“行”,就是在现实自我的展开和成长中遥契天命.孔子病重,弟子们张罗祷告鬼神之礼,
孔子拒绝,说:“丘之祷久矣”(«论语述而»).孔子是以亲身的高尚践行去博取神明关照的,为大众

求道的人生本是就是庄严的献祭.对孔子来说,知天命不是目的,只是成就自我的一个必不可少的

步骤或境界,通过德行的累积成就自我并成就他人,从而成就群体的福祉并进入族类的永恒,是人生

的圆成也即是天命的实现.
孔子以天命为诉求的修行不同于宗教圣徒的苦修,它是对人之为人的“道”的践履,因为天命不

在别处,天命就在人之“道”②的尽头.因为上天无私普照,对万物一体同仁,人间的至善如正义、公
平、和谐、发展等等,必定是上天的意愿———这种意愿经由圣人的承接下注于历史之中就是“斯文”的
延续、道统的转移,因而天命说到底就是在历史中展开的人类固有的超越性向每一个自觉的个体提

出的必然性要求.在这种要求面前,任何人都不得不归心俯首.这就是为什么孔子强调自己“不怨

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在意义缺失的混乱时世,按照上天的意愿(即人类整体安

全、和谐发展的要求),以身作则引导大众走上人之为人的正道,使之过上一种有秩序、有意义的生

活,这是仁人志士的职责,当然也就是他们所必须担承的天命.孔子曾因为“道之不行”而表示要“乘
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但同时又慨叹:“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天下有

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正因为天下无道,才体现出道德君子所肩负之使命的重要性.凭

对“道”的理解和践行,孔子坚信自己是“导人于正道”的天命的承担者,因此他汲汲皇皇奔走求用,不
打算像长沮、桀溺一样避人逃世,也不愿如被弃不食的匏瓜一般高挂在虚空中③.

对每一个只有在群体的永恒里才能实现其价值的个体来说,“行道”是追寻天命的唯一方式,因
为“道”是群体共同走成的“路”,是个体归依于群体之永恒的不二之途.行“道”是一个自我裁制的、
艰难向上的人生历程,因而天命是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显现去认证的东西,它闪烁在志道之士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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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之学是为人之学、为己之学,他所说的“学而时习之”显然是在现实利益关系中,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角色担当中,在
先王开创的斯文传统中的体悟与修习.

孔子平常所讲的“道”是“人道”而非“天道”,率领处在无意义的混乱中的世人走出一条人之“道”,这是孔子的志向和天命.
许多学者谈到孔子的“道”时直接等同于“天道”,这是对孔子思想的误解.

«论语阳货»:“吾岂匏瓜也哉? 焉能系而不食!”



独求索的过程中,呈现在得道君子自我圆成的高敞处.在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时,孔子说:“吾十有

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
为政»).所谓“志于学”,即确立了人生的信念、目标和理想,对做一个“人”有了明确的设想和规划;
“而立”指的是“立于礼”、“据于德”,有了安身立命的坚实基础;“不惑”意味走上人之正道心志不移;
“知天命”指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处,理解了自己的局限性与可能性;“耳顺”则意味着主观情志渣滓化

尽,无陂不平;“从心所欲不逾矩”则是与天道合一,与万物同流.孔子用一生的实践告诉他的追随

者:天命的寻证过程,就是人道的坚守与开拓过程,天命是随着人生境界的提升而豁然呈现的———它

出现在行道者走出一己之私的局限而面对人类整体和伟大传统的庄严时刻.
因而天命出现的机缘不是个别化的历史事件———如神迹的突然降临或苦思冥想后的顿悟,而是

人类伟大整体在重要关头所内涵的必然性.当面对礼崩乐坏的世道而信心满满地宣称“苟有用我

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时,当面对文武周公开创的伟大传统而发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赞

叹并强调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时,当面对滔滔而逝的河水而发出“逝者如斯夫”的慨叹时,当由

于举世“莫我知”而欲像上天那样“无言”时,当因为“不复梦见周公”①而黯然神伤时,孔子肯定有一种

天命在我的孤迥感和自豪感.«论语子罕»有:“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天之将丧

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意思是说,作为通于上天的先王

开创的文教传统,“斯文”是使人类社会得以存续的秩序根基和意义源泉,上天不让人类灭亡,就不会

使“斯文”沦丧,“斯文”的担承和弘扬者因此也会受到上天的眷顾而随处逢凶化吉.可见,天命能否

降临不在于出身是否高贵,也不在于信仰是否虔诚,而在于志业与担当能否达到应有的高度———对

孔子来说,天命本身不是终极关怀的对象,天命所在才是.
因此,在孔子这里,天命与其说是最高神灵的主观意志,不如说是一种有待于通过人的践行去显

现的至善;与其说是一种必然性,不如说是对这种必然性的信念②.孔子对天命的探寻,不是要确认

鬼神是否存在以及上天是否正在眷顾自己,而是要确认自己以弘道为职志的人生信念的价值及其现

实可能性.孔子对天命的寻证,表达的是孤独行道者困惑时的自信———对混乱时世中自己道德能力

的自信,以及自信处的困惑———对“道之不行”的现实境遇的困惑.看起来仍然拖着原始迷信尾巴的

孔子天命观带有与时俱进的革命性因素,它昭示的不仅是时人对最高主宰者的信仰,更是新生的知

识分子群体对人之为人的本质之善的信念,是行道君子之人格力量和历史使命的自我确认.正是对

天命的觉知和思考,为新生的“士人”奠定了自我成就的内在根基,使这些由从旧体制析出的边缘性

分子变成自作主宰的新秩序建构的中坚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除“天命”外,孔子还经常提到“命”、“时命”,如«论语雍也»载:“伯牛有疾,子问

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 斯人也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论语宪问»篇有:
“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徐复观先生主张将«论语»中
的命与天命区别开来,认为其中“凡单言一个‘命’字的,皆指运命之命而言”.李景林先生亦认为“在
孔子那里,命运之命,只是表现为一种外在于人的客观力量它似乎仅是一种盲目的必然性”③.
其实这种背离是由于个体存在的局限性决定的:对具体的行道者来说,天命表现为一种当下的或期

待中的指令,人可以以自己的方式与上天相沟通.然而,从人类存在的宏观视角看,它又表现为不以

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因为上天是万能的,巨细无遗,它的意志既历史地呈现又超越于历史,则
所谓必然性就仍然是天的意志的体现.«论语宪问»有“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

乎”,说明孔子感到在他的生命体验和天意之间,存在一种深邃的默契,但天命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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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所引«论语»分别见于«子路»、«八佾»、«述而»、«子罕»、«宪问»、«阳货»、«述而»等篇.
«论语宪问»:“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尧曰»:“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李景林:«教养的本原»,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４０页.



降临,是他所不能把握的,因此他才在寻证上天之眷顾的同时感叹天命的无情,坚持了“修身以俟之”
的立场和姿态———孔子之教,始于“下学上达”,终归于“君子自立其命”.

三、在性与天道之间:天命观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因为很少涉及性与天道等形而上问题,孔子被很多学者视为一个伦理教育家而非哲学家,他的

学说也被看作一套倾向于行动的实用原理,而非内在自洽的理论体系.其实孔子并非只关注大地不

关注上天,并非对终极关怀置之漠然.正是关于天命的思考,在性、天道和现实之间,架起了一座互

通的立交桥,将孔子关于现实问题的思考搭挂在一个超越性的顶点上.
如果将孔子的思想体系比作一个以传统为依托,建构于虚无之上的斜拉桥,则“道”就是可以行

走的桥面;“义”是供行道者自我取正的“道”上的标志线;仁和礼是将桥面拉起的钢索;天命就是仁、
礼所系的桥塔———它高高指向上天,而根基深扎在人类整体的现实存在之中①.毫无疑问,天命观在

孔子思想体系中起一种支撑性的统帅作用.
孔子的道是人之为人之道,是在空虚和蛮荒中踏出的意义之路,是人之本质的规定性,走在这条

“道”上,人才成之为人,社会才成之为社会②.世界上本没有“道”,走的人多了,便成了“道”———道是

由个体“依于仁”的践行之迹共同踩出来的人类上进之路,践履的人越多,它便越坚实,越广阔,因此

孔子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道既是现实的又是潜在的,既是共时性的又是历

时性的,既是源于传统的意义结构,又是向未来敞开的无限可能性.
作为孔子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概念③,“道”是思想见之于实践、个体见之于社会的实落处———孔子

关于道德君子成仁成圣的所有人生规划与安排都始于道又归于道.孔子认为,做一个君子应该“志
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意为“道”是一个人自我实现的前提、途径和目标,要
成人必须先走上正道,通过“修德”、“践仁”而走出通向天命、通向群体之福祉的大道④.“道”使个体

归依与整体,将现实连接于永恒.作为人类整体之超越性的内在要求,天命即是“道”的指向和归趋

处.或者可以说,人类共同的“道”的要求就是每个人都必须接受的天命,因为人类永远在“道”上,而
“天命”总在前面的高处.

“德”是已经证得、修成的“道”,有德的人已经在“道”上.孔子称君子应“据于德”,是说“德”是
“弘道”的根基和凭依.孔子“以德明命”,德行积累得越多,脚下的“道”越宽广,“天命”的光照就离得

越近.
在孔子之前,“仁”早已作为一种人伦美德而受到重视,但孔子首先为它赋予了一种超越性的“人

道”价值,使之成为体现时代精神的最亮丽的概念.孔子把人看作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认为

“成人”是一个向外开放的过程,不仅有待于严格的自我裁制,而且有待于与他人的相互照明、相互扶

持———人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得到定义的.因此孔子称仁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
语雍也»).孔子还说“仁者爱人”,这种爱不是空泛的宗教徒的“博爱”,而是自然亲情的生发和扩

展,因而不仅是有等差的,而且是有人际亲和力的———它不是一种崇高的信念,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

行动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５３１“天命”的寻证与“人道”的坚守:孔子天命观新解———兼论孔子思想体系的内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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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中的“智”和“信”这里没有提到,它们是对行道者主体之认识能力和交往姿态的要求.
«论语雍也»有“子曰:‘谁能出不由户? 何莫由斯道也!’”
关于什么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已经有太多的争论,不过主要争论还是围绕着“仁”和“礼”进行的,但笔者认为不论

是倾向于前者还是后者,对孔子思想之理解都是支离和局限于表面的.对孔子来说,“仁”和“礼”同样重要,都是人之本质的体现,都
是“行道”的前提和目的,并且是可以互相贯通的.

孔子没有直接讨论“仁”和“道”的关系,但«孟子尽心下»有“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可以看作对孔子思想的阐释:
人按照人的方式去行动即“依于仁”(«论语述而»),就是合乎“道”的.孔子谓“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天下

归仁即天下有道.



(«论语里仁»).可以说,“仁”是人性固有的一种温情和暖意,这种温情和暖意只有施之于他人才

获得实现,否则就只是孟子所谓的“善端”或“恻隐之心”而已.所以,与其说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毋
宁说是使人的本质得以实现的人际关系方式和实践方式,故而孔子又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
颜渊»)克己复礼意味着通过对自我感性的剪裁和打磨,使我与他者相互接纳、相互兼容,亲密无间地

融进社会有机体之中———克己的过程,就是仁之德性相互接洽与同构的过程.显然,在孔子这里,仁
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相互敞开、相互成就的群体行为,这种群体行为共同构成了人类整体

存在的超越性.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孔子的“仁”是历史地实现的人类整体性,“依于仁”的人生

姿态与立场,最终同样指向隐于高处的“天命”.
与“仁”相近并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圣”.两者不同之处在于:“仁”就德性言,“圣”就能力言;

“仁”是一种意愿,“圣”是一种境界;“仁”是现实的尺度,“圣”是高悬的理想.倘若某个人走在“求仁”
路上了,即使仍然处在较低的层次,也可以针对其某种具体的作为称之为“仁人”(在这个意义上,“仁
人”指的是“有行仁之心的人”).“仁人”既是现实情境中的,也是理想境界中的.理想境界中的“仁
人”即终极的“成人”,便等同于“圣人”了.

如果说“仁”是主动接纳和扶持他者的意愿与能力,则礼就是使这种意愿和能力见之于实践的方

式与形式.礼不是纯粹外在的制度、规范,它同样是人之本质的体现①.«论语八佾»:“子曰:‘人而

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意为礼乐必须合乎、体现人之“道”,应当内在于“人”的生活之

中,而不是作为一种外在的装饰.孔子还说君子应当“立于礼”,称自己“三十而立”,显然把礼视为人

之为人的根基,离开了礼,一个人就不能自立于社会、实现其价值———礼为人赋予了“人的形式”.正

如美国学者赫伯特芬格莱特指出的,“孔子思想的中心主题不是个体的‘充分发展’,而是人性在礼

仪行为中的充分展开”,“孔子并不谈论社会和个体.孔子谈论的是做人意味着什么,并且,他发现人

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具有一种独特的尊严和力量,这种尊严和力量来源于礼,同时也镶嵌在礼之

中”②.杜维明也指出,在孔子和儒家学说中,一个人如不经过“礼仪化”的过程而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个意义上,礼仪化也即是“人性化”③.

不仅如此,礼还是长期形成的,也需渊源久远的社会交往关系和协同机制.“克己复礼为仁”从
“礼”的角度理解,即强调成为一个“人”就是成为一种礼仪性存在,意味着消除一己存在中与他人相

抵触的因素,通过对他人恰如其当的关爱与尊重,在一种恰如其当的敞开中对接于作为人之类本质

的共享的礼仪网络,从而安顿(立于礼)并成就自己(立己立人,达己达人)④.
孔子力图以其亲身践履告诉人们,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礼仪性的存在,礼是人之本质的外显并借

以实现的形式,它的每一个细节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都反射着人道之光的庄严———“礼”在生活日

用之上建构了人类群体的永恒.«论语乡党»这样记载孔子入公门时的礼仪:“鞠躬如也,如不容.
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

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现代人看起来简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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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有一种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孔子的历史意义之一,在于实现了礼仪这种外在规范的内在化,如李泽厚认为孔子“把
礼仪从外在的规范约束解说成人心的内在要求,把原来的僵硬的强制规定,提升为生活的自觉理念,把一种宗教性、神秘性的东西变

而为人情日用之常,从而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融为一体.”(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０页).
这种说法笔者认为是不严谨的,倘若是完全外在的东西如何内在化? 礼本来就有其人情的、心理的基础,孔子通过进一步发掘、充实

这种基础而将“礼”提升为人之存在的本质形式,从而将人类整体性存在赋予一种来于天命的神圣辉光.
[美]赫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彭国翔、张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７８、７５页.
杜维明:«人性与自我修养»,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４页.
赫伯特芬格莱特亦有类似观点,可供参考,他说:“礼仪有力地显发出来的东西,不仅仅是社会形式的和谐与完美、人际交

往的内在的、终极的庄严,它所显发出来的还有道德的完善,那种道德的完善蕴涵在自我目标的获得之中,而自我目标的获得,则是

通过将他人视为具有同样尊严的存在和礼仪活动中自由的合作者来实现的.此外,依礼而行就是完全向他人开放,因为礼仪是公共

的、共享的和透明的.”[美]赫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第１５页.



猥琐之嫌,但孔子践行起来却庄严无比.可以肯定,当他“没阶趋,翼如也”时,他飞翔在自己想象的

永恒里.
总之,在孔子这里,“仁”和“礼”是相互灌注、相互成就的:礼是仁的形式,仁是礼的精神.它们共

同凸显、成就了人之生命的超越性,使生命的意义得以显现并得以贯彻:使人成为自作主宰又相互扶

持的礼仪性存在,成为群体构成的意义网络的有机构成部分,从而进入群体的永恒而沐浴在天命的

光照下.孔子对天命的寻证其实是一种终极性追问,只是终极关怀的对象不在头顶的天空里,而是

神圣的人类礼仪性存在本身,以及这一神圣存在所赖以存续的伟大文教传统.
对于“义”,孔子一直是作为一个现成的概念使用的,没有像对“仁”那样,从不同侧面去描述它的

内涵,说明“义”是一个远比“仁”更渊源久远的伦理规范.孔子把“义”看作是一种绝对性尺度,是行

道的标准,声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强调“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
义之与比”(«论语里仁»),认为“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以成之”①,才能成就文质彬

彬的君子人格.总之“义”就是“合乎道义的”、适于“人之所宜的”.
因而孔子把行义看作“达道”的途径,如«论语季氏»:“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

矣,未见其人也.”如果说“仁”和“礼”是建构相互尊重、相互成就的整体性人际关系网络的动力、结构

和机制,则“义”就是这个网络运行的规则和标准,它规定的是“我 他”之间相互作用之所“宜”.因

为人与人之间在本能上是倾向于相互侵犯的,“义”实际上就是一种严格的自我剪裁:通过对私己个

别性的裁制使“自我”适合并融入既定的礼仪秩序.
落到现实层面,则“义”就是“利”之取舍的准绳、“礼”之进退的依据.尽管孔子强调“行义”是发

自内心的要求———因为它源于“成人”即成为“君子”的自觉愿望,但提出这种要求的最终依据却是外

部的,那就是整体性的人类礼仪秩序以及隐于其上的神圣的人之“道”和天之“命”.
“知”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孔子这里,“知”与其说是个人性

的客观知识的获取,还不如说是对礼仪性人际网络内在的信息处理机制的切身把握.因为人是在历

史中形成的、文化网络中的存在而不是一个原子实体,“知”对“自我”的建构就具有本体论意义.一

个人要“成人”,首先应该对自己的本性、环境、自己的局限性,对人之为人的前提条件,对自我存在的

意义和价值等等,有所知.«论语尧曰»有“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
以知人也”.除了知命、知礼、知人这些最基本的“知”之外,更重要的“知”是知有所不为,即“知止”、
“知耻”、“知辱”等②.“知”的最高层次是“知天命”.

“信”是人际网络进行杂质清理以维持集体信用的手段.刘熙«释名»卷二:“信,申也.言以相申

束使不相违也.”③“信”意味着,“自我”与“自我”之间通过对共同信用机制的维护,保持信息传递的优

质高效,从而减少人际间的摩擦和内耗,最终建立起一种人生道义上的相互承诺关系.故而孔子说

“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他心目中那“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礼记礼运»).当然,儒家的“信”不单单是一种人为的相互作用机制,它也是天道的内

在属性.«论语阳货»有“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行有常,不言而信④.自我对他人

的道德信用承诺是基于对“天”的敬畏以及对“自我”的期许之上的,具有无比的庄严性.孔子把“信”
看作自我成就的一个重要前提,强调人如果没有信,就像大车无轮一样不能行走于世间:“人而无信,

７３１“天命”的寻证与“人道”的坚守:孔子天命观新解———兼论孔子思想体系的内在结构

①

②

③

④

分别见«论语»之«宪问»、«卫灵公»篇.
相对于基督教的罪感文化,儒家文化可称为是一种耻感文化.因为道德修养诉诸于个人的自觉,所以不“知耻”则不能保持

不断向上的动力.当子贡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时,孔子回答:“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耻”
在«论语»中出现了１７次.“耻”是一种随时随地的道德自觉,不仅是指品行砥砺上的自我鞭策,也意味着人际关系中的自我警惧,即
通过恭敬从事免于耻辱.

刘熙著,任继昉汇校:«释名汇校»,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０６年,第９２页.
«礼记祭义»:“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



不知其可也.大车无 ,小车无 ,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故他把“恭、宽、信、敏、惠”看作

仁德的体现,日常以“文、行、忠、信”教育子弟①.作为一种人际信用机制,“信”以一种共振效应放大

着网络自我的道德能量,使个体感应在群体意念和神圣天道的韵律里,从而也强化着自我作为道德

主体的“信心”———儒家追求的君子人格即“不矜而庄,不厉而威,不言而信”(«礼记表记»).
“敬”、“畏”是孔子教示子弟的基本人生态度.“敬”是“礼”自身内涵的精神②,也是儒家修身立命

的要诀.孔子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
得思义”(«论语季氏»),“九思”全在一个“敬”字———一种一丝不苟的庄严态度.当子路问怎样才

能成为一个君子时,孔子回答:“修己以敬”(«论语宪问»);当仲弓问怎样做才是“仁”时,孔子回答: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论语颜渊»)

“敬”自然意味着有所“畏”③.在儒家看来,一切神秘和伟大之物都是可畏的:“不语乱力怪神”
(«论语述而»)是对绝对者的“畏”,“慎终追远”是对群体之永恒的“畏”,“君在,踧踖如也”(«论语
乡党»)是对权力的“畏”———«论语季氏»即有:“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敬”而且“畏”的人生态度意味着以一种宗教般的虔诚,把当下的个别性存在安顿在一个属于群

体的、系于永恒的坚实基础上,使儒家君子的人生成了向绝对者的庄严献祭.
至于为政以德、治民先教、德行互补、礼乐相成等等有关社会治理的政策主张,则是孔子人(仁)

道思想在现实操作层面的落实.
以上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概貌.毫无疑问,正是天命观,将孔子在其他层面的思考统合在一起,使

之有了一个超越的指向和归系的极点,孔子思想因此不再仅仅是有关世俗伦理的教言,而有了立体

展开的潜在空间和逻辑可能性.陆九渊在论述儒家形而上思想的起点和展开时说:“夫子以仁发明

斯道,其言浑无罅缝;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④正是有了孔子的“下学上达”,人性为天命所照亮,
才有了思孟派人性、物性与天道的贯通,也才有了宋以后延续近千年的理学传统.

四、馀　论

很多人把孔子看作一个倾向于复古的保守主义者,这实在令人难以信服:一个面向过去的思想

家如何能开创一个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伟大学术传统,并且这个传统仍将在人类文明的创新中发

挥建设性作用? 笔者的看法恰恰相反,孔子是当时最具创新性、革命性的思想家⑤:他以理性的眼光

重新解说历史,显明、确立了儒家“以文化世”的礼教传统,成为塑造中华文明之性格和气质的主流因

素;他促成了道德标准的内在化,催生了以“行道”为职志、以“圣人”为人格理想的士人阶层,深刻影

响了其后中国历史的方向和进程.孔子“下学上达”的天命观照亮了人性的幽暗和文化的永恒,开启

了人性、物性与天道相贯通的途径,为天下一体的人类礼仪性存在赋予了无可置疑的神圣性,标志着

即将进入文化勃发期的中华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觉知和对未来的祈愿;同时,作为新生的士人阶层对

自己历史使命的自我确认、自我期许,它为君子人格的建树确立了一个形而上的支撑点,为孤独的

“行道”君子提供一种精神上的支持.

[责任编辑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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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分别见«论语»之«阳货»、«述而»篇.
«论语八佾»:“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朱熹曾强调:“诚只是一个实,敬只是一个畏.”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六,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１０３页.
陆九渊撰,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３９８页.
孔子宣称自己“述而不作”,有人以此作为他复古保守的证据,其实这是孔子貌似谦虚的自负之辞:通过把自己描述为一个

伟大传统的转述人,使自己进入并据有历史,成为道统的担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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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西周金文的“县”
———兼谈古文字资料对相关研究的重要性

黄 锦 前

摘　要:从文字学角度看,西周金文中将“还”读作“县”,既“有律有例”,又有文献和史实的依据,且文

字、文献及史实均可交验互证.读“还”为“县”,在各方面皆有充分依据,可为定谳.将金文与传世文献等

互证,至迟在西周中期懿孝之世已有“县”,其性质为“县鄙”之“县”,与后世“郡县”之“县”有别.元年师史

簋的“大左”,殆即“大将”、“大帅”;“左右师氏”即王身边的卫戍部队“虎臣”之长官;师史担任“丰还”的“大

左”,“官司丰还左右师氏”,系王之亲信、重臣,或即京畿卫戍区长官,战时可代王领兵出征.

关键词:还;县;古文字;小学;由经入史

西周金文中有关“县”的材料,目前所见主要有两条,即见于免簠① 的“郑还”和元年师史簋② 的

“丰还”.阮元«积古斋钟鼎款识»卷七已指出:免簠“郑还”之“还”,“通寰.寰,古县字”③ .唐兰亦云:
“还”应读为“县”.不过,他似将其与后世“郡县”之“县”混为一谈④ .李家浩指出,此二铭的“还”应即

“县”,其性质为“县鄙”之“县”,与后世“郡县”之“县”有别,将二者作了明确区分⑤ .应该说,这一问题

至此已有了结论性意见.唐文写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前半期⑥ ,李文写于１９８１年⑦ ,二者皆发表于

１９８０年代后半期.因此,早在四十年前,这一问题即已基本得到解决.这是熟悉金文和西周史者都

不陌生的.
时至今日,对多数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研究者而言,“还”的名称和性质皆已定谳,该问题早已“结

案”,已经不再是“问题”,而是“常识”.但遗憾的是,这些合理的意见,却很少得到古代史和历史地理

等相关研究者的认可或重视,他们或自说自话,否认西周时期“县”的存在,或极力反驳⑧ .究其原因,

　

作者简介:黄锦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河南开封４７５００１).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东周郑韩陶文研究”(１１YJAZH０３７)的资助成果.

①　«殷周金文集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 １９９４年;«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

补本),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以下简称“集成”)９．４６２６;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７２７页,１２９;吴镇

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１３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９６页,第０５９７４号.

②　集成８．４２７９ ４２８２;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安张家坡西周铜器群»,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６５年,图版柒 拾壹;中国青

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青铜器全集»第５卷,六四,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６年;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

第７４４页,１４５;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１２卷,第４３ ５３页,第０５３３１ ０５３３４号.

③　阮元:«积古斋钟鼎款识»,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３８３页.

④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３７３ ３７４页.

⑤　李家浩:«先秦文字中的“县”»,«文史»第２８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４９ ５８页;辑入«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

家浩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５ ３４页.

⑥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第５１８页,“整理后记”.

⑦　李家浩:«先秦文字中的“县”»,«文史»第２８辑,第５８页“附记”.

⑧　熊梅:«西周都邑的卫戍分区———立足于铭文“还”的试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古文字学是一门专门、精深的学问,所谓“曲高和寡”,一些相关研究者缺乏相应的

基础,因而对其研究成果不能作出较好的判断和择从.另一方面,可能是相关研究者不够重视古文

字资料,对古文字学的有关研究成果不了解.无论是因为哪一种情况,在古文字资料层出不穷,研究

成果日新月异的今天,对于先秦尤其是商周时段的研究者而言,这无疑是个“很要命”的“硬伤”.另

外可能还因为,虽然大的方向已定,结论无可怀疑,但具体的细节没有说清楚或含糊不清,因而导致

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尤其是古文字和传统小学素养不高的研究者产生混乱和疑虑,而不敢择从.因

此,有必要就该问题作进一步细致、全面、深入的讨论和总结,纠正过去的有关错误或不准确的认识,
对有关问题作进一步澄清.

一

首先要讨论的是免簠.该器为传世器,系阮元、丁树桢旧藏.原器已佚,亦无图形传世.但同人

所作之器,又有免尊①、免卣②、免簋③及免盘④等.其中免尊原藏颐和园,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其形

制为圆垂腹,侈口,圈足.颈前后雕铸兽首,兽首两侧均饰垂冠回首的夔鸟纹.属王世民等«西周青

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尊的II型３式⑤,时代为西周中期后段.免卣系金兰坡旧藏,已佚.免簋为叶志

诜、潘祖荫旧藏,现藏上海博物馆.器身已残,仅存器底.免盘系何天衢旧藏,现藏德国柏林民俗博

物馆.其形制为窄沿平折,附耳,圈足下有三扁足.盘腹和圈足均饰垂冠回首鸟纹,云雷纹填地.属

王世民等«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盘的III型⑥,时代为西周中期后段.
又免尊、免卣铭“王蔑免历,令史懋锡免缁韨冋衡”之“史懋”,亦见于史懋壶盖⑦,其形制为上有圈

状捉手,下有子口.盖面饰对称鸟纹,长冠卷尾,云雷纹填地,时代为西周中期后段.
结合上揭诸免器的铭文字体来看,这批器物的时代,应系西周中期后段,约懿孝之世⑧.接着讨

论铭文的有关内容.为方便讨论,先将诸免器铭文释写如下:
(１)免簠:唯三月既生霸乙卯,王在周,命免作司土,司郑还廪、眔虞、眔牧,锡戠衣、銮,对扬王休,

用作旅 彝,免其万年永宝用.
(２)免尊:唯六月初吉,王在郑.丁亥,王格太室,邢叔右免,王蔑免历,令史懋锡免缁韨冋衡,作

司工,对扬王休,用作尊彝,免其万年永宝用.
(３)免卣:唯六月初吉,王在郑.丁亥,王格太室,邢叔右免,王蔑免历,令史懋锡免缁韨冋衡,作

司工,对扬王休,用作尊彝,免其万年永宝用.
(４)免簋:唯十又二月初吉,王在周,昧爽,王格于太庙,邢叔右免,即命,王授作册尹书,俾册命

免,曰:令汝胥周师司林,锡汝赤韨,用事.免对扬王休,用作尊簋,免其万年永宝用.
(５)免盘:唯五月初吉,王在周,令作册内史锡免卤百辎,免蔑,静女王休,用作盘盉,其万年宝用.
免簠云“王在周,命免作司土,司郑还廪、眔虞、眔牧”,即王在宗周,任命免作“郑还”的司徒,职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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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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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１９ １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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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还”的“廪”、“虞”及“牧”.其中“司郑还廪、眔虞、眔牧”云云,是对上文“命免作司土”句的进一步

解释.
“廪”,郭沫若认为假借为“林衡”之“林”①,杨树达②、李家浩均从之,又皆有进一步申述,其中李

文说:

　　盖在“林”字上加注声符“ ”或在“ ”字上加注声符“林”.铭文林、虞、牧相当于«周礼地

官»“司徒”的属官“林衡”、“山虞”、“泽虞”和“牧人”.林衡掌管林木,虞人掌管山泽,牧人掌管畜

牧.司徒是掌管土地之官,故周王任命免为司徒,管理郑县地区的林、虞、牧诸事,与«周礼»所记

司徒的职掌相符合.③

大致可从.“廪”、“虞”及“牧”或分别指职掌这几项事务之官员及官署.
免尊、免卣铭曰“王在郑”,命免“作司工”,据上下文来看,免应该被任命作“郑”地的“司工”,铭文

没有象上述免簠铭一样,作进一步解释和具体说明,应系承上文而省.“郑”与免簠“郑还”之“郑”应
即一地.“司工”即文献的“司空”,掌管工程营造,见于«周礼».

免簋铭曰“王在周”,“令汝胥周师司林”,义为命免协助“周师”管理山林.“周师”的职责是“司
林”,应即文献中“林虞”、“林衡”一类的职官,免襄助其事.同样,铭文亦未具体说明“司林”的具体地

域范围,从上下文来看,应系上文提到的“王在周”之“周”,应即宗周,或即职掌全国的山林.
据铭文来看,免每次为王召见时的仪式和赏赐物等皆有所区别.如免尊、免卣及免簋皆云“邢叔

右免”,免尊、免卣又云“王蔑免历”;召见地点分别在“郑”之“太室”和“周”之“太庙”;仪式繁简有别,
赏赐物的种类和数量皆有别,等等.据这些信息来看,命免“作司工”时的规格明显比“作司土”时要

高,这表明可能免因职务升迁,因而待遇有所提高.据免尊、免卣铭可知“六月”免被任命作“郑”地的

“司工”,与此前“三月”任“郑还”的“司土”而言,应系平调,但重要性可能有别.据免簋铭可知“十又

二月”免又被任命为辅佐“周师”职掌宗周或即全国的山林,职位较之前任“郑”地“司工”又有提升.
从免簋所记赏赐物又有“赤□韨”、仪式较尊、卣所记更为复杂等来看,亦可证明之.虽然不能确定上

述“三月”、“六月”及“十又二月”是否在一年之内,但据铭文暗示的信息来看,这几件器物的作器时间

次序应较清楚,即免簠最早,尊、卣次之,簋最晚.而免盘因铭文内容与诸器有异,故与诸器之先后,
暂不能明确判定.

总之,由诸免器铭可知,免曾历任“郑还”“司土”、“司工”及“胥周师司林”等职,系在王朝任职的

高级贵族.
如上分析,免的身份基本上也就弄清楚了,但“郑还”之“还”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呢? 我们先看铭

文本身所提供的信息.
免尊、免卣铭曰“王在郑.丁亥,王格太室”.“太室”,亦作“大室”,即太庙中央之室,亦指太庙.

«尚书洛诰»:“王入太室祼.”伪孔传:“太室,清庙.”孔颖达疏:“太室,室之大者,故为清庙.庙有五

室,中央曰太室.”«春秋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坏.”杜预注:“大庙之室.”“太庙”是帝王的祖庙.
«论语八佾»:“子入太庙,每事问.”在铭文中应即周天子的祖庙.免簋铭曰“王在周,昧爽,王格于

太庙”,从上下文来看,铭文的“周”应指宗周.“郑”地既然有太庙,则其性质当是都邑,是宗周的一部

分.«左传庄公二十八年»:“筑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
杜预注:“宗庙所在,则虽邑曰都,尊之也.”孔颖达疏:“小邑有宗庙,则虽小曰都,无乃为邑.邑则曰

筑,都则曰城.为尊宗庙,故小邑与大都同名.”«淮南子时则训»:“(仲秋之月)是月可以筑城郭,建
都邑.”高诱注:“国有先君之宗庙曰都,无曰邑.”上文已指出,“郑”与免簠“郑还”之“郑”应系一地,然

１４１申论西周金文的“县”———兼谈古文字资料对相关研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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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郑还”之“还”之性质可以确定,即“都”邑,其内有“太室”等宗庙建筑,系宗周之一部分.至此,
“还”的名称和性质皆已昭然若揭.这是我们从铭文本身所获得的信息.

据文献记载,“郑”本系周都畿内地,后周宣王封弟友于此,即“郑国”之郑,其地在今陕西省华县

西北.
免簠“命免作司土”句,唐兰曾解释说,疑此为郑县的司徒,穆王以后常居郑,郑邑司徒,地位比较

高①.案郑邑司徒的地位之所以较高,一是因为其系“都”邑而非普通的邑,二则可能如唐氏所言,因
穆王以后常居郑之故.

西周金文中与“郑”有关,值得注意者还有:
(１) 簋②:唯正月初吉丁丑,昧爽,王在宗周,格太室,溓叔右 即立中廷,作册尹册命 ,锡銮,令

邑于郑,讯讼,取征五锊. 对扬王休,用作朕文祖丰仲宝簋,世孙子其永宝用.
(２)旂伯簋③:唯正月初吉辛未,王格郑宫,王锡旂伯贝十朋,旂伯对扬王休,用作尊宝簋,子子孙

孙其万年宝.
(３)三年 壶④:唯三年九月丁巳,王在郑飨醴,呼虢叔召 ,锡羔俎;己丑,王在句陵飨逆酒,呼师

寿召 ,锡彘俎,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休,用作皇祖文考尊壶, 其万年永宝.
(４)大簋(六月大簋)⑤:唯六月初吉丁巳,王在郑,蔑大历.锡犓骍犅,曰:用禘于乃考.大拜稽

首,对扬王休,用作朕皇考大仲尊簋.
(５)曶簋⑥:唯四月初吉丙午,王命曶,锡缁韨冋衡、鋚、旂.曰:“用事,司郑 马.”叔朕父嘉曶暦,

用赤金一钧.用对扬王休,作宝簋,子子孙孙其永宝.
(６) 鼎⑦:唯王九月既望乙巳,遣仲令 总司郑田, 拜稽首,对扬遣仲休,用作朕文考釐叔尊鼎,

其孙孙子子其永宝.
(７)吕簋⑧:唯九月初吉丁亥,王格太室,册命吕.王若曰:“更乃考总司郑师氏,锡汝玄衣黹纯,

韨冋衡,戈琱 厚柲彤沙,旂銮,用事.”吕对扬天子休,用作文考尊簋,万年宝用.
(８)永盂⑨:唯十又二年初吉丁卯,益公入,即命于天子.公乃出厥命,锡畀师永厥田阴阳洛,疆眔

师俗父田.厥眔公出.厥命井伯、荣伯、尹氏、师俗父、遣仲,公乃命郑司徒昷父,周人司工殿、 史、
师氏、邑人奎父、毕人师同.付永厥田,厥率履厥疆、宋句.永拜稽首,对扬天子休命,永用作朕文考

乙伯尊盂,永其万年,孙孙子子,永其率宝用.
这几件器物的时代均为西周中期.其中例(１) 簋系中国国家博物馆２００４年征集入藏,其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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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体较低矮,侈口束颈,下腹外鼓,兽首双耳,方形短珥,盖面隆起,上有圈状捉手,圈足下连铸三短

足.盖沿及颈部均饰以垂冠回首夔龙纹两对,以云雷纹填地.属王世民等«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

究»簋的IV型１式①,时代为西周中期前段,较免诸器时代要早.
铭文云“王在宗周,格太室”,据上下文,并结合上文有关讨论来看,所谓“王在宗周,格太室”,说

得更具体一点,实即王在“宗周”之“郑(还)”,“格太室”.这一点应不难理解.
铭文云王令 “邑于郑”,从语法位置看,“邑”应系动词.«左传隐公十一年»:“吾先君新邑于

此.”孔颖达疏:“谓武公(郑武公)始居此也.”«孟子梁惠王下»:“[太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

下居焉.”朱熹集注:“邑,作邑也.”杨伯峻注:“邑,动词,建筑城邑也.”«竹书纪年»卷下:“献公(晋献

公)命瑕父吕甥邑于虢都.”显然,本铭的“邑”不能以分封城邑居住,建筑城邑一类意思来理解.从上

下文来看,其义可能系任命 作“郑”邑之长,故曰“邑于郑”.
古书中“邑”常用来指京城,国都.«说文解字»:“邑,国也.从囗,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从卪.”

«尚书召诰»:“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诗经商颂殷武»:“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毛
传:“商邑,京师也.”这与上述“郑”的性质为“都”邑相吻合.

例(２)旂伯簋云“王格郑宫”,古本«竹书纪年»:“穆王元年,筑祗宫于南郑穆王所居郑宫、春
宫.”②«左传昭公十二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

以获没于祗宫.”孔颖达疏:“马融曰圻内游观之宫也.杜不解,盖以为王离宫之名也.”«穆天子传»卷
四“吉日,丁酉,天子入于南郑”郭璞注:“今京兆郑县也.«纪年»:‘穆王元年筑祗宫于南郑.’«传»所
谓‘王是以获没于祗宫’者.”祗宫故址在今陕西华县西北.旂伯簋讲“王格郑宫”,“郑宫”应即指

祗宫.
例(３)(８)等之“郑”,从上下文来看,与上揭诸铭的“郑”所指应相同.“飨醴”,饮醴酒.«左传

庄公十八年»:“春,虢公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国语周语上»:“王乃淳濯飨醴.”韦昭注:
“飨,饮也.谓王沐浴饮醴酒也.”三年 壶云“王在郑飨醴”,即王在郑(宗庙)饮醴酒.

曶簋“王命曶司郑 马”, 鼎“遣仲令 总司郑田”及吕簋“王册命吕更乃考总司郑

师氏”等,与上述免簠“王命免作司土,司郑还廪、眔虞、眔牧”及免簋“王授作册尹书,俾册命免

令汝胥周师司林”等句式、辞例及内容均接近,分别即任命曶职掌郑邑的 马、任命 总管郑邑之

田、任命吕总管郑邑的师氏.其中曶簋“司郑 马”与 鼎“总司郑田”的职掌与免簠“命免作司土,司
郑还廪、眔虞、眔牧”的职掌有关联,但具体分工不尽相同,或系上下级或从属关系.

曶簋形制为整体低矮横宽,侈口方唇,束颈鼓腹,兽首双耳,钩状垂珥,圈足外侈.颈部饰回首夔

龙纹,长冠后垂,云雷纹填地,其下有一道弦纹,颈前后增饰浮雕兽头,圈足饰两道弦纹.属王世民等

«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簋的I型３式③,时代为西周中期前段,约穆王时器. 鼎敛口窄折沿,双
立耳,下腹向外倾垂,底部稍平,三柱足.口下饰云雷纹填地的卷鼻夔龙纹带.属王世民等«西周青

铜器分期断代研究»鼎的IV型３式④,时代为西周中期前段,为恭王时器.吕簋形制为器身圆形,深
腹,腹壁较直,下部微垂,盖与器子母合口,腹部有一对兽钮衔环耳,盖面隆起,沿下折,上有圈状捉

手,矮圈足连铸三兽面扁足.盖面及颈部均饰窃曲纹,圈足是三角雷纹.属王世民等«西周青铜器分

期断代研究»簋的IV型３式⑤,时代为西周中期前段.三者均较免器的时代要早,因此,免与曶、 及

吕当非同时之人.
永盂为侈口,深腹,附耳,高圈足,四面各有扉棱一道,腹中部扉棱各有一长鼻高卷的圆雕象首.

３４１申论西周金文的“县”———兼谈古文字资料对相关研究的重要性

①

②

③

④

⑤

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第８６ ８８页.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４４－４５页.
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第６２ ６７页.
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第２９ ３１页.
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第１００ １０１页.



颈饰变形兽面纹,腹饰两兽对称组成的垂叶纹,圈足饰回首尾下卷作刀状的夔龙纹,均以细云雷纹填

底.一般认为系恭王时器.较上述诸免器的时代约懿孝之世略早,因此,永盂铭之“郑司徒昷父”,当
系免之前任.

或将 簋“令邑于郑”、 鼎“总司郑田”、吕簋“总司郑师氏”的“ ”读作“奠”或“甸”①,从上文有关

分析来看,非是.
综上所述,由免诸器铭可知,免曾历任“郑还”“司土”、“司工”及“胥周师司林”等职,系在王朝任

职的高级贵族.“郑还”之“还”系“都”邑,内有“太室”,为宗周之一部分.由金文和文献可知,“郑”既
可称“还”,又可称“邑”,无论称“还”还是称“邑”,其义与性质皆一,即系王畿内“都”邑,其内有“宫”和
“太室”等宗庙建筑.其地在今陕西华县西北.

二

下面接着讨论师史簋.元年师史簋共四件,系１９６１年陕西西安张家坡西周铜器窖藏出土.形

制为弇口鼓腹,圈足下有三象鼻形小足,双耳饰浮雕虎头,盖与器子母合口,上有圈状捉手.盖沿和

器口沿饰窃曲纹,盖上和器腹饰瓦纹,圈足饰S形云雷纹.属王世民等«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
簋的IV型２式②,时代为西周中期后段,约孝王世③.

同人所作之器,又有三件五年师史簋④,亦系１９６１年陕西西安张家坡西周铜器窖藏出土.其形

制为盖与器子母合口,器的下腹向外倾垂,圈足下有三个象鼻形扁足,两耳作衔环龙头,盖的捉手呈

圈状.盖与器均饰长冠分尾鸟纹和直棱纹.属王世民等«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簋的IV 型３
式⑤,时代为西周中期后段,为孝王时器.

下面分析师史簋的有关内容,先将元年师史簋铭文释写如下:

　　唯王元年四月既生霸,王在淢 ,甲寅,王格庙,即位,遟公入右师 ,即位中廷,王呼作册尹

克册命师 曰:僃于大左,官司丰还左右师氏,锡汝赤巿冋衡、丽敡,敬夙夕用事, 拜稽首,敢对

扬天子丕显鲁休命,用作朕文祖益仲尊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官司丰还左右师氏”,“丰”系地名.金文中与此“丰”相关者还有:

(１)申簋盖⑥:唯正月初吉丁卯,王在周康宫,格太室,即位,益公入右申〔立〕中廷,王命尹册命申,
更乃祖考胥太祝官司丰人眔九 祝,锡汝赤韨萦衡、銮旂,用事.申敢对扬天子休命,用作朕皇考孝

孟尊簋,申其万年用,子子孙孙其永宝.西周中期前段.
(２)小臣宅簋⑦:唯五月壬辰,同公在丰,令宅事伯懋父,伯锡小臣宅画毌、戈九、钖金车、马两,扬

公伯休,用作乙公尊彝,子子孙孙永宝,其万年用飨王出入.西周早期.
(３) 鼎⑧:唯三年四月庚午,王在丰,王呼虢叔召 ,锡驹两,拜稽,用作皇祖文考盂鼎, 万年永

宝用.西周中期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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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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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辑,第１７４ １７７页;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５卷,第１９３页;第１１卷,第３４１ ３４３页.
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第８８ 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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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青铜器全集»第５卷,六三;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７４５页,１４６;吴镇

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１１卷,第３２０ ３２７页,第０５２４８ ０５２５０号.
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第１００ １０１页.
«考古与文物»１９８３年第２期,第１８页图三;集成８．４２６７;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１１卷,第４７３ ４７４

页,第０５３１２号.
«文物»１９５５年第３期,第１４６页;集成８．４２０１;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５９０页,１７.
集成５．２７４２;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８７６页,４.



诸铭的“丰”与元年师史簋“丰还”之“丰”所指应相同.其中例(１)申簋盖的“王命尹册命申,更乃

祖考胥太祝官司丰人眔九 祝”,与元年师史簋铭文相类似.根据上下文,并结合上述有关铭文来

看,“丰”应指丰邑(或称“丰京”),文献或作“邦”.«尚书武成»:“王来自商,至于丰.”陆德明«释
文»:“丰文王所都也.”«左传昭公四年»:“成有岐阳之搜,康有邦宫之朝.”杜预注:“邦在始平

鄠县东,有灵台,康王于是朝诸侯.”据文献记载,西周都“丰镐”,亦作“丰鄗”.文王邑丰,在今陕西西

安西南丰水以西.武王迁镐,在丰水以东.其后周公虽营洛邑,丰镐仍为当时政治文化中心,为宗周

之一部分.«吕氏春秋疑似»:“周宅邦镐,近戎人.”«韩非子五蠹»:“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闲,地方

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汉书郊祀志下»:“昔者周文、武郊于丰鄗,成王郊于雒邑.”解放后历年的

考古工作也予以证实①.
丰邑既是文王旧都,武王迁镐后,离丰邑甚近,属畿内,丰邑仍为西周政治文化中心,因此金文中

屡见“王在丰”等记载.
金文中的“师氏”,职掌比较复杂,从上下文来看,本铭的“师氏”应系武职.所谓“官司丰还左右

师氏”,即主管“丰还”的“左右师氏”.过去或认为本铭的“师氏”是指师的领导,即“太师”②,或指师旅

的长官③.关于“左右师氏”的职掌,或可由文献及西周金文中屡见的“虎臣”等有关材料来予以说明.
“虎臣”屡见于文献,指虎贲氏之官.«尚书顾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

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与上揭毛公鼎铭“王曰:父 ,已曰,抄兹卿事寮、太事寮于父即尹,命汝

总司公族,与三有司、小子、师氏、虎臣,与朕亵事,以乃族捍敔王身”可对读.伪孔传:“虎臣,虎贲

氏.”“虎贲”系掌侍卫国君及保卫王宫、王门之官.«周礼夏官虎贲氏»:“虎贲氏掌先后王而趋以

卒伍.军旅、会同,亦如之.舍,则守王闲.王在国,则守王宫.国有大故,则守王门.大丧,亦

如之.”
“虎臣”亦屡见于西周金文,如:
(１)师克盨④:王若曰:师克,丕显文武,膺受大命,敷佑四方.则 唯乃先祖考有勋于周邦,捍御

王身,作爪牙.王曰:克,余唯经乃先祖考,克令臣先王.昔余既命汝,今余唯申就乃命,命汝更乃祖

考总司左右虎臣.锡汝秬鬯一卣,赤韨五衡、赤舃、牙僰、驹车、贲较、朱鞹、鞃靳、虎幎、纁裹、画 、画
、金筩,朱旂,马四匹、鋚勒,素钺.敬夙夕勿废朕命.克敢对扬天子丕显鲁休,用作旅盨.克其万

年子子孙孙永宝用.西周晚期.
(２)毛公鼎⑤:王曰:父 ,已曰,抄兹卿事寮、太事寮于父即尹,命汝总司公族,与三有司、小子、师

氏、虎臣,与朕亵事,以乃族捍敔王身.西周晚期后段(宣王).
(３) 鼎⑥: 曰:“呜呼! 王唯念 辟烈考甲公,王用肈使乃子 率虎臣御淮戎.” 曰:“呜呼! 朕

５４１申论西周金文的“县”———兼谈古文字资料对相关研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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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６３年;又«长安张家坡西周铜器群»,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６５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１９７６ １９７８年长安沣西发掘报告»,«考古»１９８１年第１期;«陕西长安沣西客省庄西周

夯土基址发掘报告»,«考古»１９８７年第８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工作队:«１９９７年沣西发掘报告»,«考古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２期;胡谦盈:«丰镐地区诸水道的踏

查———兼论周都丰镐遗址»,«考古»１９６３年４期;西安市文物管理处:«陕西长安新旺村、马王村出土的西周铜器»,«考古»１９７４年第１
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长安沣西张家坡西周遗址的发掘»,«考古»１９６４年第９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镐京西周宫室»,西
安:西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卢连成:«西周丰镐两京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１９８８年第３期.

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６页.
李家浩:«先秦文字中的“县”»,«文史»第２８辑,第４９ ５８页.
«文物»１９５９年第３期;«文物»１９６２年第６期,封里,第８页图三;«考古»１９９４年第１期图版柒;集成９．４４６７、４４６８;陈梦家:

«西周铜器断代»,第８５６页,２１０;故宫博物院:«故宫青铜器»,１９４,第２０５页.
集成５．２８４１;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８４１页,２０１;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青铜器全

集»第５卷,三六.
集成５．２８２４;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青铜器全集»第５卷,一○;曹玮主编:«周原出土青

铜器»,第１３５６ １３６０页.．



文考甲公、文母日庚翼休,则常安永宕乃子 心,安永袭 身,厥复享于天子,唯氒厥使乃子 万年辟

事天子,毋有斁于厥身. 拜稽首,对扬王命.用作文母日庚宝尊 彝,用穆穆夙夜尊享孝绥福,其子

子孙孙永宝兹烈.西周中期前段(穆王).
(４)师 簋①:王若曰:师 , 淮夷 我帛畮臣,今敢薄厥众暇,返厥工吏,弗迹我东国,今余肈令

汝率齐师、 、莱、僰、 、左右虎臣征淮夷,即 厥邦酋,曰冄、曰褮、曰铃、曰达,师 虔不坠,夙夜恤厥

将事,休既有功,折首执讯,无諆徒驭,殴俘士女、羊牛,俘吉金,今余弗暇徂,余用作朕后男巤尊簋,其
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西周晚期.

(５)师酉簋②:唯王元年正月,王在吴,格吴大庙,公族 釐入右师酉立中廷,王呼史墙册命师酉,
嗣乃祖嫡官邑人、虎臣:西门夷、 夷、秦夷、京夷、弁狐夷,新锡汝赤韨朱衡、中褧、鋚勒,敬夙夜勿废

朕命.师酉拜稽首,对扬天子丕显休命,用作朕文考乙伯、宄姬尊簋,酉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西

周中期.
师酉盘③:唯四年三月既生霸甲戌,王在吴,格吴大庙.公族 釐入右师酉立中廷.王呼史墙册

命师酉,嗣乃祖嫡官邑人、虎臣:西门夷、 夷、秦夷、京夷、弁狐(夷).新锡汝赤韨、鋚勒.敬夙夜勿

废朕命.师酉拜稽首.对扬天子丕显休命,作朕文考、宗姬宝盘.酉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西周

中期.
(６)师訇簋④:王若曰:师訇,丕显文武,膺受天命,亦则于汝乃圣祖考克辅右先王,作厥肱股,用夹

绍厥辟,奠大命,盩龢于政,肆皇帝亡 ,临保我有周,雩四方民亡不康靖.王曰:师訇,哀哉,今日天

疾威降丧,首德不克规,故亡承于先王,向汝彶纯恤周邦,绥立余小子,哉乃事,唯王身厚 ,今余唯申

就乃命,命汝叀雍我邦小大猷,邦 潢辥,敬明乃心,率以乃友捍御王身,欲汝弗以乃辟陷于艰,锡汝

秬鬯一卣、圭瓒、夷讯三百人.訇稽首,敢对扬天子休,用作朕烈祖乙伯、同益姬宝簋,訇其万斯年,子
子孙孙永宝.用作州宫宝,唯元年二月既朢庚寅,王格于太室,荣入佑訇.西周中期后段(恭王).

(７)訇簋⑤:王若曰:訇,丕显文武,受命则乃祖奠周邦,今余命汝嫡官司邑人,先虎臣后庸:西门

夷、秦夷、京夷、 夷、师笭、侧薪、□华夷、弁狐夷、 人、成周走亚、戍、秦人、降人、服夷,锡汝玄衣黹

纯,缁韨冋衡,戈琱 厚柲彤沙,銮旂,鋚勒,用事.訇稽首,对扬天子休命,用作文祖乙伯、同姬尊簋,
訇万年子子孙永宝用.唯王十又七祀,王在射日宫,旦,王格,益公入右訇.西周中期后段(懿王).

(８)师虎簋⑥:唯元年六月既朢甲戌,王在杜 ,格于太室,邢伯入右师虎,即位中廷,北向,王呼内

史吴曰:“册命虎.”王若曰:“虎,载先王既命乃祖考事,嫡官司左右戏緐荆,今余唯帅型先王命,命汝

更乃祖考,嫡官司左右戏緐荆,敬夙夜勿废朕命,锡汝赤舄,用事.”虎敢拜稽首,对扬天子丕 鲁休,
用作朕烈考日庚尊簋,子子孙孙其永宝用.西周中期前段(穆王).

(９)虎簋盖⑦:唯卅年三月初吉甲戌,王在周新宫,格于太室,密叔入右虎,即位.王呼内史曰:“册
命虎.”曰:“载乃祖考事先王,司虎臣,今命汝曰:更祖考胥师戏司走马驭人眔五邑走马驭人,汝毋敢

不善于乃政.锡汝 黻幽衡、玄衣、 纯、銮旂五日,用事.”虎拜稽首,对扬天子丕 鲁休.西周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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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集成８．４３１３、４３１４;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青铜器全集»第５卷,六九;陈佩芬:«夏商周

青铜器研究»(西周篇),三八四,第４６５ ４６８页;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A２４６、R４１８,北
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第２４２、５４０页.

集成８．４２８８ ４２９１;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７９０页,１７３;故宫博物院:«故宫青铜器»,１８９,第２００页.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第３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３０７页,第０９５１号.
集成８．４３４２;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８５２页,２０７.
郭沫若:«弭叔簋及訇簋考释»,«文物»１９６０年第２期;集成８．４３２１;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８３４页,１９５.
集成８．４３１６;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７０１页,１０８.
王翰章、陈良和、李保林:«虎簋盖铭简释»,«考古与文物»１９９７年第３期,第７９页图三;张光裕:«虎簋甲、乙盖铭合校小记»,

«古文字研究»第２４辑,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第１８３页;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１２卷,第２０５ ２０８页,第

０５３９９、０５４００号.



前段(穆王).
(１０)无叀鼎①:唯九月既望甲戌,王格于周庙,贿于图室,司徒南仲右无叀入门,立中廷,王呼史翏

册命无叀曰:官司穆王正侧虎臣,锡汝玄衣,黹纯,戈琱 厚柲彤沙,鋚勒,銮旂,无叀敢对扬天子丕显

鲁休,用作尊鼎,用享于朕烈考,用匃眉寿万年,子孙永宝用.西周晚期后段(宣王).
例(１)师克盨铭云“命汝更乃祖考总司左右虎臣”,器主师克的身份是“师”,可知“虎臣”的长官系

“师”.同样,例(５)师酉簋“王呼史墙册命师酉,嗣乃祖嫡官邑人、虎臣”,师酉的身份亦系“师”.例

(１０)无叀鼎铭曰“王呼史翏册命无叀”“官司穆王正侧虎臣”,铭文虽未明言,但从赏赐物“玄衣,黹纯,
戈琱 厚柲彤沙,鋚勒,銮旂”来看,无叀的身份亦应系“师”.同样,例(７)訇簋“今余命汝嫡官司邑

人,先虎臣后庸”,从赏赐物“玄衣黹纯,缁韨冋衡,戈琱 厚柲彤沙,銮旂,鋚勒”来看,訇的身份应系

“师”.又例(６)师訇簋从铭文来看,与例(７)訇簋当系一人之器,可知訇的身份确系“师”.同样,例
(９)虎簋盖据铭文“今命汝曰:更祖考胥师戏司走马驭人眔五邑走马驭人”及赏赐物“ 黻幽衡、玄衣、

纯、銮旂五日”等,器主虎及其“司虎臣”的“祖考”亦皆为“师”.又例(８)师虎簋从铭文看,与例(９)
虎簋盖应系同人所作器,印证虎确为“师”职.总之,无论是“虎臣”、“左右虎臣”,还是“正侧虎臣”,其
官长皆为“师”,或称“师氏”.

所谓“正侧虎臣”,殆与“左右虎臣”义近,“正”相对于“侧”而言.虎臣既分“正侧”、“左右”,则其

官长亦当也有“左右”,元年师史簋云“左右师氏”,正与之相对应.
例(２)毛公鼎铭云“命汝总司公族,与三有司、小子、师氏、虎臣,与朕亵事,以乃族捍敔王身”,一

则证明“师氏”即“师”确系虎臣之长官.二则表明师氏、虎臣的职责是“捍敔王身”,即负责保卫王的

安全,这一点例(１)师克盨铭说得更清楚直白,曰“师克 唯乃先祖考有勋于周邦,捍御王身,作
爪牙”.例(６)师訇簋亦云“率以乃友捍御王身,欲汝弗以乃辟陷于艰”,亦表明师氏、虎臣的职责主要

是“捍御王身”.
例(３) 鼎铭云 “率虎臣御淮戎”,可见战时虎臣亦可出征.同样,例(４)师 簋亦云“今余肈令

汝率齐师、 、莱、僰、 、左右虎臣征淮夷”,可见虎臣出征并不乏见.
既然能“率虎臣”,则他至少是虎臣之长,即“师”或“师氏”.鼎铭又说“厥复享于天子,唯氒厥

使乃子 万年辟事天子”,可见 应系王之近臣或亲信.例(４)师 簋亦云师 “齐师、 、莱、僰、 、左
右虎臣征淮夷”,同样,师 也至少是“师”或“师氏”,这与铭文明言“师 ”的身份为“师”正相符合.师

既能率诸侯之师及“左右虎臣”“征淮夷”,他也一定是王之近臣或亲信.
«诗经大雅文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左右”,指左面和右面.«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或指附近,两旁.«诗经小雅采菽»:“平平左右,亦是率从.”«左传
宣公十二年»:“晋人逐之,左右角之.”又谓身边.又«左传宣公二十年»:“(楚子)左右曰:‘不可许

也,得国无赦.’”又谓近臣,侍从.疑“左右虎臣”、“左右师氏”亦皆与此有关.所谓“左右师氏”,可能

兼有上述多种含义,一则表方位,二则在王之近旁,即王身边的卫戍部队“左右虎臣”之长.
总之,由金文及文献可知,虎臣不但“捍御王身,作爪牙”,战时可出征,其长官系“师”或“师氏”,

是王之近臣或亲信②.

１９７１年在陕西西安丰镐遗址马王镇车马坑发现有两件当卢,背面皆铸阳文“丰师”二字③.马王

镇一带是丰邑的核心区,因此这里发现的“丰师”当卢,应属当时驻守在此地的卫戍部队“丰师”的遗

物.这与上述金文的有关记载可互相印证,也以实物和文字的证据,进一步证明了上述我们据金文

所作有关推论的可靠性.

７４１申论西周金文的“县”———兼谈古文字资料对相关研究的重要性

①

②

③

集成５．２８１４;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５卷,第３４６ ３４７页,第０２４７８号.
张亚初等对虎臣也有较详细的讨论,参见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第１４ １５页.
王长启:«西安丰镐遗址发现的车马坑及青铜器»,«文物»２００２年第１２期.



师史簋铭云“僃于大左,官司丰还左右师氏”的师史,其地位当不在上揭“率虎臣御淮戎”的 及

“率齐师、 、莱、僰、 、左右虎臣征淮夷”的师 之下,应系王之近臣或亲信.
过去或认为“大左”即“左师”①,或指“大师”之在左者②,或认为其并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职官

名,可能是指王朝中百官所站立的行位③,或兼二说④等,可能要重新加以认识.
据上下文义,并参照有关文例来看,“官司丰还左右师氏”句,应该是对上一句“僃于大左”的具体

说明,这与上揭免簠“命免作司土,司郑还廪、眔虞、眔牧”句相类.然则所谓“大左”,其具体职掌为

“官司丰还左右师氏”,即相当于京畿卫戍区长官,掌管卫戍部队及其官长,类似后世的禁卫军及其统

领,职掌保卫王和京师.«左传成公十六年»:“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杜预注:“左,将帅.右,
车右.”“大左”,或即“大将”、“大帅”之谓也⑤.

“丰”既为旧都,迁镐后仍为当时政治文化中心,王又常在此活动,因此,师史“官司丰还左右师

氏”,其职掌或即京畿卫戍区长官一类,应系王之亲信,其地位可想而知.铭文下文云“锡汝赤巿冋

衡、丽敡,敬夙夕用事”,从赏赐物及王册命时说话的口气也可见一斑,与上述册命免时的有关情形可

以对照.
要之,师史“官司丰还左右师氏”的职掌,从铭文本身及其他有关材料来看,应即京畿卫戍区长

官,这是很清楚的.
上揭同人所作的五年师史簋,其铭文曰⑥:

　　唯王五年九月既生霸壬午,王曰:师 ,命汝羞追于齐,赍汝十五钖簦盾,生皇画内,戈琱

厚柲彤沙,敬毋败绩. 敢扬王休,用作宝簋,子子孙孙永宝用.
铭云“王曰:师 ,命汝羞追于齐”,即王命师史伐齐.齐是西周的大国,能担当领兵伐齐之重任者,非
王之亲信、重臣莫属.上文据元年簋铭推断师史或即京畿卫戍区长官,与此铭其任伐齐之帅,身份正

相符合.同时亦可见,作为王之亲信的京畿卫戍区长官,在必要时亦可领兵出征,或有代王出征之意

味.同时,这与上揭金文所记主要负责“捍御王身”的“虎臣”亦常出征的情形亦相吻合.
又上揭吕簋铭云王命吕“更乃考总司郑师氏”,即令吕袭其父旧职,总管郑县的卫戍部队,“锡汝

玄衣黹纯, 韨冋衡,戈琱 厚柲彤沙,旂銮,用事.”赏赐物与元年、五年师史簋的“锡汝赤巿冋衡、丽
敡”与“赍汝十五钖簦盾,生皇画内,戈琱 厚柲彤沙”亦可对照.所谓“总司郑师氏”,可能即系“左”
一类官长,亦即卫戍分区长官.“丰还”因系文王旧都,其地位当较“郑还”高,故“官司丰还左右师氏”
者为“大左”,即卫戍区总部及其长官.

综上所述,由师史所作诸器铭文可知,师史担任“丰还”的“大左”,“官司丰还左右师氏”,系王之

亲信、重臣,或即京畿卫戍区长官,战时可代王领兵出征.“丰还”之“还”系文王旧都,武王迁镐后,仍
属畿内,为西周政治文化中心,为宗周之一部分.其地在今陕西西安西南丰水以西.

三

通过对免簠及其他诸免器铭文的分析可知,免簠铭“郑还”之“还”系王畿内“都”邑,内有“太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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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郭沫若:«长安县张家坡铜器铭文汇释»,«考古学报»１９６２年第１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安张家坡西周铜器群»,第１
１０页.

杨宽:«再论西周金文中“六 ”和“八 ”的性质»,«考古»１９６５年第１０期.
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第１９ ２０页.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２０４页.
春秋中期楚屈叔佗戈(集成１７．１１３９３)铭曰:“屈囗之孙楚屈叔佗之囗囗,楚王元右”,“楚屈叔佗”据何浩考证即«左传

宣公十二年»所载楚晋泌之战中为楚庄王“戎右”的屈荡,元右即“戎右”(何浩:«‹楚屈叔沱戈›考»,«安徽史学»１９８５年第１期).«周
礼夏官戎右»:“戎右掌戎车之兵革使.”郑玄注:“右者,骖乘,此充戎路之右.”贾公彦疏:“戎右者,与君同车,在车之右,执戈盾,
备制非常,并充兵中使役.”“戎右”在车右负责保卫国君安全,从职掌来看,似与本文西周金文之“大左”有一定关联.

释文参见李学勤:«高青陈庄引簋及其历史背景»,«文史哲»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和“郑宫”,为宗周之一部分,文献或称其为“邑”,在今陕西华县西北.由师史诸器及相关铭文可知,
“丰还”之“还”系文王旧都,武王迁镐后,为属畿内邑,为西周政治文化中心,亦为宗周之一部分,地在

今陕西西安西南丰水以西.
总之,“郑还”、“丰还”的名称和性质皆已洞若观火.然则“邑”符合这一条件者,除上文提到的

“都”、“邑”及“京”等称谓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称谓呢? 换句话说,金文“郑还”、“丰还”之“还”相对应

的究竟是文献中的哪一个字或词呢?
我们认为,它应该就是文献中的“县”.
首先,“还”、“县”皆匣母元部字,二者系双声迭韵,于音理可通.在出土和文献传世中皆有大量

二者通假的例证①,上揭唐文和李文均有举证,尤其是李文,举有大量有关出土和传世文献的例证.
«古文四声韵»“县”字下引王庶子碑作“寰”②.«广韵»:“县”,“古作‘寰’.”颜师古«匡谬正俗»卷八:
“宇县、州县字,本作‘寰’,后借‘县’字为之.”«穀梁传隐公元年»:“寰内诸侯.”范宁注:“天子畿内

大夫有采地,谓之寰内诸侯.”陆德明«释文»:“寰,音县,古县字.”«国语齐语»:“三乡为县,县有县

帅.”«晋语二»:“君实有郡县.”明许宗鲁本“县”皆作作“寰”(«国语考异»引).总之,从文字学的角度

来看,“还”、“县”相通,当无疑问.
其次,“县”在古书中有多种含义,和本文讨论相关者,一是作为地方行政区划名.周时已有县

邑,春秋时期秦、晋、楚等大国将兼并土地置县,故县多在边地.后各国将县制内移,边远地置郡.秦

统一六国后,始以郡统县,历代因之.这是为大家所熟知的.«左传哀公二年»:“克敌者,上大夫受

县,下大夫受郡.”杜预注:“春秋以前,县大于郡,战国时,则郡大于县.”«史记商君列传»:“(秦)集
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说的就是这种性质的“县”.

“县”还有一义,即所谓“古称天子所居之地”.«礼记王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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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注:“县内,夏时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

畿,«诗经殷颂»曰:‘邦几千里,维民所止.’周亦曰畿.”这与上述“郑还”、“丰还”的性质正相符合.
从这个角度来讲,“郑还”、“丰还”之“还”应即“县”.又上文提到,“县”在文献中亦作“寰”.«说文解

字»:“寰,王者封畿内县也.”
后世如唐宋文献中有如“畿县”、“畿寰”及“畿邑”等称谓,看来是渊源有自.«新唐书百官志四

下»:“畿县令各一人,正六品上;丞一人,正八品下.”«资治通鉴»卷二二三载:唐代宗广德元年“白孝

德与邠宁节度使张蕴琦将兵屯畿县,子仪召之入城,京畿遂安.”胡三省注:“京兆府管二十县,万年、
长安为赤县,余县皆为畿县.”③宋代曾巩«史馆申请三道札子»:“欲乞京畿,委开封知府及畿县知县,
在外委逐路监司、州县长吏,博加求访.”④“畿县”,即京都近旁的县份.唐代黄滔«寄同年崔学士»诗:
“虽知珠树悬天上,终赖银河接世间.毕使海涯能拔宅,三秦二十四畿寰.”“畿寰”犹畿县.«新唐书

柳浑传»:“帝尝亲择吏宰畿邑,而政有状,召宰相语,皆贺帝得人,浑独不贺,曰:‘此特京兆尹职耳.
陛下当择臣辈以辅圣德,臣当选京兆尹承大化,尹当求令长亲细事.代尹择令,非陛下所宜.’”“畿
邑”,即京城管辖的县.

从训诂和文献等角度来看,将“郑还”、“丰还”之“还”读作“县”,绝无问题.再次,如上文所论,鉴
于“郑还”、“丰还”之性质,也只有将其理解为“县”才合适.鉴于各方面的信息和证据,只有将金文

“郑还”、“丰还”之“还”与文献中的“县”相对应,才是合乎事实的答案.从文字学角度来看,将“还”读
作“县”,“有律有例”,又有文献和史实的依据,且文字、文献及史实均可交验互证,因此,读“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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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古文字通假字典»,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７２０页;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会典»,济南:齐鲁书社,

１９８９年,第３１１ ３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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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是有各方面充分依据的,可为定谳.
总之,将金文与传世文献等互证,至迟在西周中期懿孝之世已有“县”,当确凿无疑.清人赵翼及

民国时期刘师培等关于西周时期有“县”的观点①,当可信从.清人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二亦云:“秦
改封建为郡县,而不知郡县之名,自周时已有之.”

不过,一些学者又将西周时期的“县”与后世“郡县”之“县”混淆,如上揭唐兰、王应奎的看法即如

此,这是需要加以辨明的.西周时期的“县”,从金文和文献来看,应系“县鄙”之“县”.文献也往往将

“县”、“鄙”并称.«左传昭公十九年»:“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晋大夫而专制其位,是晋之县

鄙也,何国之为?”«周礼地官遂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 ,五 为鄙,五鄙为县.”«荀
子富国»:“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吕氏春秋孟夏»:“命司徒,巡行县鄙.”高诱注:“县,畿内

之县.县,二千五百家也.鄙,五百家也.”关于西周时期“县鄙”之“县”与后世“郡县”之“县”的区别,
上揭李家浩文已有较详细的说明,兹不赘述.或认为“县”与“鄙”相同,国以外的地域则为鄙、为县、
为野,三者同义②.其实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李文就曾指出:

　　我们说“县”与“鄙”的意思相近,并不等于说它们之间没有区别.西周铜器铭文既有“县”,
又有“鄙”,正说明它们之间是有所区别的.

其说甚是.

四

至此,关于西周金文的“县”的问题,大体已交待清楚.既然一些相关学者认为古文字学“音近通

假”的办法如此“不可思议”,本文就尽量避免使用此方法,而尽可能尝试使用铭文本身的“内证”,层
层“反推”以解决问题,最后才用有关文字、文献方面的材料来卡定,得出结论.这种不厌其烦、迂回

曲折、层层反推的过程,实际上是对读“还”为“县”说的一种还原和验证,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此说

的合理性.事实证明,由古文字“音近通假”的方法所得结论是可靠的,也更直截了当,且简明易懂.
换句话说,历代训诂学和古文字研究者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音近通假”的原则是符合古人用

字习惯和事实,且行之有效的方法,相关学科的学者之所以对其有很多的指责和诟病,以为古文字学

不严谨的“莫须有”的罪证之一,究其实,或系缺乏古文字知识或相关的文字、音韵、训诂常识,对其不

了解而致.或系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根本不承认古文字学是一门有自身理论和方法的系统的学问.
总之,这两种态度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有必要加强一些古汉语和古代语

文方面的修养,才有可能使自己的研究不至于出现大的纰漏.
免簠“郑还”、元年师史簋“丰还”之“还”,过去学者还有一些不同的释读和理解,如读作“苑”③、

“垣”④、“咸”⑤等,至今还有不少学者尤其是古文字界人士信从,这是颇为奇怪的现象.熊梅«西周都

邑的卫戍分区———立足于铭文“还”的试探»一文,对各种说法有分析,虽未必尽是,但主要问题也已

基本指出,兹不赘述.熊文亦否定“还”为“县”说,据«方言»“还,积也”、通“环”,认为“还”极可能是西

周“师”具体驻屯在各地的卫戍分区,是以承担军事任务为主要职能的特殊地域组织,具有“耕战结

合、军农一体”的典型特征,是国家军队实施分级管理和军事布控的重要方式⑥.关于熊文的问题,不
拟一一辨析,这里只指出其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废弃根本,二是任意猜测.

０５１ 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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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前者,熊文所引以为据的«方言»等材料,所释与铭文时代、文义皆不切合,而摒弃与金文时

代相当的古书中的有关合理训释,标新立异,是谓废弃根本.且西周中期的金文,从现有的资料看,
多系“雅言”,而非“方言”,以“方言”释之,显然不合适.至于所引文献材料的芜杂、纠缠不清及逻辑

混乱,则更不待言.再说后者,熊文主要所依据的免簠和元年师史簋两条材料,通过上文的有关分析

可知,免簠的器主免曾先后担任“郑还”“司土”、“司工”及“胥周师司林”等职,职掌皆不出农工之类;
师史簋的师史任“丰还”的“大左”,“官司丰还左右师氏”,或即京畿卫戍区长官,系武职,与农业无涉.
故熊文所谓“还”具有“耕战结合、军农一体”的典型特征,并无任何的史料依据,而仅系自己凭空的想

象;至于将免簋铭“令汝胥周师司林”铭文明确说职责是“司林”即文献中“林虞”、“林衡”一类的职官

的“周师”视作拱卫宗周的军队而加以立说,更是不知所云.是此说实乃张冠李戴、混淆事实,导致驳

杂不清,故完全不可信.总之,无论从方法和态度上讲,熊文都是非常草率的,所谓“立足于铭文”的
分析,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无根据的过度推论,因而也不可能成立,而只能是画蛇添足,徒增纷乱.

古文字资料对于研究先秦历史、地理、制度及文化之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下面就该问题谈一

点不成熟的看法.
对中国古代史研究而言,古文字资料到底有多重要,无须在此赘言.事实一再证明,目前有关先

秦乃至秦汉的研究,对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尤其是对商周时期而言,甚至可以毫不

夸张地说,对有关古文字材料的研究和认知程度的高低,直接决定研究者素养和水平的高下.离开

古文字资料,各种研究皆寸步难行,或不可信.这对坚持在一线工作的学者而言,应该都有很深的切

身体会,而并非故弄玄虚的夸张或危言耸听.
近年有不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相关学科如先秦史、社会史、历史地理、哲学史、学术史、思想文

化史、法制史及宗教学等方面的学者都纷纷参与到出土文献如简帛等研究中来,这自然是好事,但同

时我们也注意到,一些研究者往往不顾根本,未读懂古文字资料和文本的原意,便作无限发挥,望之

若巍然高楼,实则徒增纷乱尔.
近年出现的大量的相关研究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时所闹的“笑话”,不外乎两种类型,一是过分

相信别人“成说”;二是根本不信已有“成说”,自己信口开河地自由发挥,以致奇谈怪论层出不穷,令
人匪夷所思、啼笑皆非.如将荆子鼎①“敞白牡一”的“敞”释作“尚父”合文,认为系师尚父,即太公望,
将荆子鼎的“荆子丽”解释为楚王熊丽等,便是其例.无论是上述哪一种情况,究其实,皆因源自对古

文字的无知或一知半解.是知先贤所谓“读书先从识字始”,提倡“由小学入经学”、“由经学入史学”
这种循序渐进的治学思路,确非虚妄之言.

因此,充分利用和研究古文字资料,对有关先秦的研究者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功课”.这个问题

不解决,有关研究便无从开展,即便是硬做下去,也谈不上有什么学术含量和价值.上文所举熊文及

关于荆子鼎铭“敞”字解释的问题,不是个案,而是目前司空见惯的现象,这不能不令人反思.
要利用和研究古文字资料,这就需要相关研究者加强对出土文献和古文字方面的素养,当然是

越高越好,不过也不可能要求大家都来学习和研究古文字,考释古文字,这根本不现实,也没有必要.
但如何才能具备一个研究者应当具备的基本素养呢? 我们知道,古文字学包括出土文献学,是一门

非常专门、精深的学问,尤其是在材料日新月异、学科分支越来越精细化的今天,即使是专门的古文

字研究者,也很难做到甲骨、金文、简帛等各种材料皆精熟,或作贯通的、跨时代的研究.任何研究

者,或多或少总会有自己的知识盲点,如何去克服这一困难,确实需要面临各方面的挑战和压力.专

门的古文字研究者犹如此,其他相关研究者自然就不必说了.对于一般的研究者的一般性研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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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了解一些古文字的有关常识,对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学界之于相关材料的见解有个大体的判断即

可.对从事先秦有关的研究者而言,在利用有关古文字资料时,首先需要一个正确可靠的文本,作为

进一步讨论的基础,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对初学者而言,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①和裘锡圭«谈谈学习古文字的方法»②是简明易懂的入

门指南,循此指引,可登堂入室以窥堂奥.甚至对卓有成就的专家而言,经常翻阅这两种著述,也常

颇有收获.
不过,随着近年出土古文字资料的大量激增,从事相关研究者也随之遽增,除去一些盲目跟风、

捕风捉影的明显“张口胡说”的“研究成果”外,一些“权威”、“专家”似是而非的“重要见解”也为数不

少,即使是一些专门研究者也时常感到目不暇接、疑虑重重而不知所从,遑论相关学科的非专业人

员.尤其是一些精尖的具体研究,即使是专门的古文字研究者,若非有非常深厚的专业素养、或自己

对该问题亦有很深的研究,也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因此,若主要依靠出土文献与古文字资料,尤其

是作为一些关键性的考证和分析的论据时,单凭一些有限的古文字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而需要相应

的更精深的钻研.可以说,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方面的修养功夫越深,相关研究的成果就越有说服力.
不过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下一番深入的功夫,而且要方法对头,才有可能

达到.
总之,从事先秦研究的有关学者,需要不间断地关注和学习古文字资料,下一番实在的功夫,舍

此别无他途.切忌盲目跟风与捕风捉影.唯有如此,方能使自己的研究与时俱进,跟上学术潮流,否
则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过去唐兰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古文字学,针对当时个别人的不良学风,为
古文字研究设了六条戒律:一戒硬充内行,二戒废弃根本,三戒任意猜测,四戒苟且浮躁,五戒偏守固

执,六戒驳杂纠缠③.“这一番话真是语重心长,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反复吟味”④.

[责任编辑　范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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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会好吗?”
———正义的“现实”逻辑如何可能

袁 祖 社

摘　要:基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市场化社会之结构分化与利益冲突现实,面对业已“复杂”、“多质”、
“差异”之中国社会,我们需要秉持马克思主义之实践的历史—价值理性辩证统一的立场,反思传统的基于

抽象规范理性与单一制度框架诉求的话语和批判范式,有效借鉴阿玛蒂亚森等有关正义理念之思想成

果,超越正义问题之“自然法则”与“文化律令”的论争,关注社会正义实现之可能的“现实逻辑”,藉此逐渐

实现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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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个世界的种种不美好,我们总是在追问:这个世界真的会好吗? 历史上和现实中,诸多有

感于社会之严酷生存事实的所谓“何以可能”的应然性追问和理智期望,至少深蕴着两个方面的意

味:一是担忧.考虑到特定时代既定的历史传统、制度理性以及意识形态等的钳制,这个问题可能没

有一种有效的、最佳的甚或最终的解答.二是希望.依照“文明进步论”的现代性叙事模式,在人类

现有的智识范围内,我们可以期望对这个问题能有一个较为合理的述说.
生而为文明时代的现代人,没有人不希望自己生存在一个“美好的世界”.有关美好的世界,必

然有许多的属性和值得向往、追求的东西.但无论如何,“正义”一定是最为重要的特质性内容.生

活在一个被非正义的观念所统治的世界里,决然不会有什么“美好的体验”.
当代社会的正义问题之思,关键不是去求得一个完美的、规范的正义的理念(然后以此为范本观

照并规约现实),核心之处在于以对各种正义理念及其所由产生的历史传统、制度和文化环境进行比

较性分析、判别为基础,作出符合我们自己真实需要的理性(理想)选择.由此,本论题的关注所在,
就是面向“现实”的正义实践何以可能的问题.或者说,在特定历史条件和制度安排下,以合理的理

念和实践,有效地推进社会正义如何可能的问题.

　

作者简介:袁祖社,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６２).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资助项目“五大理念的制度实践与美好生活的价值逻辑”
(１５GDC００４)的阶段性成果、２０１３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公共性与马克思哲学”的中期成果之一.

※论文正标题是借用记述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GuyS．Alitto)先生与著名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梁漱溟先

生的对话:“最后的儒家”(梁漱溟、艾恺:«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１９１８
年１１月７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正准备出门,遇到漱溟,二人谈起关于欧战的一则新闻.“世界会好吗?”梁济问道.

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就离开了家.三天之后,梁济投净业湖自

尽.正义的当代追问,显然与梁氏父子当时所谈话题旨趣有着很大的不同,因为它实际上是一种有关当下社会命运

的深深的忧思.即使如此,在美好人性生成论 意 义 上,却 自 有 着 其 内 在 的 关 切:这 个 世 界 会 成 为 一 个“正 义 的 世

界”吗?



一、“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财富创造与分配的

合理逻辑吁求:马克思正义理论的悖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有关美好社会之正义的理念的理

论基础和未来方案,遭到当代诸多正义论研究者的质疑与责难.争论集中于如下几个问题:马克思

有正义论吗? 马克思是在何种意义上谈论正义问题的? “劳动价值论”的真实意义是什么? 它是如

何构成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基础的? 如何看待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雇佣劳动? 资本对工人的剥削从而

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是非正义的吗?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正义的社会?
论争始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期.１９６３年,在美国政治和法律哲学学会编辑出版的«正义»论文集

中,罗伯特C．塔克(RobertC．Tucter)发表了«马克思与分配正义»一文.１９６９年,塔克在其«马克

思的革命性观念»一书中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是非正义的吗”之质疑,以及对它的否定性回答①.
塔克论点一出,伍德很快回应并作出了更为精细的分析与论断.伍德指出,就马克思对社会现

实的所有细致研究而言,就马克思对有关社会现实的理性评价的深刻关注而言,我们在其作品里没

有发现他真的试图提供一种清楚而积极的权利或正义感念②.“正义不是人类理性抽象地衡量

人类的行为、制度或其他社会事实的标准.毋宁说,它是每种生产方式衡量自身的标准,它只是在特

定生产方式背景下呈现于人类思维中的标准.因此,并没有适用于任何或所有社会形式的‘自然正

义’的概念或通则.例如,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拥有所有权或放贷可以取息,这些东西谈不上正义或者

不正义.”③“假如有马克思的正义概念的话,资本对工人的剥削也是正义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中买

卖的正义是满足并适合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④人们通常把支持上述观点的人称为“塔克 伍

德”学派.
该学派的主张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以柯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胡萨米等是坚决

的反对派.“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多认为,为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尤其是有关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等论断需要重新审视.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不
是固定的也不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在试图重新解读马克思的过程中,分析马克思主义走向了对社会

正义的探索”⑤.在这一学派看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终极关怀意义上的美好的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

义,必须有一个恰当的“规范”基础,因为,要将关于未来的理想变成人们的内心的坚定信念,“就要说

服人们这些理想在道德上是正当的并值得追寻”⑥.在与“塔克 伍德”的争论中,柯亨作出了重要的

理论贡献.他先后发表了«劳动价值论与剥削概念»、«自由、正义与资本主义»、«自我所有权、世界所

有权与平等»、«为什么不需要社会主义呢»以及«如果你是一个平等主义者,你怎么如此富有?»等多

篇论文.以«劳动价值论与剥削概念»为例,柯亨明确指出:“本文表明劳动价值论与剥削概念之间是

一种互不相关的关系.劳动价值论并不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适当基础”,“很明显,工
人确实创造了某种东西,他们创造了产品.虽然他们没有创造价值,但创造了拥有价值的东西.这

一措辞上的差别包含着巨大的观念差别.之所以能对剥削进行批判,并不在于资本家得到了工人创

造的一部分价值,而在于资本家得到了工人生产的产品的一部分价值.无论工人是否创造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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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生产了拥有价值的产品”①.
在«马克思论分配正义»一文中,胡萨米追问到: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正义的吗? 马克思

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谴责,是否(至少有一部分)建立在资本主义不正义的基础上②? 胡萨米的回答是:
“在这个问题上,几乎看不到他直接而明确的观点,他的看法常常游离于两者之外”“分配正义关

注的是针对特定分配行为的道德评价.分配正义的标准尤其用来界定应该如何分配财富和收入,或
是衡量实际分配行为在道德上是否值得推崇.”“因此,马克思是否将资本主义视为正义的,这个问题

似乎首先就是一个是否用上述分配标准来衡量资本主义的财产分配和收入分配的问题.然而,马克

思的道德社会学指出,道德总是具体存在于特定的社会语境中.”③胡萨米进一步指出,按照马克思的

观点,上层建筑的各种要素———无论是像政治观念、法律观念或道德观念这样的思维方式,还是像国

家这样的制度———都有两层决定因素.一层是它们得以存在的生产方式(或社会类型),另一层是它

们所代表的阶级利益④.胡萨米依照马克思的立场正确地指出:“通常说来,每一个统治阶级都会把

自己的阶级利益描绘成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并据此声称,其规范所表述的是‘自然’正义或某种绝

对的正义.”⑤而伍德和塔克由于只看到了规范的社会决定因素,而忽略了规范的阶级决定因素,结果

他们认为,“对马克思来说,规范与生产方式相适应时就是正义的,当它与生产方式不相适应时就是

不正义的.他们忽视了马克思关于在同一生产方式内的道德观念与被压迫者阶级之间关系的看

法”⑥.显然,伍德的错误在于其立论基础本身,同时更重要的是他因此无法看到马克思在分配正义

问题上所持有的鲜明的一贯的道德立场.胡萨米由此得出自己的结论,如果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

方式是一种“掠夺”,那么可以设想:“在马克思的心目中,也就存在一个合乎正义的生产和分配价值

规范,那就是消除这样的剥削,恢复工人阶级的‘真实生活’”,如此,“分配正义也关涉到对特定分配

方式的道德评价”⑦.
无疑,囿于思想的局限,上述论争从一开始就是在一个既定的制度分析框架内进行的.这样的

争论,对于明晰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基础、前提以及功能指向和革命意义,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从对全部正义理论尤其是马克思正义理论革命性变革的实质性推进来看,从这场争论对于特定

社会公共政策从而资本的制度的渐进改进程度、对于改变资本统治的逻辑来看,影响似乎微乎其微.
不仅如此,一方面,就上述学者有关马克思正义问题反思、批判论证的理论预设和话语范式来看,撇
开其毋庸置疑的社会性情怀和个体道德价值立场,其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即:基本上依然是以现代

“社群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为立足和参照,其对于马克思正义理论在用于观照一个全新的资本逻辑

的新现实时,所可能遭遇到的一些固有的理论障碍与难题剖析,必然流于表面;另一方面,全球化时

代,社会正义实践问题之新的特质在于,它已进入多领域展开、深层次拓展、多力量协同治理的阶段.
如此,正义问题上的上述“准本质主义”的思考方式,依然是以理想化的抽象假设性理念为前提的,即
似乎存在着一种完美社会的正义理论模型和实践方式,研究者的目的,就是竭尽心智去探索、发现这

种模型;而且固执地认为这种模型的发现之日,就是正义问题的解决之时.现在看来,这样的理论设

想,显然有些不切实际.
马克思生活于其中的１９世纪中后期,面对已经建立起来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不乏传统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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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产阶级学者对该社会之正义性的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辩护.这种辩护一般来说是切近该社

会的存在真实,符合该社会的需要的.马克思无疑有自己的实践的社会正义逻辑,我们据此应该进

一步追问的是:马克思思考正义问题的超越性的哲学方法论基础究竟是什么? 它有哪些优长? 马克

思所关注和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诸种非正义现象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正义问题在何种意义上构成

马克思理想社会的一个应然性、规范性维度? 马克思所使用的“正义”概念是自明性的吗?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坚定地认同“正义”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和价

值目标这一论断的科学性,那么,正确的做法是,我们就必须结合全部马克思主义“问题在于改变世

界”的实践逻辑,深入到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与交换形式的非正义、社会

产品与社会财富创造与分配的非正义、消费的非正义现实及其根由等)、关于未来美好社会的政治价

值理念(尤其是法的正义———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深入到真正标志其对于文明进程中,人类生产、
生活以及共同体的组织形态之深湛的历史哲学识见———唯物史观的高度,着眼于“理论变革史”、“现
实批判史”、“理想社会价值建构史”之历史和逻辑、理论和现实多相交融性视角,依照个体自由与社

会进步问题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客观一致的逻辑,客观还原马克思有关正义问题的理论真相和根

本性实践旨趣.

二、从“着眼于制度主义”转向“着眼于现实的比较”:
正义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变革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所著«理想国»中,开宗明义地向世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正义者”和
“不正义者”谁活得更为幸福? 换言之,人们孜孜以求社会正义,那么,现实的问题是,“正义”究竟能

给人们带来什么?
和上述问题结合起来,在有关社会正义之思的基本立场厘清以后,我们要回答的是如下几个问

题:面对我们自己的正义难题情境,现实的正义是如何可能的? 我们该以何种更为有效的方式,不断

拓展有关正义问题的理论边界和实践领域? 我们关于正义的看似“深刻”的诸多反思———批判性言

说及其所提出的解决路径,在何种意义上是可预期的? 有没有一种为我所用的具有“可通约性”的正

义研究范式以及相应的实践模本?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我们需要继续作出一种共识性意义上的学理

性努力.
(一)抽象地言说正义问题为什么是无益且无意义的?
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曾这样说过:“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aProteanface),变化无

常、随时可呈现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当我们仔细查看这张脸并试图解开隐藏在其表象

背后的秘密时,我们往往会深感困惑.”①自古及今,人类所面对着的,永远是一个“不平等的现实”(虽
然“历史进步论”的观念向人们承诺,这种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在不断减

弱).一个极易发现和感受的事实是,人们获取物质利益的机会和能力事实上在任何历史时代、任何

社会制度下都是不可能均等的:对一些人来说是公平和正义,对另一些人就是不公平和非正义.
在正义问题上,公认的最极端的近乎釜底抽薪的说法,是由美国著名法理学家博登海默给出的.

在他看来,“正义观念必须被认为是无理性的理想”②,如此,任何严肃的讨论最好不要以它为前提、为
基调.“说某个规范或社会制度是‘正义的’或是‘不正义的’陈述,根本不具说明意义.这种陈述并

未表达出任何可验证的判断,甚至不能成为理性论证的问题.‘祈求正义无异于砰砰敲桌子:一种将

个人要求变成绝对要求的感情表现.’”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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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５２页.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第２４６页.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第２４６页.



(二)从“着眼制度主义”转向“着眼于现实的比较”的正义问题研究,为什么是必须且是可能的?
与博登海默在学理性旨趣和努力方向完全一致,正义问题研究上的方法论革命和当代最新智识

性努力,是由被称为当代“经济学的良心”的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作出的.森尤其关注“正义

的研究方法”,坚持要将“正义”问题的思考纳入到“公共理性”的理论视域内.
依据森的识见,西方的启蒙运动围绕社会正义问题,形成了两大阵营:第一派,发轫于１７世纪的

托马斯霍布斯,之后演化出许多分支,后继者中不乏杰出的思想家,如让 雅克卢梭等人.这一

派主要关注建立公正的社会制度,可称为“先验制度主义”(transcendentalinstitutionalism).它具有

两大特点:首先,它致力于探寻完美的正义,而不是相对而言的正义与非正义,即仅仅探寻终极的社

会正义的特征,而不是对现实并非完美的社会进行比较研究.“它致力于探究‘正义’(thejust)本质,
而不是寻找用以评判哪种社会相对而言‘更为公正’(lessunjust)的标准.”①其次,为了寻找绝对的公

正,先验制度主义主要关注制度的正确与否,而非直接关注现实社会.森指出,上述两大特色与契约

论思维模式有关,森据此认为,约翰洛克以及伊曼努尔康德、约翰罗尔斯等都划归这一派.
森进而指出,与先验制度主义不同的是,“许多其他的启蒙运动思想家采用了比较方法来关注各

种社会现实(源于现实的制度、行为及其他因素)”.１８—１９世纪,有许多这样的比较分析理论,可见

诸亚当斯密、孔多赛、边沁、沃斯通克拉夫特、马克思和约翰穆勒等具有创新思维的思想家的著

作.“虽然这些人对正义的要求看法各异,进行社会比较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可以略显夸张地说,
他们都致力于对现实的或可能出现的社会进行比较,而并非局限于先验地去寻求绝对公正的社会.
此类‘着眼于现实’的比较方法通常主要着眼于消灭所见到的这个世界上的明显的不公正.”②

显然,森是钟情于后一种方法论智慧的.在确定«正义的理念»一书的理论出发点时,森指出:
“与大多数当代正义理论关注‘公正社会’不同的是,本书力图考察基于社会现实的比较,以研究正义

的进步或倒退.出发点非常重要,尤其是我们选择回答哪些问题(比如‘如何才能推进公正’?)
而不是其他的问题(比如,‘什么是绝对公正的制度?’).这种对于出发点的选择具有双重效应:首
先,它使我们采纳了比较视角,而非先验主义路线;其次,它使我们关注实际的社会现实,而不仅仅是

制度和规制.”③

“关注现实”的正义视角启示我们,正义问题是一个复杂的变数,在制度既定的情况下,正义实践

最核心的任务是通过有效的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寻求普遍的社会共识,求取正义的“最大公约

数”.有学者指出,人类有史以来的任何公平正义观念,都非常缺乏可供实在分析的恒定内容,不过

是世俗生活层面中一种随特定群体的利益、心境或需要而产生并时时变换的情感④.福柯关于

专制体制下国王即为“正义之源”⑤的论断,西塞罗以嘲弄的口吻所作出的“正义好像只应该属于法官

和拥有某些权力的人,而不是属于所有的人”的论断⑥,就是明证.而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平民政

体中的“大多数人的一致就是正义”⑦,归根到底也就是一个如何看待利益平等的问题.梅茵谈到:
“数和量的平均分配无疑是和我们对公正的理解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很少联想能像这样顽固地坚

持在人们的心中,即使是最深刻的思想家也很难把它从脑海中加以清除.”⑧卢梭也指出:“权利平等

及其所产生的正义概念乃是出自每个人对自己的偏私,因而也就是出自人的天性.”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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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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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阿玛蒂亚森:«正义的理念»,王磊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４ ５页.
[印]阿玛蒂亚森:«正义的理念»,第６页.
[印]阿玛蒂亚森:«正义的理念»,第８页.
冯亚东:«平等、自由与中西文明»,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４６ １４７页.
[法]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第８９页.
[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０６页.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５年,第３１２页.
[英]梅茵:«古代法»,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第３４页.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雷克勤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第４２页.



当代社群主义正义论的著名代表桑德尔注意到,正义问题是一个“最具现实性品格的难题”.在

其最新论著«公正,该如何去做»一书中,他通过对功利主义、自由至上主义所持的“正义”主张的追问

和质疑,明确指出:社会正义的困境,主要不是来自于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标准的厘定.这其中

直接地涉及对于不同时代特定社会主体之应有“良知”的持续拷问:生活在所谓“文明的世界中”,我
们究竟“是怎样的人”,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恰当地实践,才能满足普遍的社会正义之内在性规范与

具体要求①? 应该说,这样一种追问是极具理论深度和实践启迪意义的.
就中国社会的当下现实来看,“关注现实”的正义视角切中了愈益严峻和急迫的“正义焦虑”肯

綮.这方面真实的情形是,立足观念史的考察视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受传统“社会主义天然就是

正义”观念的影响,尤其是计划经济所带来的人们生活的无差别化与同质化(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

等),使得长期以来作为一个“问题”的正义论题及其相关的思考和探究,在中国理论界几乎是一个空

白.２０世纪中后期的社会改革开放实践,尤其是全球化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自上而下的“全
能主义政治”逐渐消退,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开始发生新的变革,中国社会也出现了类似西方近代社会

以来所谓“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领域分离趋势,出现了“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富”等的论争,
正是此一历史实践情境,催生了中国式的现代“正义”之思.

随着正义问题之理论和实践关切的不断深入,中国学者开始系统、全面地认真梳理自古希腊以

来西方社会的正义理论资源,尤其是当代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新自由主义正义论”.自由主义正义论

的理论通则在于,信奉并坚持“个人权利优先于社会公共善”,但是在社会公共政策中如何体现、实施

这一通则的路径的理解上,有一些分歧和差别.依罗尔斯之见,一个社会中的“最少受惠者”就是在

收入和财富方面所得最少的群体,一个正义的分配,理应消除来自自然和社会两种偶然因素的任意

影响,以促进“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的方式来组织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诺齐克一方面肯定了罗尔

斯有关在自由和平等关系中自由之于平等的优先地位的主张,另一方面也批评了罗尔斯在自由观贯

彻问题上的妥协与不彻底性.依诺齐克之见,由国家、政府和社会为主体实行“差别原则”,无疑会对

个体的自由和权利产生侵犯,他坚持的是“自由至上”.罗尔斯把差别原则看作正义原则(差别原则

要求实质的平等),它体现了“正义即平等”的含义.但在诺齐克看来,“差别原则”恰恰是不正义的.
德沃金对自由和平等关系的理解较为系统和全面.德沃金基于资源平等是分配平等的观点指出,自
由和平等之间根本不存在冲突.即使二者之间发生竞争,其结果是自由必败.可见,自由和平等因

而正义的问题,只能在资源平等的框架内展开讨论.“社群主义正义论”坚持“社会公共善优先于个

人权利”,或主张以个人内在品格为正义基点,推崇“德性正义论”和“规则正义论”.就其实质而言,
此种类型的正义识见乃是社群成员基于社会历史传统即共同目标、共同价值规范、共同利益等产生

的一种共识.论及正义的原则,麦金太尔强调源自古希腊的“应得”原则,沃尔泽则坚持“复合正义”
的立场,主张不同的分配领域有不同的分配标准,要实现一种复合平等.米勒综合了两人的优长,提
出并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正义的唯一原则是“多元分配原则”的新主张.“综合正义论”的代表人物

于尔根哈贝马斯,依据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提出“交往理性”理论,主张在一种思想“共同

体”内,个体之间通过对于共识性规范的遵守,展开真诚的对话交流,藉此确保个人的正当权益获得

相互认可.
也正是在用西方正义理论观照中国现实的过程之中,中国知识界和民众开始普遍认识到,正义

问题是人之理想性存在的价值标准和最高准则所在,与每个人的生存与生活方式的变革有关,与美

好生活的实现有关.在某种意义上,“关注现实”的正义问题,是一个涉及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道
德以及生态环境等多因素、多方面、多领域的重大问题.譬如,以社会经济活动为例,其各个环

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无一例外,都存在正义问题(生产正义、交换正义、分配正义等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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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的应有之义).再譬如,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由于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所导致的愈演愈烈的贫

富两极分化问题、普遍国民待遇问题、就业问题、农民工待遇问题、教育公平问题、生态环境问题
凡此种种,考量着一代中国知识界的政治哲学智慧.

三、“理念决定未来”:面向“现实”的正义实践何以可能

关于思想、理论、理念与社会现实的关系,马克思的思想是深刻、独到的:“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

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①现实究竟如何趋向思想,思想又是凭借何种魅力呼唤

现实向自己趋近,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作出说明.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正义范型的基点一

定是实践的,从理念类型上讲,可以称之为实践与生活的“现实正义观”.我们需要以此为基础,改变

正义问题的言说方式,吁求正义理论分析的新的解释框架.当下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正义话语”和
“正义叙事逻辑”的核心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超越有关正义问题研究的“自然法则”与“文化法则”的
抽象论争与观念性悖歧,走向正义问题的现实逻辑.

有学者如此评价关心中国政治的一代学者的思维模式的微妙变化:“如今,许多研究政治学的中

国学者都是谨慎而务实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宁愿相信实践智慧而非理论明晰性或意识形态上的正确

性.他们开始发现人类的真理具有相对性和悖论性,发现妥协的政治才应该是指导原则,发现人类

有瑕疵并易错,是由非常弯曲而不能建造任何完全笔直之物的材料造就的.这些学者不大相信历史

总在进步或存在着指导历史发展的铁的定律.如果现存体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或不能紧跟时代,
他们的现实感就会告诉他们这只能以一种温和的方式来改变,以防发生严重的副作用.改革者

们———而非革命者们———更倾向于世俗的、一点一滴的调整以及局部的改正,而不是灵机一动的推

倒重建计划.渐进主义改革者的信念乃是,现实而成功的改革是长久且可持续的逐步推进的过程;
如果说一个极端教条主义者会嘲笑说这是‘裹足不前’,那改革者也不会为他的信念感到羞愧.他们

会紧密关注每个步骤的效果,以便从第一步的成败中找到对第二步的启发.”②

显然,在正义问题上,对“现实”予以深切观照的森的理念、立场和相应的方法论,对于理智地思

考和寻找解决中国社会的正义问题有着多方面的深刻启示,归结起来就是,关于正义问题的马克思

哲学之思,必须以中国学者自己的方式,深度关注当下中国社会的“差异化现实”,而没有必要过多地

执著于马克思有无正义理论,或者马克思的正义理论之实质究竟是什么等问题.思考的重点应当

是:我们如何能够从马克思的思想中汲取富有启发性的真智慧,以期找到解决中国社会正义问题的

方略和路径.
中国社会为什么会产生正义问题,原因已然清楚,但究竟如何才能根除这种非正义现象,迄今为

止,尚无足以令人信服的洞见,可见问题之复杂难解.如此,需要确立并明确我们探讨中国正义问题

的“前理解结构”.否则,讨论就会南辕北辙,变得无趣,难以取得有效的进展.
前述森所提出和倡导的“关注实际的社会现实”的正义研究方法提示我们,当下中国社会生活中

存在的不公正问题,是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结果,是暂时的社会现象和发展的必要代价,依靠社会主

义制度的渐进式改革,完全可以逐步得以克服.这是我们在正义问题上必须取得的一个基本的共

识.社会不公增加了、也增加着改革的代价,影响着社会的稳定.那么,什么是中国社会现实之本

真? 一言以蔽之,就是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所产生的“资本力量”、“社会力量”的不断增大,
导致中国社会进入前所未有的“利益冲突与博弈期”.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利益博弈”构成当代中国

社会之真切的“现实逻辑”.正是由于利益激烈冲突与复杂博弈,才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和愈来愈

严重的社会不公,才出现了“权贵集团”.如此,当代中国社会的正义问题绝不是理论上的,如果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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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的话,那就是如学者们所共同看到的,由体制的弊端所养成的强大的权贵阶层,利用手中掌握

的权力,以不恰当的方式攫取或者换取了大量的本应属于政府、社会和全体国民的财富份额,这个社

会因而产生了一大批“被剥夺者”,社会的分化、矛盾和利益冲突即由此展开.于是,我们在“正义的

主体究竟是谁”以及“谁是实现社会正义的真正主体”这些基本问题上,陷入了不应有的迷茫和困惑.
面对“日益扩大的社会非正义现实”,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担忧,长此以往,此种现象如何可以得

到有效的阻滞? 我们以何种充分的理由相信,社会正义问题的解决,可以期望有一个可资信赖的“时
间表”? 虽然如前所述,正义的现实逻辑拒绝所谓情感因素,但在这个复杂的时代,我们还是有必要

出于“公义责任”关切地追问:正义话语是以何种方式得以呈现的? 当下社会生活中所通行的是何种

正义逻辑? 相关的问题则是,我们究竟应该在什么样的理论框架内谈论正义问题?
一是基于“美好社会”的名义,以严格的实证科学的思维逻辑,逐步廓清在正义问题上为意识形

态所笼罩的迷雾,理智而审慎地分析和思考社会生活中诸多非正义现象所由产生的根源:是不合理

的理念设计,还是不合理的劳动关系? 抑或不合理的财富分配制度? 一个公正社会的评价标准究竟

是什么? 在比较参照的意义上,我们能制定出一个衡量社会公正的具体指标体系吗? 上述困惑与追

问所指向的,无一例外都是当代中国转型社会正义实践的症结性难题.一方面,客观地讲,当代中国

社会与民众正是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现代化、市场经济以及全球化的新的生存与生活场景,才第一次

在历史与现实相观照的意义上,真切、真实地遭遇了本质上与每个人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实质性意

义的诸多“正义难题”,逐渐明晰了中国特色正义问题的理论真谛、现实旨趣;另一方面,中国的正义

问题是“内生性”的.对于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我们并不缺少有关正义问题的理论资源.但是,中
国的正义问题有自己的特质和价值追求,它从来不是一种脱离现实的抽象的“乌托邦”想象和期许,
而始终是“渐进生成性的”.也正是这一特点,中国学者在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时期,针对明显的社

会非公平正义现象,提出了对于现实具有重要指导性意义的识见,有效地遏制了非正义现象的蔓延.
长期以来,被肤浅地理解了的“现实的从而合理的”逻辑,使得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任何一种那怕

是从传统观点看来是“罪恶”的现象,也都可以从现有的理论资源中为自己找到辩护的理由.令人越

来越困惑的是:从理论上讲,没有人怀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理论根基、价值取向上,必然是一

贯秉持为全体中国民众谋福利的最为合理的制度.当然,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和“攻坚克难期”,
面临多方面利益的冲突,但我们仍然没有找到一种从根本上有效约制不断扩大和强化的资本与市场

逻辑的良性机制.正义(公正)性社会是一个崇尚、推崇公共价值的公共性社会.公共价值是国家权

力和社会权利之间合理关系的准确表达,是处理资源、技术、资本等影响社会财富生产、创造的基本

要素时所应秉持的基本的社会道义信念.公共价值是普遍社会正义生成的直接通道,现代社会一切

围绕正义所展开的争论,在某种意义上都与对“公共价值”的理解和实践有关.一个组织良好的健全

的现代社会,奉行的是治理和善治的行动理念,承认一个公序良俗社会之多主体、多因素、多力量同

时在场、平等博弈与竞争结果的合理性,绝对不允许国家权力单方面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的不当干预.
客观地讲,认识到了奥斯特罗姆意义上“公共事务之正义性的治理之道”是一回事,而遵循此一原理,
在辩证转化的意义上全面观照和对待特定制度的历史和现实,则是另一回事.就中国社会的特殊情

境而言,在创造一个相对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的条件、机制和保障等问题上,我们所面临的关键问题

是,如何在遵循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分配公平之基本逻辑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并逐步有效解决正义

问题实践中的“起点公平”、“过程公平”以及“结果公平”之间的矛盾冲突(或者将冲突缩小、限制在最

小的范围和限度内),不断提高消除社会不公正的能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本着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和道路自信,以及文化和价值观自信,对一个“公正的社会”充满理性的预期.一个不容否认

的事实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市场经济实践,中国社会已经逐渐抓住、摸准了规范化的市场经济和

全球化的规律与法门,确立了顺应、变革和灵活应对此一机制的一整套应对方略,正在以文明大国面

对非确定性社会的成熟的智慧,致力于在财富的逻辑、生产的逻辑、资本的逻辑以及权力的逻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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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寻求和保持一种良性的博弈,以此保障中国民众幸福与普遍福利的最大化,并希望以自己的努

力,对于改变一个不公正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有所贡献和裨益.
正义问题的思考,一定是指向中国当代现实社会的,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国是论衡意义上的大策

论”.正义之思的基本指向,是“富裕社会”以后有关“美好社会”进而“幸福社会”的价值逻辑.在这

个意义上,面对一个领域分离的失衡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断裂社会”,正义的诉求和担当无疑是多方

面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先生有感于中国社会现实之实际发生和存在的诸多非平等、非正义现实(诸
如收入分配不均、地区差异扩大、官场腐败严重、医疗和教育不公平、生态环境恶化等)指出:在２００８
年纪念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周年的时候,笔者对中国的未来是相当乐观的.但最近几年发生的事情,使
笔者由乐观转向谨慎乐观,因为事实证明,改革并不是不可逆转的.改革开始的２０年,也就是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是理念战胜利益,我们相信了的东西,尽管有阻力也要推行,所以我们的改革

取得了进步.“但是看看现在的情况,基本上是利益战胜理念,没有多少人在谈理念,几乎所有出台

的政策都是为了保护和增加各个部门的自我利益.”①面对诸多社会不公现象,面对不公正环境得不

到有效治理和抑制的现实困局,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和普通民众非常清楚:非不能也,乃不为

也.中国社会的全面、深刻变革以及中国学者基于社会正义立场对其所作出的睿智的分析和诠释,
其共同结果,是逐渐形成、确立了正义问题上带有典范性、引领性以及超越性品质,具有鲜明的中国

特色、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实践型正义范式”.就其理论框架而言,可概括为以下几个

方面:其一,在正义的立足点、落脚点上,中国特色美好生活本位的“实践型正义范式”,直面结构分

化、利益冲突以及一定范围内的权贵势力扩大化等所导致的贫富不均现实,在坚定地坚持国家、社会

公共利益本位和优位化的前提下,旗帜鲜明地坚持最广大人民群众之利益的最大化.任何一种正义

主张,如果忽视或者损害了这一前提,一定是违背正义价值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其二,在正义问题的

现实指向和直接变革目标问题上,中国特色美好生活本位的“实践型正义范式”,始终审慎地对待因

客观上变化了的生产关系、所有制形态,及其所引发的劳动关系的新的情景,致力于全面调整、矫正

不尽合理的社会关系形态,确保劳动者利益的最大化以及和谐劳动关系的形成与确立.其三,在正

义实现的有效机制和确当性路径的选择和践行问题上,中国特色美好生活本位的“实践型正义范式”
直面财富分配的正义难题,理智地避开了抽象平等主义、功利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社群主义等的

“意识形态陷阱”,强调资本、技术、管理要素等多元化参与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格局的合理性,此种

正义实践更具活力、更具张力,更具包容性和成长性.
二是遵循“民众幸福最大化的逻辑”,努力冲破“资本意志逻辑”、“既得权力意志的逻辑”与“社会

公平正义逻辑”三者之间复杂博弈的困局.资本自由意志逻辑的本意在于坚持认为,资本就是最大

的正义.一个国家在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当标榜自由权利至上的资本意志成为一个时期经济社会

发展的强势行为,必然会在各种社会生产力要素之间产生一种无序且残酷的博弈,其结果,资本逻辑

压倒一切生产要素,社会财富必然会出现“一边倒”的情形;与资本意志相似,“既得权力意志”则更为

嚣张、猖獗、肆无忌惮.它坚信权力寻租与滥用的增值逻辑,为了攫取某种私人的利益,或者抢夺本

属别人的合法性正当利益,它会打着增益公共利益的旗号,以各种堂而皇之的伪正当性利益,赤裸裸

地为既得利益集团张目;在一个结构转型、阶层分化、利益冲突加剧的社会,“社会公正意志的逻辑”
尤为必须、最为需要,实践起来却最难以达成共识,且阻力重重.道理在于,一方面,社会公正意志所

表现的,是社会公共价值、公共利益和每个个体福祉的最大化吁求.«道德经»第三十九章最精当地

诠释了此一逻辑的真义:“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

一以为天下正.”它的原则是“己不所欲,勿施于人”.社会公正意志遵从的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的非差等化的逻辑法则,它信奉并切实践履民主社会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监督;另一方面,

１６１“这个世界会好吗?”———正义的“现实”逻辑如何可能

① 张维迎:«理念决定未来的主张»,«读书»２０１２年第７期.



就具体实践方略和实现路径而言,此一逻辑在承认个体天赋、能力各不相同的前提下,尊重贡献的差

别原则,但反对和抵制个人与小集团对某种生产力要素的非法侵占,鼓励发展的人道性关切,避免社

会的两极分化,旨在实现“个体”的物质幸福和“社会整体”精神幸福的良性循环的基础上,营造一种

体面、富足的生活,全面提升整个社会和民众的公共精神.
三是警惕正义问题上日渐制度化的“场域逻辑”,关注正义所内蕴着的“现实政治维度”,用新的

公平正义观念凝聚改革共识.“场域”理论为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提出.布迪厄发现,社会空间中

有各种各样的场域,而场域的多样化是社会分化的结果,这种分化的过程就是“场域的自主化过程”.
自主化实际上是指某个场域摆脱其他场域的限制和影响,在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自己固有的本质①.
中国社会的非正义化过程和镜像,愈演愈烈的相互竞争的“多重利益格局”的出现,某种意义上也是

“场域逻辑”发生作用的结果.当哲学之思无力改变当代社会的非正义的现实情境的时候,可供选择

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承认这种非正义的现实———历史的真实通常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看似非正

义的现实,有可能是社会通往正义的路途中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尽管我们想极力避免这种代价,但
迄今为止尚没有更好的替代性选择.当代中国社会的情形可能更为复杂,因为我们不可能诉诸改变

根本制度来求取正义,笔者将这种情形概括为“中国特色的制度无辜论”.另外一条道路,是尝试以

理念规约现实的方式改变非正义的社会现实.既然不可能让中国社会停止发展的脚步,那么我们所

能做的,就是以社会、文化、价值的以及实践哲学的方式,尽可能减少这种发展为全体国民所带来的

苦痛.那种依靠泯灭、牺牲人性所换来的进步,或者公然违背、破坏社会良知和伦理信念所带来的所

谓“发展”,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徒劳无益的.那么,究竟靠什么构建正义社会? 在因财富的占有和分

配不均所导致的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非正义存在的情境下,我们关于正义的任何讨论都无法做到纯

粹.社会的改革和发展并不能始终如一地遵循改革设计者所期望的、应有的“正义逻辑”.社会学家

孙立平先生认为,中国社会正面临着巨大的“转型陷阱”.“公平正义是凝聚改革开放的核心理念.
无论把改革提到多高,如果没有普通民众对改革的认同,改革是不成功的.而能获得这种认同的最

基本条件就是公平正义.”②的确,健全的社会需要一个合理的健康的发展方略、公认的“公共价值”作
为坚固的社会精神基础.着眼未来,一个治理有道的社会,在于正确处理财富伦理与社会正义的关

系,妥善处理利益分化所导致的“异质化社会”的财富新格局.未来中国社会改革的新共识,在于用

公平正义打破日益定型的利益格局,着力提升全体国民的普遍福祉,努力使人们过上更加真实、更加

体面和富有尊严感的美好生活,逐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责任编辑　刘京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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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TheCareRegime:OnthePolityofImperialChina LüXiaobo
　 ItseemsaconventionalknowledgethattheimperialChinawascharacteristicoffeudalismandtyranny．HowＧ
ever,theknowledgegeneratedinhistoryhasinevitablelimitations．OriginatedinthelateQingDynasty,the
theoryofimperialChina’styrannywasfirstderivedfromoutsiders’observationsonChina’spolity,whichwas
lateraccepteddomestically．IntheWest,theevolutionofregimeclassification,includingthetheoryoftyranny,
witnessedthetransitionfromlocalknowledgetogeneralknowledge,amongwhichtheparticularityofChinahas
beenlargelyignored,andinturntheconnectionandcontinuitybetweenimperialChinaandmodernChinawas
poorlyexplained．Hence,itisimperativetoreconsiderthepolityofimperialChinafromtheperspectiveofChiＧ
neselocalknowledge．Webelievethetheoryof“careregime”describestheimperialChinamoreaccurately,
whichhelpstolowerthe“cutＧtheＧtoesＧtoＧfitＧtheＧshoes”riskwhenapplywesternpolitytheoriestoChina．

AStudyoftheAcceptanceHistoryofLiLingbeforetheTangDynasty:
　 WiththeDiscussionoftheSpreadandAuthenticityofLi’sWorks DingHongwu
　 TheunderstandingandevaluationofLiLingmainlyexperiencedthreetimesofdevelopmentandevolutionbeＧ
foretheTangDynasty．In８１B．C．,SuWu’sreturncausedanewroundofinspectionanddiscussionofLiLing’
scaseintheHanDynasty,whichsetthetoneofBanGu’snarrationofLiLing．Hereafter,CaiWenjireturning
totheHanDynastydrawrenewedconcernandreflectionofLiLingamongscholars,andthecollationofThe
CollectionofLiLingaswellasthecompilationof“ASupplementaryBiographyofLiLing”weretheproducts
ofnewunderstandingandinterpretationofLiatthattime．AfterthesoＧcalled“UprisingoftheFiveBarbariＧ
ans”,theacceptanceofLiLingenteredanewstage:theculturalelitessuchasLiuKunmadeaffirmationofLi
Ling,andbroketheformerevaluationmodelofsympathysupplementedbycriticism;thenorthernminorities
suchasXianbeiyearnedLiastheirancestor,andhighlightedLi’ssymbolicsignificanceinthefusionprocessaＧ
mongtheHannationalityandnonＧHannationalities;literatioftheSouthernandNorthernDynastiessuchas
JiangYanshowedadmirationtoLiLing,andcompletedthetransformationofLi’simagefrom “warrior”to
“scholar”,andLi’sstatusinthehistoryofliteraturewasthusestablished．Itisdifficulttodistinguishwhether
Li’shandedＧdownworkswereauthenticorcounterfeit．ThoseworkswhichweremostlyconsideredasbeingauＧ
thenticbeforetheTangDynasty,arousedsuspicionsincetheSongDynasty．However,neithercompletenegaＧ
tionorcompleteaffirmationcanbecorrectjudgment．

AcademiciansandLiteratureActionsof
　 theInstitutefortheCultivationofLiteratureoftheTangDynasty HuXu,HuQian
　 TherearemanycontradictoryrecordsaboutthepositionsofacademiciansoftheInstitutefortheCultivation
ofLiteraturebeingestablishedduringtheJinglongyearsinthereignofEmperorZhongzongofTang．Through
comparativeresearchofrelatedclassics,itcanbeknownthatacademiciansoftheinstitutewereselectedinevery
yearofA．D．７０８,７０９,and７１０．Inthesethreeyears,thenumberoftheacademicianswere２９intotal,which
wasconsistentwiththenumberin“ARecordoftheInstitutefortheCultivationofLiteratureintheJinglong
Years．”Yetthenumbersof“fourGrandAcademicians,eightAcademicians,andtwelveAuxiliaryAcademiＧ
cians”recordedinclassicssuchasInstitutionalHistoryofTangandNewBookofTang weremerelyplanned
numberswhentheinstitutewasestablishedinA．D．７０８．Inthesubsequentactualoperation,noneoftheexact
numberofthreekindsofacademicianscoincidedwiththeoriginalplan．AlthoughtheliteratureactionsoftheaＧ
cademiciansadvocatingformandtechniquewerequiteinfluentialatthattimeandplayedaroleintheTangliteraＧ
ture,thoseactionsweretrivialasawhole,andevenimpededthebenignprocessofliteratureinearlyTang．

InvestigatingtheConfucianThoughtof“HumanNatureBeingInnate”:
　 FromPreＧQinPeriodtotheWesternHanDynasty ZhouChicheng
　 Xunziisusuallyrecognizedasinsistingthatthehumannatureisevil,whichhoweveriscontradictwiththe
textualfacts．ThecentralideaofXunzionhumannatureisthatitisinnate,whiletheideaofevilhuman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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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takenbycertainstudentsofXunzi．ItisLiuXiangwhoputtheessay“OnEvilNature”between“Zidao”and
“Faxing”,bothofwhichwereobviouslynottheworksofXunzi,andthusgaverisetotheimpressionthatXunzi
himselfheldtheviewthatthehumannatureisevil．Actually,thetheoryof“humannaturebeinginnate”is
sharplyconflictedwiththetheoryofevilnature,andConfuciushimselfasthefounderofConfucianisminclined
totheformerpointofview．UntiltheWesternHanDynasty,DongZhongshustilltookthehumannatureasthat
isplainandbecamethemostimportantrepresentativeofthetheorythatthehumannatureisplain．JiaYiand
YanYingwhowerealittleearlierthanorcontemporarywithDongZhongshualsotookthesimilarstandpoint．
Fromtheperspectivethatthehumannatureisplain,itcannotonlydeducedaseriesofnewrevelatoryobservaＧ
tionsfromthethoughthistoryonhumannature,butalsosomemisunderstandinginhistorycanbecorrected．

TheNewNeoＧConfucianismintheEarlyQingDynasty:
　 ABridgeovertheMingＧQingAcademicTransitionandtheAcademicMainstreamoftheEarlyQingWangJian
　 TheacademictransitionbetweentheMingandQingDynastieswasnotonestepfrom NeoＧConfucianismto
textologyastraditionallyrecognized,butfirstanupheavelfromacademicsofMingtothenewNeoＧConfucianism
intheearlyQing,andthendisintegratedintovariousgenressuchasNeoＧConfucianismofQing,textology,and
TongchengSchool．Inthe“troubledtimes”ofearlyQing,NeoＧConfucianistswiththemajorityofadherentsof
theMingDynastyactedoutoftheacademicapproachoffollowingtheNewＧConfuciandogmainthelateMingpeＧ
riod．TheyheldproblemＧorientatedandallＧinclusivepath,anddevotedthemselvestosolvingChina’scrisisin
the１７thcentury,aswellasrebalancingthebasicvalueofNeoＧConfucianismandsocialreality,thusformedthe
newNeoＧConfucianismintheearlyQing．Itwasareflexofthethemesofthattimeonacademicresearch,acted
asabridgeovertheMingＧQingacademictransitionandsourceofvariousacademicschoolsoftheQingDynasty,
andaffectedgreatlythepoliticsintheearlyQing,especiallyChinesizationoftheManchurulinggroup．Basedon
thechangesinthethemesofthetimesandregionalacademicstructure,leadingscholarssincethenconstructed
twokindsofimagesofthenewNeoＧConfucianism:oneregardsthe“threegreatConfucianists”ofSunQifeng,
HuangZongxi,andLiYongasleadingfigures,whiletheothervaluesthe“threemasters”ofGuYanwu,Huang
Zongxi,andWangFuzhi．

AdvancinginThreeLevels:ANewConceptionontheFutureDevelopmentofConfucianism ZhaoWeidong
　 Formorethanadecade,Chinesescholarshavebeencarryingoutpositiveexplorationaboutthefutureof
Confucianism,andputtingforwardmanycreativeconceptions．However,mostoftheconceptionsareonlymethＧ
odstoremedysome“defects”ofcontemporaryNewConfucianism,withfewerholisticexplorationaboutthefuＧ
tureofConfucianism．Onthataccount,thispaperprovidesanewconceptiononthebasisofrelevantresearchaＧ
chievements,thatConfucianistsshouldadvanceinthreeapproachesofacademics,religion,andcustom．It
shouldbespeciallymentionedthat,astherelativelyweakpartofConfucianism,thereligiouslevelneedsstrong
cultivationandpositivedevelopment;andthepoliticallevelusedtobethetoppriorityofConfucianism,while
henceforward,ConfucianismshouldkeepadistancefromthepoliticstomaintainitsownindependenceandauＧ
tonomy．

AStudyoftheStrikeMovementbyPostalEmployeesin１９３２ TianMing,YueQianhou
　 TheMovementofConsolidatingtheBasisofPostalIndustrywhichwascausedbyriseinpostagein１９３２
seemedtobeastruggleagainstthegovernmenttoprotecttheirowneconomicrightsandinterestswiththeaidof
variouspowers．However,manyfactorsbehinditmadethesituationfairlycomplicated,andrationalityandleＧ
gitimacyofthemovementweakened．TheunderlyingcauseoftheresultliesinthattheNanjingNationalGovＧ
ernmentwasunabletomanageworkerswellatthattime,thuslaborbecameonearenaofpoliticalpowers,and
strikebecameapowerfulweapontofightagainstone’spoliticalopponents．ThisstrikeprovidesusauniqueexＧ
ampleoflabordispute,whichshowedmorefullytheunusualfaceoflabormovement．

TheTwoSequencesofGenerationTheoryinLaozi CaoFeng
　 ThegenerationtheoryinLaozicanbedividedintotwosequencesof“birth”and“growth”,soitisincomplete
tounderstandthetheoryonlyfromtheperspectiveof“Tao”producingallthingsinuniverse．NotonlydidLaozi
payattentiontothegenerationofthings,buttheirgrowthaswell．“Tao”and“virtue”takeondifferentrole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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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ozi’sgenerationtheory．OnlyfromthisuniquenessofthetheorycanweunderstandtheimportanceofLaozi
emphasizing“profoundvirtue”and“nonＧaction”,aswellasthenecessityofTaoistshighlighting“naturality”and
“autogeny”．AccuratecomprehensionoftheuniqueTaoisttheoryongenerationisjustthekeytoaccuratecomＧ
prehensionofTaoistphilosophy．

AStudyoftheOriginoftheMohistSchool GuoWanjin,AiDongjing
　 Moziisaninfluentialpersonwithfewrecordsinhistoricalmaterials,inwhichawealthofculturalinformaＧ
tionishidden．NarrationsandestimationsbyhistoriansandphilosophershadmadeMozigraduallybecamea
wellＧroundedportrayalinscarcedocuments．TheMohistSchoolorginatedfromcraft,andcanbetracedbackto
witchcraft．SacrificeandmilitaryaffairsaretwocrucialthingsforancientstatesinChina．ActingasthetwodisＧ
tinguishedschools,Confucianismdevotedtotheformer,whiletheMohistSchooldevotedtothelatter．Withthe
significantmarkof“craft”intheirdevotiontomilitaryaffairs,thewords,deeds,andthoughtsoftheMohist
Schoolshowprominenttechnologicalapproachandmilitarycolor．Moziisaprimeexampledevelopingfromto
“technique”to“Tao”,anaccreditedengineer,aswellasagiantworshippedbythewholeschool．

SearchfortheEvidenceoftheOrdiancesofHeavenandPerseveranceinHumanity:
　 ANewInterpretationofConfucius’Conceptofthe“OrdiancesofHeaven” LiXiantang
　 ForConfucius,the“ordiancesofHeaven”wasaninevitabledemandraisedbytheinherenttranscendencyof
humanbeingtoeveryselfＧconsciousindividual,andsomethingneededtobemanifestedandapprovedthrough
strenuousmoralefforts．ManapproachesandmanifeststheordiancesofHeaventhroughmoralintegrity,and
gainsimmortalityinhumaneternityenlightenedbytheordiancesofHeaven．SuchconceptwhichseemsstillcarＧ
ryingtailofprimitivesuperstition,actuallybearsrevolutionaryelementkeepingpacewithhistimes．ItillumiＧ
natedthegloomofhumannatureandeternityofculture,andendowedakindofsacredsenseforintegralceremoＧ
nialexistenceofhumanbeing,thusmadesuperiorConfucianistsfacetheworlddirectly,andpossessthehorizon
ormindgearingtoallthehuman．Confucius’conceptoftheordiancesofHeavenunitedhisthinkinginvarious
dimensions,setatranscendentdirectionaswellasanultimatepole,andmadepotentialspaceandlogicalpossiＧ
bilityfortridimensionalspreadofConfucius’thoughts．JustbecauseConfucius“studyingthelowlythings,but
thoughtspenetratingthesublime,”theSchoolofZisiand MenciusrealizedarunＧthroughofhumannature,
physicalproperty,andheavenlyTao,andthephilosophicaltraditionwhichlastedfornearlyathousandyears
sincetheSongDynastywasthusforeshadowed．

AnArgumentationoftheCharacter“Xian”inBronzeInscriptionsoftheWesternZhouDynasty:
　 WithaDiscussionoftheImportanceofPaleographicMaterialstoRelevantStudies HuangJinqian
　 Inaperspectiveofphilology,readingthecharacter“huan”inbronzeinscriptionsoftheWesternZhouDynasＧ
tyas“xian”bothconformstocertainrule,andcouldbesupportedbyevidencesofliteratureandhistoricalfacts．
Thecharacter,literature,andhistoricalfactscouldbeprovedinteractively．Withmutualconformationofbronze
inscriptionsandextantliterature,atthelatestofthereignsofKingYiandKingXiaoofthemidＧWesternZhou,
therehadbeentheestablishmentofxianreferringto“townshipＧward”,differentfrom“commanderiesandcounＧ
ties”inthelaterages．“Dazuo”recordedinShishiGui(akindofbowlwithtwohandles)oftheFirstYearmight
beGeneralＧinＧchief,andLeftandRightPalaceMastersweretheseniorofficialsofgarrisonforcearoundthe
king．Actingasking’strustedfollower,ortheseniorofficialofgarrisonintheMetropolitanRegion,Shishi
couldleadtroopsforkinginthewartime．

“WilltheWorldBeAllRight?”—HowIsthe“Reality”LogicofJusticePossible? YuanZushe
　 ThestructureofsocialChinamarketintheprocessofglobalizationandthedifferentiationandconflictofinＧ
terestsbasedonthereality,facingtheindustryis“complex”,“quality”,and“differences”oftheChinesesocieＧ
ty,weneedtopracticetheMarxdoctrineofhistoryＧthedialecticalunityofvaluerationalityasthebasisofraＧ
tionalreflectionandasingleabstractspecificationframeworkdemandsdiscourseandcriticalparadigmbasedon
thetraditionalreferenceAmartyaSenthoughtsaboutjustice,justicebeyondtheproblemof“naturallaw”and
“legalculture”controversy,payattentiontotherealizationofsocialjusticeof“realisticlogic”tograduallyaＧ
chieveabreakthroughandchangeofresearch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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