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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隋唐以来佛道畅行 ,严重冲击传统儒学。 周敦颐、二程、朱熹等宋代儒者挺身而出 ,他

们以维护儒家正统地 位为己任 ,吸纳佛道的精华 ,推出新儒学体 系— — 理学。 理学倡导的 “正心诚
意”“存天理、灭人欲”均存在一定积 极意义 ,基 本适应了 当时的 生产关 系和政 治制度 ,也能 为统治
阶级所接受。理学家们著书授徒、为民请命 ,产生了广 泛影响。在大官僚真德秀、魏了翁等人的推动
下 ,理学最终被最高统治者定为一尊 ,成为官学。
〔关键词〕宋代理学 ; 官学化 ; 真德秀 ; 魏了翁
〔中图分类号〕 K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0-5587( 1999) 03-0089-05

理学由北 宋周敦 颐等人 的初创 ,经程 颐、程 颢、

的哲 学形式 ,挖掘出儒 学体系 中可继 续利用 和发挥

张载等人的发展 ,到南宋朱熹时不断完善 ,已成为当

的内容 ,吸收了佛道二教中宇宙生成理论、佛性平等

时颇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潮。 但理学最 初并没有受到

思想、较强 的理论思辩 性和修 养理论 等胜过 旧儒学

统治阶级的重视 ,甚至一度还受到禁锢 ,直到南宋理

的精 华 ,同 时排除了佛 道二教 不适合 中国社 会发展

宗时 ,由于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扶植和表彰 ,不仅使理

的不 重视君臣、父 子、夫 妇等伦 常关系 ,不讲 治国平

学官学化 ,而且成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 思想。

天下 ,不从事农桑劳作等糟粕 ,使儒 学的面貌焕然一

理学官学化经历了如此一段反复 ,其原因何在? 笔者

新 ,大大增强了儒学的吸引力和生命力 ,使儒家哲学

拟就此问题谈一些看法。

在范 畴、命 题和内容等 各方面 都发生 了爆炸 性的发

一、理学的发展适应了时代的需要

展 ,大大丰富了儒家哲学。理学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思
潮开始在社会上迅速传播开来。

中国 封建社 会发展 到隋唐 时期 ,无论是 土地占

研究性理之学是一切理学派 别的共同特征。 二

有方式 ,还是剥削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过去那

程曾提出“万 物皆只 是一 个天理 ” ,① 这 个“天理”独

种人身依附关系比较强的部曲、佃客制已基本 消失 ,

立于 万物之 外 ,却 又产生 和支配 着万物。 程 颐还说

代之而兴的是人身依附关系比较 松弛的租佃制。 在

“君臣 父子 ,天下之 定理 ,无所 逃乎天 地之间 ” ,② 朱

新的 经济关系面 前 ,原 来以封 建国家 土地所 有制为

熹则认为“未有天地之先 ,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 ,便

基础的“天命论” ,由于理论上的粗糙和缺乏思 辩性 ,

有此天地 ;若无此理 ,便亦无天地 ,无人无物 ,都无该

已远远不能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 皇 帝与天同齐的

载了” ,③ 把 理作为制造万物的绝对本体。另外 ,朱熹

至高 无上的地位 开始发 生动摇 ,君主 在人们 心中的

还 提出 “夫天 下之 事莫 不有 理 ,为君 臣者 有君 臣之

威严日趋下降。这使封建统 治集团清楚地意识到 ,要

理 ,为父 子者有 父子之理 ,为 夫妇、为兄弟、为朋 友 ,

想恢 复和稳定 封建秩 序 ,必 须修礼 乐 ,必 须重儒 学。

以至于出入起居 , 应事接物之际 , 亦莫不各有理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为了维护地主阶级内部团 结 ,加

焉 ”。④ 陆 九渊则 谈到: “塞宇 宙一 理耳 ,… … 此 理之

强对劳动人民的统治 ,从隋代王通开始 ,到宋代理学

大 ,岂有 限量? ”⑤ “此 理充塞 宇宙 ,天地 鬼神且 不能

的形 成 ,儒学 思想家们 抛弃了 天人感 应和谶 纬迷信

违 ,况 于人乎? ”⑥ 尽管 理学家们 对“理”的解释 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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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同 ,性理 之学的“理” ,既包括 宇宙万物 之理 ,同时

意”、“存天理、灭人欲” ,这在当时不 能不说是一种历

又 认为“理”的 本质是封 建制度 和伦理道 德准则 ,这

史的进步。因为根据 汉代董仲舒的理论 ,皇帝是上天

无论是程朱的“道学”还是陆王的“心学”是没有区别

的儿 子 ,行 使天的 职权 ,代天赏 罚 ,具 有至高 无上的

的。

权威性。而 现在理学家们搬出一个“天理” ,并把它作
为了 适应社 会变革 的需要 ,理学 家们还 提出了

为 地主阶级整 体利益的 象征 ,认为只 有“天理”才是

“正心诚意”、“存天理、灭人欲”的 主张。 朱熹曾明确

至高无上的 ,皇帝本人也应服从“天理” ,服从地主阶

指 出 “天 下 事 有 大 根 本 , 有 小 根 本 , 正 君 心 是 大

级的整体利益。 他们希望以此来规 范地主阶级成员

本” ,⑦ “天下之事本在于 一人 ,而一人 之身其主在于

的行为。理学家们的 作法 ,本身就是一种思想解放的

一心 ,故人 主之心一 正 ,则天下 之事无有 不正 ; 人主

大胆行为 ,他们对本阶级纵欲行为的限制 ,在客观上

之 心一邪 ,则天 下之事 无有不 邪”。⑧ 所 以朱熹 很推

保护 了劳动人民 的一定 利益 ,对广大 劳动者 是有利

崇 董仲 舒提 出的 “正君 心以 正朝 廷 ,正朝 廷以 正百

的。

官 ,正百官以正万民 ,正万民以正四方”的观点。他在
侍讲任上 ,利用工作之便向皇帝大谈“正心诚意”。

当然 ,“存天理、灭人欲”也同样 是针对广大群众
的要求。 理学家们希望劳动阶级放 弃企图改变自己

实际上 ,“正心 诚意”是儒 学思 想家 们对治 理封

被剥削地位的任何愿望 ,服从地主阶级的“天理” ,顺

建国家所作的一个重要总结。他们所提倡的“正心诚

从地接受地主阶级的统治 ,甚至以“理”害人 ,以“理”

意”思想 ,是针对 全体社 会成员 而言的 ,而且 首先是

杀人 ,这对广大劳动者而言 ,无疑是 一种沉重的精神

针对最高统治者皇帝而言的。因为在阶级社会里 ,统

枷锁。然而 ,对于这一问题 ,我们应客观地、历史地看

治阶 级 ,特 别是最高 统治集 团的纲 纪、道 德风尚 ,在

待 它 ,“存理去欲 ”是理 学家们 为维护 封建地 主阶级

整个社会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 ,具有极大的影 响力 ,

统治秩序而设计的最佳方法 ,在封建社会里 ,伦理束

确实是大根本。作为统治阶 级中的分子 ,理学家们希

缚还 是束缚 ,但与过去 的人身 依附和 没有完 全的人

望每个人 (包 括 皇帝 在内 )都应 加 强道 德方 面 的修

身自由的农奴制相比 ,毕竟是一种解放 ,一 种进步。

养 ,“学者所 以学 ,学 为人而已 ”。⑨ 对统治 者加强伦

理学在伦理思想上继承和发 挥了孔子的在日常

理道德的约束 ,希望以此来挽救政府的危机 ,这在当

生活 中体现崇高 的道德 修养的 主张 ,因此理 学家们

时历史条件下无疑是相当正确的。

都很重视身心修养 ,很重视提高个人的精神 境界 ,不

另外 ,理学家们又提出了“存天 理、灭人欲 ”的主

追 求过分的 物质享受 ,他们 大谈“尽性 至命”、“安身

张。 理学家们认为 ,只有自觉地、完全 彻底地服从封

立命” ,认为做学问是为了实现道德 理想而不是追求

建制度和道德规范的约束 ,才算符合人的本性 ,若有

物 质利 益 ,而且 他们 特 别推 崇孔 子所 讲的 “杀 身成

丝毫背离 ,即便是产生了背离的念头 ,便谓之“人欲”

仁 ”和孟 子所说的 “舍 生取义” ,强调道 德高于性 命 ,

“陷溺”或“异端” ,便视之为“愚氓”、“盗贼”或洪水猛

一个人为了实现道德可以牺牲生 命。

兽。 朱熹说: “学者须是革尽人欲 ,复尽天理 ,方始是

此外 ,理 学家们在 政治上 把古代 竭力主 张的王

0 陆 九 渊 说: “志 道 , 据 德 , 依 仁 , 学 者 之 大
学。”1

道、仁政 与“民 贵君轻”的思 想加以 抬高 ,强调“天下

端。”1 “人心有病 ,须是剥落 。剥落得一番 ,即一番清

国家 之大务 ,莫大于 恤民” ,朱 熹等理 学家还 多次上

2 但理 学家们 并非
明 ,… … 须 是剥落得 净尽 方是。”1

书为民请命 ,在自己的官任上做一些利民的事情。虽

主张禁绝一切人欲 ,他们所讲的“灭 人欲” ,主要是指

然他 们恤民的目 的是为 了使社 会生产 得以延续 ,以

灭 “私”欲 ,即一切有碍 于地主 阶级整 体利益 的过度

保证 地主阶级和 封建国 家的剥 削收入 ,谋求 封建统

纵欲行为。他们除了要求自 身之外 ,还积极向皇帝灌

治能长治久安。而在 客观上 ,却是对生产力的一种保

输这一主张。 朱熹对宋孝宗谈到“愿陛下自今 以往 ,

护 ,理学家们的这些理论和主张 ,与 那些不顾百姓死

一念之顷 ,则必谨察之 ,此为天理邪? 为人欲邪? … …

活 ,只图自己享乐的贪官污吏相比 ,要好得 多了。

3 真德
果人欲也 ,则敬以克之 ,而不使其少有凝 滞”。1

尽管 理学家 们的出 发点是 好的 ,但封建 皇帝拥

秀 在他的《经筵讲义 》中也 强调人 君“用功之 要专在

有生 杀予夺的特 权 ,他 绝对不 会接受 来自任 何方面

摒去物欲 ,服从天理”。 希望皇帝“静时以此涵 养 ,动

的束缚的 ,更不允许臣子以下犯上 ,一旦理学家思想

4
时以此省察 ,以此存天理 ,以此遏人欲”。1

中人 民性的方面 有所增 强 ,势 必与最 高统治 者和部

首 先 要 求 作 为天 下 之 本 的人 君 做 到 “正 心 诚

分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们发生冲 突 ,为他们 所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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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理学家们的性格中自始便带有类似 宗教性质的严

下之耳目。天下之人 ,愚众贤寡 ,俱其生生祸福报应。

肃观念 ,在朝中 ,他们对那些不齿 名教 ,靠恩荫 做官 ,

6 的局面。 传统儒
人之若彼也 ,莫不争奉而竞 趋之”1

以及资浅望低之人一概加以排斥 ;在社会上 ,他们又

学中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和礼乐 制度受到佛道思想

以学 术之歧异来 区分敌 我 ,将 异己者 统统视 为奸邪

的严重冲击。佛、道与儒家的是非问题再次被提了出

小人 ,加上他们“自视太高 ,而责人太苛” ,“心虽主于

来。

5 以致发 生了洛 蜀党议 和庆
至 公 ,迹 已涉于 朋党”。1

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司马 光、吕大

元党禁等政治性斗争 ,理学也因此受到打击和罢黜。

临等 为代表的一 批儒者 ,他们 以儒家 正统继 承者自

“庆元党禁”十余年后 ,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居 ,极力维护儒学的正宗地位 ,他们 以是否有益于封

首 先 ,由于“开禧北 伐”的失败 ,韩

胄被杀 ,以

建纲 常名教作为 人生的 价值尺 度和取 舍标准 ,对佛

胄为首的反 理学势 力受到 了重创 ,朝中 主战派

道二 教中的有益 成分进 行合理 吸收 ,利用传 统儒学

韩

也受到挫折。 在学术上 ,事功之学也从此消沉下去。

的范 畴、命 题和理 论框架 构筑了 新的儒 学体系 ——

其次 ,尽 管 理学 从庆 元 到嘉 泰 时期 ( 1195年—

理学。 随后 ,理学的奠基者们不仅自己著书 立说 ,还

1204年 )一直 受到禁 锢和 压抑 ,但这 只是 反理 学派

广招门徒 ,传播自己的思想和主张 ,并很快得到了一

利用 政治权力禁 锢理学 人物 ,禁止理 学书籍 和言论

些文 人学士的认 同 ,使 理学在 社会上 产生了 很大影

的传播 ,这并不能消除理学的社会影响。 相反 ,理学

响 ,并形成一股思潮。到南宋时 ,随朱熹、陆九渊等理

家们 严于律己 ,为民请 命的行 为在社 会上引 起了广

学家对理学体系的不断完善 ,理学无论在朝、在野都

泛的 同情。 特别 是在当 时士大 夫揣摩时 尚 ,奔竞仕

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

途 ,“后生晚辈 ,不见 典型”的情 况下 ,迫使人 们开始

但在 理学初 兴之时 ,理学 家们的 一些主 张与最

重新评价和认识理学及其社会作用。如何发扬理学 ,

高统 治者的要求 是相对 立的 ,当理学 家思想 体系中

用理学规范学人 ,进而统一全国士庶的思想 ,成了后

所含 的反暴君、权 臣、宦 官、小 人等因 素发展 到一定

继理学家们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程度时 ,便与最高统治者发生矛盾 ,结果导致政治斗

从整体来看 ,理学属封建上层建筑 ,它萌芽于隋

争的失势和学术上的罢黜。

唐 ,形成于北宋 ,是适应中国封建社会 由农奴制向自

政治上的不得志并不影响理 学家们对信念的追

由租细为主要特征的地主制阶段转变 以后的一种新

求。张载隐 居横渠时 ,一面潜心学问 ,著书立说 ,一面

的意识形态 ,在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发生之前 ,理学作

招徕门生 ,传授学说 ,并在当地形成 了颇具声势的关

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与当时生产关 系和政治制度

学学派。二程在洛阳 也有众多门徒 ,他们开创的洛学

基本 相适应的 ,是符 合时代 潮流的 意识形 态 ,当 然 ,

学派 ,是北宋时期影响最大的理学派别。朱熹在江西

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 ,它存在消极的 一面 ,

和湖南任上先后建立了“白鹿洞书院”和“岳麓 书院”

但这一时期消极面不是主流。

讲习经书 ,宣传理学思想 ,并培养 了一大批学生。 即

二、理学家们的大力宣传和倡导
北宋 初期的 统治者 ,面对 长期作 乱所造 成的残

使是在庆元党禁之后 ,朱熹被列禁锢之列 ,致使许多
门 人故 旧不 敢与 之交 往 ,朱熹 仍坚 持讲 学 ,直 到死
时 ,朱熹还在修改《大学· 诚意章》的内容。

破局 面 ,为 了尽快医 治创伤 ,在 发展生产 的同时 ,还

真德秀、魏了翁入仕之时 ,正是 南宋朝廷阶级矛

制 定了一项“偃武修 文”的文化 政策 ,并采取 了一系

盾 和民族矛盾 异常尖 锐之时。 官 吏们“以渔 猎为学

列提高儒学地位的措施。 宋代文人学 士的地位确实

问 , 以缀 缉为 文章 , 以操 切为实 才 , 以贪刻 为奉

有了很大的提高。 文化的繁荣 ,科学的发展 ,亦引起

1 出现 了“空国无 君子 ,举朝 无公论”的 局面 ,国
公” ,7

了学术思想的活跃 ,这为理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家之势江河日下。 南宋王朝正是在 这种腐朽和严重

北宋 统治者 在力倡 儒学的 同时 ,并没有 放弃对

激化了的社会矛盾夹击中迅速走 向崩溃。 以斯文为

佛道二教的支持。而此时的 佛、道二教在中国已流传

己任 ,把弘扬理学作为自己首要任务的真德 秀、魏了

千年 ,其超 世脱俗、飘逸 仙隐的 处世哲学 ,不 仅影响

翁等人 ,从以往经验中已意识到 ,理 学得不到最高统

了许多普通百姓 ,即使在文人学士中也有广泛 影响。

治者的支持和首肯 ,将难成正果。他们利用一切机会

于是出现了“佛老之徒 ,横于中国 ,彼以死生祸 福 ,虚

向 皇帝阐述“开阐正 学”的重要 性 ,主 张以理 学来代

无报 应为事 ,千万其 端 ,给我生 民 ,弃 礼乐以 涂塞天

替过去的汉唐儒学 ,整顿纲常 ,端 正“人心 ”。 同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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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 不忘提醒 皇帝 ,人君应 率先作 则 ,扶 植纲常 ,植

动 ,他的所 作所为完全 是为了 巩固其 封建统 治的需

立 人 极 ,并抬 出“天命 ”来进 行说 教 ,要皇 帝意 识到

要。因为理学在当时 社会的影响力已大大提高 ,如果

“天既命我以此德 ,又命我以此位。有此德 ,方可保此

理宗 继续像父辈 们那样 对理学 采取高 压政策 ,就会

8 这种寓规儆 于颂扬的言论比起 直言谏君更容
位”。1

造成 学人与朝廷 的尖锐 对立 ,这将大 大削弱 统治集

易打动最高统治者的心。此 外 ,魏了翁还两次上疏宋

团的力量 ,不利于政权的巩固。 何况 ,理学家的思想

宁宗 ,为周敦颐、程颢和程颐三人 请谥。 他认为这是

是代表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 ,有它可利用的 一面 ,最

关系到“学术之标准 ,风俗之枢机”的问题 ,他强调应

高统治者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权 力 ,突出、夸大有利

以周程的思想来“风厉四方 ,示学 士、大夫趋向 之的 ,

于自 己的方面 ,贬 泛、销 泯违背 统治者 意志的方 面 ,

9 魏了 翁此举 在当时 是非同 寻常的 ,它 不同
… … ”。1

使天下学人跟着自己的指挥棒走 。 这远比刀枪棒棍

于为 朱熹、张 木式等 理学 家们乞 谥 ,因为 在封建 社会

下的打杀更容易些。 这样既可以消 除朝廷与学人之

里 ,谥 法历 来是 限以 品秩 的 ,而周 程都 不曾 大 用于

间的对抗情绪 ,使他们心甘情愿地为自己卖 命 ,又可

时。加以当时权相史弥远为 了排挤 ,打击韩

胄在朝

使原 本在社会上 已有很 大影响 的理学 思潮 ,在朝廷

中的 势力 ,便将一些 理学派 人士抬 出 ,以 示更辙 ,并

的扶植下名正言顺的畅行。 这也是 理学的宣传者们

非出于发展理学的目的。 魏了翁之所 以乞请皇帝表

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理宗扶植和抬 高理学就成了顺

彰周、程 ,是希望通过宣传 ,将理学定为一尊 ,以理学

理成章的事了。

的三 纲五常的 思想为 标准 ,整顿朝 廷 ,整 顿人心 ,以

宋理宗于宝庆三年下诏“朕观朱熹集注 《大学》、

达到巩固南宋统治的目的。经魏了翁 ,真德秀等人的

《论语》、《孟子 》、《中庸》 ,发挥圣 贤蕴 奥 ,有补治 道 ,

一再恳请 ,和一些朝臣的舆论支持 ,宋 宁宗终于在嘉

朕励 志讲学 ,缅怀 典型 ,可特赠 朱熹太 师 ,追 封信国

定 十三 年 ( 1220年 )谥 周敦 颐为元 公 ,程颢 为纯 公 ,

0 这是 封建最高统治者首次如 此褒崇朱熹及其
公”。2

程颐 为正公 ,使三人的 学术地 位得到 了官方 的正式

《四书集 注》 ,为确定理 学的统 治地位 奠定了 不可动

承认。这在理学发展史上是 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它为

摇的基础。朱熹的《四书集注》也由于理宗的推崇 ,取

理学成为南宋后期的官方哲学起了先导 作用。

得了学术上的统治地位而成为儒 生的必读课本。 此

这一 时期 ,儒学重 要经典 都有了 理学家 的代表

外 , 宋理 宗还 亲自 撰写 《道 统十 三 赞》 ,从伏 羲、尧、

性作品 ,如《伊川易 传》、《诗集 传》、《春秋 传》、《四书

舜、到周 公、孔 丘、颜 回、曾参、子思、孟柯 等十三 人 ,

集注》等等 ,这对于明示学人是非趣向 起了很重要的

是一脉相承的道统 ,并大加赞颂。理宗后又下诏国子

作用。

监 刊印朱熹 的《通 鉴纲目》 ,并 把《道统十 三赞》宣示

在几 代理学 家的不 断努力 下 ,儒 家思想 通过理

给 国子监的学生。 淳

元年 ( 1241年 ) ,又 下诏将周

学这种较完备、思辩性更强的理论形式 ,重新在社会

敦颐 、程 颢、程 颐、张 载、朱熹等理 学家从 祀孔庙 ,这

上站稳了脚根 ,并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思想道德 ,日常

在封建社会里是对文人的最高奖 励。 理学也成为封

伦理等各个角落。

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三、统治者的大力扶植

综上 所述 ,理学作 为封建 社会自 由租佃 制阶段

嘉定 十七年 ( 1224年 )宋宁宗死 后 ,赵 昀被立为

产生 出的新的意 识形态 ,与当 时生产 关系和 政治制

帝 ,即宋理宗。理宗在位 的 40年时间里 ,正值蒙古势

度是 基本相适应 的 ,它 比天人 感应和 谶纬迷 信有了

力日益强大之时。 面对朝政日坏 ,国势日衰 ,作为最

更高的理论思维体系 ,在与佛、道二 教的斗争中重新

高统治者的赵昀 ,不思挽救国家于危亡之中 ,而是醉

站稳了脚根。 理学家们在政治上的 实践和学术上的

心于理学之中。

宣传 ,扩大了他们的社会影响 ,经过 各阶段的不断改

理宗 命真德 秀为他 的经筵 侍读 ,给他讲 授儒家

造和完善 ,使理学向统治阶级的要求靠拢 ,并最终得

经典 ,诵读理学家的著述。理宗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他

到了 统治阶级的 承认 ,经过最 高统治 者宋理 宗的扶

被 理学家们“正心诚 意” ,存理 去欲的 一套说 教所打

植和褒奖 ,终于确立了理学的官学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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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语类》卷 1, 卷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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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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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大全》卷 14。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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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先生文集》卷 12,卷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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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⑦1
3

《宋史· 朱熹传》。

0
2

11
2

《象山全集》卷 35。

《大学衍义》。
《真文忠公文集》卷 43,卷 13。
引自《宋元学案· 泰山学案》。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 37,卷 15。
《宋史· 理宗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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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orthodoxication of the
Neo-confucianism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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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th rivi ng o f Buddism and T aoi sm si nce Sui and Ta ng Dy nasty furi ously
chal lenged the t raditi onal Co nf uci anism. In So ng Dy nasty , the co nf ucia nists, i ncludi ng Zhou
Dunyi, Cheng Hao , Cheng Yi ( the tw o Cheng s ) and Zhu Xi , reg arded the vindica tion of the
o rthodox stat us of Co nf ucianism as thei r respo si bili ty and crea ted a new Co nf ucia ni sm
system— the neo-confucianism t hroug h o bsorbi ng the quint essence o f Buddi sm and Taoi sm.
T he ideas " ZHEN GXIN CHEN GYI" ( uprig ht ness and si ncerit y ) . " CUN T IAN L I, M IEREN
YU "( keep the essence of the univ erse , limi t the man 's w orldly desires ) adv ocated by t he new
confuciani st s, sui ted to t he ruli ng class, play ed a som ew hat posi tiv e ro le i n t ha t tim e. The
new co nf uci anists, w ho w ro te boo ks and i nst ruct ed disciples, pleaded the peo ple, ex er ted a
w idespread i nf luence on the societ y. Propell ed by th e hig h of fici als li ke Zhen Dexiu a nd Wei
Liaow ong , the New Co nf ucia nism w as ev ent ual ly fix ed as o rthodox y by t he em pero r , t hus
became the cri tical contents o f g ov erm ent - o perated i deolog y.
〔 Key words〕 The neo co nf uci anism i n So ng Dynast y; The cri tical cont ent s of g overm ent
- opera ted ideolog y; Zhen Dexiu; Wei Li aow 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