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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孔子诞辰 2550年】
〔编者按〕公元 1999年 10月 4日 ,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诞辰 2550周年。 在此期
间 ,香港孔教学院举办了孔子光辉思想耀寰宇国际学术研讨会。 来自中国大陆及台湾、香港地
区以及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韩国、瑞典、马来西亚、印尼等地的专家、学者及有关人士出席
了会议 ,其中包括著名学者汤一介、成中英、林国雄、张立文等。 我校历史系教授沈长云也应邀
出席了会议 ,并向大会提交了论文。为了表示对孔子的纪念 ,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 ,本刊
特将沈长云教授的论文予以发表 ,以飨读者。

论孔子对周公“德”、“礼”
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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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周公通过对夏殷之鉴的总结 ,提出了“德”、“礼”的主张。“德 ”是为了“保民”而对统治者个人提出

的道 德要求 ,而 “礼”是对道德行为的制 度化。 这样 ,周朝 统治者从专注于鬼 神世界转向专注于 现实社会和体
察民情 ,从神权政治转向德治和礼制。孔子继 承了周公的“德”、“礼”思想 ,并进一步发展为“仁学”思想。孔子与
周公 ,都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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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切伟大的思想家一样 ,孔子思想既是时

信笼罩着商代社会。然而对于民众 ,商王却不甚爱

代的产物 ,也是对前代优秀思想遗产的继承和发

惜。在处理现实人事与鬼神的关系时 ,他首先考虑

展。就前者而言 ,孔子可以说是我国春秋战国之际
社会大变革时期新兴的士人阶层的代言人 ; 就后

的是鬼神的意旨。为此 ,他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
力去从事鬼神活动 ,甚至残民以事神。

者而论 ,孔子应是我国自西周以来思想界相对进

商朝的灭亡 ,暴露了神权政治的弊端。周人眼

步的“德”、“礼”思想的传人。今就后者作出如下论

见受商人顶礼膜拜的上帝及各色神祗并未能保住

证。

商的统治 ,相反 ,倒是各种人事关系的处理不善 ,
尤其是对民情的漠视 ,导致了商王朝的顷刻瓦解。

一、周公“德”、“礼”思想提出的背景

严酷的现实教育周朝统治者: 绝对相信上帝的庇

说西周提出的“德”、“礼”思想是相对进步的

护是行不通的 ,仅仅依靠对鬼神的贿赂和匍匐跪

思想 ,需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
西周以前的殷商文 化基本上是一种神 本文

拜也是不能保住自己的统治的 ,还必须注重民众
对自己的支持。 他们反复强调夏殷之鉴。 周公对

化。 《礼记· 表记》称: “殷人尊神 ,率民以事神 ,先

其 弟康叔封教诲说: “天畏 (威 )

鬼而后礼 ,先罚而后赏。”殷墟卜辞所见 ,商王无论
大事小事皆决于占卜 ,各种祭祀活动无日不有 ,包

见 , 小人难保。” (《尚书· 康诰》 )他说天的威势并
非一定可靠 ,民情才是大可让人注意的 ,小民的利

括对上帝、为数众多的祖先神、各种天神地祗的迷

益实难受到有效的保障。如果不注意这些 ,那就会

⒇ 〔收稿日期〕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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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坠厥命”。在这种情况下 ,以周公为代表的周朝

的孔子生在鲁国 ,使他最有条件继承周公的“德”、

统治者提出了“德”、“礼”的主张。

“礼”思想。 文献记载了他对周礼执著地追求。 自

“德”是为了“保民”而对统治者个人提出的道

儿时起 ,他在和别的孩子游戏时就“常陈俎豆 ,设

德 要求。 周人认为天即 上帝具有理性 ,“惟德是

礼容” (《史记· 孔子世家》 )。 有志于学以后 ,更以
钻研礼乐为乐事。 为了了解有关祭祀的礼仪 ,他

辅” ,只将天命交给有德之人。 周公对康叔封继续
教诲说: “惟乃丕显考文王 ,克明德慎罚 ,不敢侮鳏

“入太庙 ,每事问” (《论语· 八佾》 ) ; 为研习音乐 ,

寡 ,庸庸 ,祗祗 ,威威 ,显民 ,用肇造我区夏。”说文

他曾学琴于鲁乐官师襄子 ; 为了解殷礼的底细 ,他

王能够明德并能慎用刑罚 ,不欺侮无依无靠之人 ,

甚至跑到自己祖宗的老家宋国去观察“殷道” ; 他
还到过周都洛邑 ,“历郊社之所 ,考明堂之制 ,察庙

用人得当 ,尊重那些应当受到尊重的人 ,对那些应
予镇压之人则毫不容情 ,敬畏上天的权威 ,光显其
民 ,因此才开创了我华夏的基业。他还和其他一些

朝之度” (《孔子家语· 观周》 ) ,并向周大夫苌弘学

政治家提出了“无逸”、“无康好逸豫”、“孝友”、“不

习古代的乐舞。这一切 ,使他很早就成了鲁国懂礼
的“闻人” ,以至当时鲁国著名贵族孟僖子临终前

腆于酒”、“知稼穑之艰难”、“克自抑畏”等统治者

一定要立下遗嘱送自己的两个儿子到孔子门下去

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总之 ,统治者有了这样一些

学习礼仪。后来鲁定公前往齐国赴夹谷之会 ,也任

德行 ,就能“从民欲”、“迪民康” ,与民“胥保惠” ,也
才能达知天命 ,进而保有自己的统治。

命孔子担任自己的相仪。孔子在教学中 ,更是不遗
余力地宣传礼乐文化 ,要求学生“立于礼 ,成于乐”

上述道德行为若加以制度化 ,便是所谓“礼”

(《 论语· 泰伯》 ) ,“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 非礼勿

了。 王国维称 ,“周之制度典礼 ,实皆为道德而设”

言 ,非礼勿动” (《论语· 颜渊》 )。
然而孔子对于《礼》的把握更在于其精神实质

(《殷周制度论》 )可谓抓住了周家“礼制”与“德治”
二者关系之肯綮。 前人盛称周公制礼作乐。 说礼
乐出自周公一人之手 ,那自然是理想之语 ,但西周

上。像周公及其所代表的周初进步思想家一样 ,他

以周公为首的政治家曾以很大精力致力于对夏商
旧礼的改造 ,使适应于周朝的德治和宗法统治 ,则

仪节。 如说“祭神如神在” (《 论语· 八佾》 ) ; “礼 ,
与 其 奢也 宁俭 ; 丧 , 与其 易也宁 戚” (《论语· 八

是无可怀疑的。 《孟子· 离娄下》说: “周公思兼三

佾》 ) ;“麻冕 ,礼也 ; 今也纯 ,俭 ,吾从众” (《论语·

王 ,以施四事 ,其有不合者 ,仰而思之 ,夜以继日 ,
幸而得之 ,坐以待旦”。“思兼三王” ,即是对三代礼

子罕》 )。 对于天道 ,他亦主张“天何言哉 ,四时行
焉 ,百物兴焉” (《论语· 阳货》 ) ; “务民之义 ,敬鬼

制进行综合损益 ; “施四事” ,即施行禹汤文武所行

神而远之” (《论语 · 雍也》 ) ; “未能事人 ,焉 能事

之事。周公谥称为“文” ,周朝以“尚文”即崇尚礼节

鬼” (《论语· 先进》 )。 这些 ,实是对周公“敬天保

著称 ,其后孔子称赞“周监于二代 ,郁郁乎文哉 ,吾

民”和“以德配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孔子同样把握住了周公将礼制作为“道德之

从周” ,这些 ,都表明以周公为首的周朝统治者对
于礼乐的倾注。

强调的是《礼》的人文精神 ,并不在乎《礼》的外表

器械” (王国维语 )这一精神 ,他要求对人们“道之

周朝统治者从专注于鬼神世界转向专注于现

以德 ,齐之以礼” (《论语· 为政》 )。 在记录孔子言

实社会和体察民情 ,从神权政治转向德治与礼制 ,

论的《论语》中 ,凡三十余处提到“德”字 , 它们绝
大多数都是当作“道德”或“德行”讲的 ,如“君子怀

这不能不说是商周之际思想观念的一大变化 ,是
我国政治制度暨政治思想史上的一次大的飞跃。
学者多数认为 ,西周的制度文化奠定了中国传统
文化的基础 ,应是有充分理由的。

二、孔子对周公“德”、“礼”思想的继承
西周而后 ,礼乐制度主要保存在周公的封国
—— 鲁国。 《左传· 昭公二年》记聘于鲁国的晋使
韩宣子之语曰: “周礼尽在鲁矣。”作为儒家创始人

德”、“为政以德”之类。 可见孔子对道德行为的重
视。我师赵光贤先生在其著作《孔学新论》 (巴蜀书
社 , 1992年 )中称: “孔学把政治、道德和教育看成
是三位一体的 ,密切而不可分” ,实乃对孔子“德”、
“礼”主张科学而深刻的总结。 孔子自己也是一位
“德侔天地”的万世师表 ,这是为孔子一生的经历
所证明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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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孔子对周公“德”、“礼”思想的发展
—— 关于孔子的“仁”学
学者论孔子思想的 主要内容是他的伦 理思
想 ,而伦理 思想的核心 ,则 是其反复强调的 “仁”
学。 孔子仁学的提出 ,我认为即是对西周传统的
“德”、“礼”思想的发展 ,是孔 子对传统文化 的升
华。
“德”在西周统治者那里主要与维护自身的统
治有关。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治理民众 ,从而保
有周家王朝的“天命”而提出来的。但在孔子那里 ,
“德”已变成了纯粹个人道德修养的范畴 ,成了“君
子”所应遵守的各种伦理道德的准则。这些伦理道
德表现在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上 ,包括对父母的孝 ,
对兄弟的友 ,对朋友的信 ,对上司及一切与己交往
之人的忠 ,对民众的宽、惠 ,个人独处时的恭 ,执事
时的敬……等等。而其要旨 ,或所有道德行为围绕
的一个中心 ,则是所谓“仁”。“仁”是君子所追求的
价值观和人生观的综合体现 ,是“至德”即君子最
高的道德境界。
照孔子的解释 ,“仁”要求具有多种好的德性 ,
如:
樊 迟问仁 ,子曰“居处恭 , 执事敬 , 与人
忠。” (《论语· 子路》 )

道德行为的约束 ,即当作“克己”的一种手段。但是
综观孔子的“礼” ,可以明显感到 ,它是从属于“仁
德”这个崇高的道德目标之下的。“仁”是“礼”所追
求的人生最高境界 ,是“礼”的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
礼不过是“仁”所由实现的一种具体途径。
如上所述 ,孔子对“礼”已不纯在乎其繁缛的
外在仪节 ,而在乎其内涵的精神。这个精神就是对
仁德的要求。有些传统的礼义 ,只要不关乎人的大
节行为 ,孔子似乎也容许人们不去严格遵守。如管
仲在自己家中“树塞门” ,用“反坫” ,两项行为都违
反了卿大夫所应遵守的礼仪 ,孔子因而批评管仲
“不知礼” (《论语· 八佾》 ) ,但这并未妨碍孔子在
总体上仍在给予管仲以高度评价。 他在另一场合
称: “桓公九合诸侯 ,不以兵车 ,管仲之力也 ,如其
仁! 如其仁! ” (《论语· 宪问》 )一再 称许管仲 的
“仁”。 甚至说 “民到于今受其赐 ,微管仲 ,吾其披
发左衽矣” (《论语· 宪问》 )。 联系到孔子很少以
“仁”许人 ,连自己欣赏的学生子路、冉求、公西赤
等 ,孔子也都未承认其达到了“仁”的标准 ,可见孔
子对管仲的评价不是斤斤计较于其个别失礼的行
为的。

四、周公、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今人但称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 ,殊不知我们

子张问仁 ,孔子曰: “能行五者于天下为

的前人并不完全这样认识 ,他们认为周公也应算

仁矣。”“请问之” ,曰: 恭、宽、信、敏、惠。” (《论

作儒家的创始人 ,甚至是比孔子更早的儒家创始

语· 阳货》 )

人。因为孔子的“仁”学只是对周公“德”、“礼”思想

但所有这些德性 ,必须有一个根本出发点 ,这
就是“爱人”。 还必须对自己有所克制。 故樊迟问

的继承和发展。 他们动辄称“周公仲尼之道”。 荀

仁 ,孔子复答之以“爱人” (《论语· 颜渊》 )。颜渊问

子称周公有“大儒之效”。 崇尚“古文经”的唐人径
直将周公置于孔子之上 ,称孔子为“先师” ,称周公

仁 ,孔子又答以“克己复礼为仁” (同上 )。“爱人”与

为“先圣”。 应当说 ,这种认识是有一定道理的 ,周

“克己”都是“仁”的基本要求。对于此 ,必须在任何

公、孔子都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奠基人。

场合 ,做所有事情时都要坚持: “君子无终食之间

中国文化号称礼乐文化 ,实际是伦理观念在

违仁 ,造次必于是 ,颠沛必于是” (《论语· 里仁》 )。
“仁”是志士仁人一生追求的 目标: “士 不可不弘

其中起着主导作用 ,故梁漱溟称中国文化为“伦理
本位”。 从以上论述看来 ,这种伦理本位的文化即

毅 ,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 ,不亦重乎 ; 死而后

是周公时代提出来的。

已 ,不亦远乎。” (《论语· 卫灵公》 )这样 ,孔子就为
我中华民族 ,凡所有有道德追求之人树立了一个

括中原地区在内都还是一个“华夏”与诸“蛮夷戎

明确的道德终极目标。 这是周初以周公为首的统

狄”插花般错居杂处的局面 ,不少异性邦国对于周

治阶级未能企及的。
孔子亦讲究“礼”。孔子语录中 ,提到礼的地方

人的文化还需要有一个接纳吸收的过程。 及至经
过西周、春秋数百年间的民族融合 ,到孔子生活的

所在多有。 这是因为孔子仍把“守礼”当作对个人

(下转第 25页 )

但是西周时期还是一个邦国林立的时代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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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olitical objective of Ban Gu 's the Article of F ive E lements
X IANG Yannan
( Ins ti t ut e of Hi s tory , Bei ji ng No rmal U niv ersi ty , Bei ji ng , 100875, Chi na)

〔 Abstract〕W u X ing Zhi ( the Articl e of Five Elements) , o ne o f fo ur Zhi ( articles) which w as added
by Ban Gu , has a special posi tion i n Han Shu ( Standard History of W estern Han Dynasty ) , Dif f erent
f rom Hong Fan W u X ing Zhuan ( the Monograph of Five Elements ) w ri t ten by Li u Xia ng , t his a rticle
recorded disast ers only and no auspici ous sig ns. Acco rdi ng t o t he histo rical reco rds, the t heo retical o rigi ns, and the poli tical si t uati on described i n the a rticle, the poli tical objectiv e f or Ban Gu to w rit e W u
X ing Zhi ( the Art icle of Five Elements ) i s t o rectif y the emperor 's d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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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这个时候对周公思想的精髓 ,以至西周以来

春秋战国之际 ,在我国黄淮江汉这片广大的地域

所有华夏文化的遗产进行了总结和继承 ,并用自
己普及教育的方式将这套文化传播开去 ,这无疑

之内终于熔铸成了一个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
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文化心理素质的 华夏民族
(参阅拙著《华夏民族的起源及形成过程》 ,《中国

适应了华夏民族形成时期对于共同文化的需要。

社会科学》 1993年 1期 )。 这个民族的共同文化 ,

因此 ,我们不得不承认孔子实际也是为我们整个
民族的文化做了巨大奠基工作 ,孔子创立的儒学

当然是自周公传下来的华夏礼仪文化。 而孔子恰

实际是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主流。
〔责任编辑

安拴虎〕

On Confucius '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Duke Zhou 's philosophy of virtue and rite
SHEN Chang yun
( His to ry D epart men t, Hebei N ormal U niversi ty, Shi jiazhuang, Hebei, 050091, Chi na)

〔 Abstract〕 Lea rning f orm the Xia-Ying 's pa st mistakes, Duke Zho u put fo rth the phi losophy of
vi rte and rit e. The fo rmer was the moral norm of the rulers used to "prot ect peopl e"while " ri te"w as
the crit erio n o f the mo ral behavio r. Gui ded by this phi loso phy the Zhou rul ers 'a tt enti on was shif ted
f rom g ods and g hosts to t he reali ty a nd comm on peopl e, f ro m the theocracy to the autho ri ty of "
vi rtue"and "ri te". Co nf uci us inherit ed Duke Zhou 's philo sophy and his ow n philosophy of benev olence
w as t he dev elopment o f Duke Zho u 's philosoply o f "v ir tue"a nd " rit e".
〔Key words〕 Co nf uci us; Duke Zho u; philosophy of "v ir tue "a nd " rit e "; philosophy of benev ol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