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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乐记》）

“乐所以修内也 ，礼所以

修外也 。 礼乐交错于中 ，发形

于外 ，是故其成也怿 ，恭敬而

温文。 ”（《礼记·文王世子》）

礼乐教化 ，主要是和谐并

提升百姓的素养的。 礼乐之教

把天地精神 、人的性情与日用

伦常贯穿起来了。 礼乐的社会

功能 ，尤其是与法律 、政令相

配合 ，使社会和谐 。 礼乐之中

有秩序 、节度 、交往 、和谐的原

则与原理。 在“礼”这种伦理秩

序中 ，亦包含了一定的人道精

神、道德价值 。 荀子推崇 “礼 ”

为 “道德之极 ”、“治辨之极 ”、

“人道之极 ”，因为 “礼 ”的目的

是使贵者受敬 ， 老者受孝 ，长

者受悌 ，幼者得到慈爱 ，贱者

得到恩惠。 在贵贱有等的礼制

秩序中，含有敬、孝 、悌 、慈 、惠

诸德 ，以及弱者 、弱小势力的

保护问题。

“太上贵德 ，其次务施报 。

礼尚往来 ：往而不来 ，非礼也 ；

来而不往 ，亦非礼也 。 人有礼

则安 ，无礼则危 ，故曰 ‘礼者 ，

不可不学也’。 夫礼者，自卑而

尊人，虽负贩者 ，必有尊也 ，而

况富贵乎 ？ 富贵而知好礼 ，则

不骄不淫 ； 贫贱而知好礼 ，则

志不慑。 ”（《礼记·曲礼上》）

这一交往原理包含如下

内容 ：以德为贵 ，自谦并尊重

别人 ，讲究施惠与报答 ，礼尚

往来 。 无论富贵或贫贱 ，都互

相尊重 ，互利互惠 。 这里提到

对负贩 、贫贱等弱者的尊重和

对等的施报关系。 过去我们对

“礼不下庶人 ”的理解有误 ，据

清代人孙希旦的注释 ， “礼不

下庶人 ” 说的是不为庶人制

礼 ，而不是说对庶人不以礼或

庶人无礼制可行 。 古时制礼 ，

自士以上 ，如冠礼 、婚礼 、相见

礼等都是士礼 ，庶人则参照士

礼而行 ，婚丧葬祭的标准可以

降低 ，在节文与仪物诸方面量

力而行。

在社会治理上 ，儒家重视

道德教化，同时重视法治。 《王

制 》中也有刑罚制度的记录与

设计。 涉及在审案、判案、处罚

过程中如何审慎 、认真 ，避免

冤案 ，严格程序及对私人领域

的保护问题。

《周礼·地官司徒 》、 《王

制 》 中有关理念与制度安排

中 ，体现了中国先民的原始人

道主义 ， 体现了中华民族以

“仁爱 ” 为核心的价值系统与

人文精神 。 其中 ，有不少制度

文明的成果值得我们重视。 如

有关应对灾荒 、瘟疫 ，予以组

织化救助的制度 ，有关对老弱

病残 、鳏寡孤独 、贫困者等社

会弱者的尊重与优待的制度 ，

都是极有人性化的制度 ，且后

世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发展 ，

这都有类似今天的福利国家

与福利社会的因素。 有关颁职

事及居处 、土地 、赋税 、商业的

制度与政策中对老百姓权利

与福祉的一定程度的关注与

保证 ，有关小民的受教育权与

参与政治权的基本保障 ，有关

对百姓施以道德与技能教育

的制度 ，有关刑律制定与审判

案件的慎重 、程序化与私人领

域的保护方面等 ，也都涉及今

天所说的社会公平公正问题 。

只要我们用历史主义的观点

去省视 ， 同样是在等级制度

中 ，以我国先秦与同时代的古

希腊 、古印度 、古埃及的政治

文明相比照 ，则不难看出中国

政治哲学理念与制度中的可

贵之处 ， 这些资源至今还有

进一步作创造性转化的价值

与意义 ， 希望国人不要过于

轻视了 。

礼乐文明中

的道德理性

与君子人格

《表记 》讲以仁德为标准 。

《儒行 》 记载了孔子阐述儒者

的十六种高尚品行 ， 有温良 、

敬慎、宽裕 、逊接、礼节 、言谈 、

歌乐、散财等 ，皆以仁德为本 。

其中讲到澡身浴德 ， 特立独

行 ，见死而不更其守 ，可亲而

不可劫 ，可近而不可迫 ，可杀

而不可辱。

“儒有忠信以为甲胄 ，礼

义以为干橹 ，戴仁而行 ，抱义

而处。 ”儒者把忠信作为甲胄，

把礼义作为盾牌 ， 头戴仁而

行，怀抱义而居。

“儒有不宝金玉 ，而忠信

以为宝 ；不祈土地 ，立义以为

土地 ； 不祈多积 ， 多文以为

富。 ”儒者不以金玉为宝，而把

忠信当作宝贝 ； 不祈求土地 ，

而以道义作为立身之地 ；不祈

求多积财物 ， 而以学识广博 、

多才多艺作为富有。

“儒有今人与居 ，古人与

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适

弗逢世 ，上弗援 ，下弗推 ，谗谄

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 ，身可危

也，而志不可夺也。 虽危起居，

竟信（伸 ）其志 ，犹将不忘百姓

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 ”儒

者生活在现代 ，却与古人的意

趣相合 。 在现代社会的行为 ，

可以成为后世的楷模。 有君子

恰好生不逢时 ， 上面没人援

引 ，下面没人推举 ，谗佞谄媚

的人结伙陷害他。 虽然他的身

体可能危险 ， 志操却毫不动

摇 ，虽处险境 ，举动行事仍然

伸展自己的志向 ，念念不忘老

百姓的疾苦。 儒者的忧国哀民

的心就是这样的。

“儒有博学而不穷 ，笃行

而不倦 ；幽居而不淫 ，上通而

不困 ；礼之以和为贵 ，忠信之

美，优游之法 ；慕贤而容众 ，毁

方而瓦合。其宽裕有如此者。 ”

儒者广博地学习而无止尽 ，切

实地实行而不厌倦 ，隐居独处

时不淫邪放纵 ，上通国君被重

用而不会失态困窘 。 以礼待

人，以和为贵 ，有忠信的美德 ，

优游从容的风度 ，思慕贤人而

又包容众人，有时可以磨毁自

己 的 方 正 的 棱 角 而 依 随 众

庶 ，犹如房瓦之垒合 。 儒有的

宽厚容众就是这样的 。 熊十

力 、 钱宾四先生等都很重视

《儒行》。

《礼记 》中有关人的教养

与人格成长 ，特别是君子人格

的养成的智慧 ，体现了儒教文

明的特色 。 儒家教育是多样 、

全面的 ， 其内核是成德之教 ，

其目的是培养君子 ， 成圣成

贤 ，其方法是用礼乐六艺浸润

身心 ，以自我教育与调节性情

心理为主 ，其功能在于改善政

治与风俗 ，其特点是不脱离平

凡生活 ，知行合一 、内外合一

的体验 。 在当代建设现代社

会 ，培养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

过程中 ，尤其需要调动儒家修

养身心与涵养性情的文化资

源 。 忠信是礼的基本精神 ，义

理则是规矩仪式。

“先王之立礼也 ，有本有

文。 忠信 ，礼之本也 ；义理 ，礼

之文也 。 无本不立 ， 无文不

行。 ”（《礼记·礼器》）

“故礼义也者 ，人之大端

也 ，所以讲信修睦 ，而固人之

肌肤之会 ，筋骸之束也 ；所以

养生送死 ， 事鬼神之大端也 ；

所以达天道 、 顺人情之大窦

也。 故唯圣人为知礼之不可以

巳也。 故坏国 、丧家 、亡人 ，必

先去其礼。 ”（《礼记·礼运》）

《礼运 》强调礼对于人的

人格成长与治理国政的重要

性 。 礼的功用首在治理人情 。

“故圣人修义之柄 ，礼之序 ，以

治人情 。 故人情者 ，圣王之田

也，脩礼以耕之 ，陈义以种之 ，

讲学以耨之 ， 本仁以聚之 ，播

乐以安之 。 ”（同上 ）这里强调

礼为义之实 ， 义为仁之节 ，仁

是义之本 ，肯定 “治国不以礼 ，

犹无耜而耕也 ； 为礼不本于

义 ，犹耕而弗种也 ；为义而不

讲之以学 ， 犹种而弗耨也 ：讲

之於学而不合之以仁 ，犹耨而

弗获也 ；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

乐 ，犹获而弗食也 ；安之以乐

而不达於顺，犹食而弗肥也。 ”

（同上）

《礼运 》对于人的界定 ，如

前所述 ，是把人放在天地之中

的 。 尽管人是天地之最秀者 ，

但人是具有终极信仰的人 ，人

是在自然生态序列中的人。 同

时 ， 人又是治理的主要对象

（即“人情以为田 ，故人以为奥

也 ”）。 这里对人的界定 ，是以

礼义 、仁德为中心的 ，而人应

当是道德的人。 这里也强调了

作为治国之本的礼 ，而礼的规

范中 ，重要的是道德仁义的精

神。 《王制 》亦强调道德教化 ，

指出司徒之官的使命是节民

性与兴民德 ，推行六礼 、七教 、

八政。

《王制 》重视教化 ，强调

“节民性”与 “兴民德 ”，肯定人

文教化 ，发挥退休官员 、乡下

贤达的作用 ，运用射礼 、乡饮

酒礼等 ， 通过习礼对民众 、青

年进行持续不断的教化。

“司徒脩六礼以节民性，明

七教以兴民德， 齐八政以防淫，

一道德以同俗， 养耆老以致孝，

恤孤独以逮不足， 上贤以崇德，

简不肖以绌恶。 ”（《礼记·王制》）

司徒修习六礼 （冠 、 婚 、

丧 、祭 、乡饮酒和乡射礼 ），来

节制民众的性情 ， 讲明七教

（父子 、兄弟 、夫妇 、君臣 、长

幼、朋友 、宾客等伦理 ）来提高

人民的德行 ，整顿八政 （饮食 、

衣服、技艺 、器物品类 、长度单

位、容量单位 、计数方法 、物品

规格等制度和规定 ）来防止淫

邪 ， 规范道德来统一社会风

俗 ，赡养老人来诱导人民孝敬

长上 ，抚恤孤独的人来诱导人

们帮助贫乏的人 ，尊重贤能的

人以崇尚道德 ，检举 、摒除邪

恶 ， 实在是屡教不改的人 ，再

摒弃到远方 。 由此可见 ，王制

就是道德之治。

在人与自然 、 人与社会 、

人与人的交往关系 ，以及人自

身的身心关系方面 ，儒家有极

其重要的资源 ，尤其是 “推己

及人 ”、 “将心比心 ” 的 “恕

道 ”，“推爱 ”“推恩 ” 的方式 ，

值得珍视 。 “爱有差等 ” 是具

体理性 、实践理性 ，恰可证成

普爱 。 儒家强调主体性 ，特别

是道德的主体性 ， 但儒家人

己 、人物关系 ，是交互主体性

的 。 成己 、成人 、成物等是仁

心推扩的过程 。这对今天的人

际交往与文明对话有其积极

意义 。人的道德性尤表现为在

对自然物取用上的反思性 ，反

思贪欲 、占有欲 ，使人更加肯

定动植物自身的价值 ，成为宇

宙大家庭中自觉维护生态伦

理的成员 。人的道德性也表现

在社会治理上 ， 则更加尊重

庶民大众的权益 ， 予不利者

以最大的关爱 ，并有更多制度

的保障 ，促成社会的和谐 。 这

里包含了教育公平之于政治

公平的基础性 ，促使阶级阶层

间的合理流动 ，保证一定意义

上的社会公正 。这些都是礼学

的真义 。

礼乐文明的

现代意义

徐复观先生指出 ，中国之

所谓人文 ， 乃指礼乐之教 ，礼

乐之治。 《周易》的“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 ”， 实即是兴礼乐

以化成天下。 “儒家的政治，首

重教化 ；礼乐正是教化的具体

内容。 由礼乐所发生的教化作

用 ，是要人民以自己的力量完

成自己的人格 ，达到社会 （原

注：风俗）的谐和。 由此可以了

解礼乐之治 ，何以成为儒家在

政治上永恒的乡愁 。 ” （徐复

观：《中国艺术精神 》，《徐复观

全集》， 九州出版社，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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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先生指出 “礼乐 ”有三

方面功能或作用 。 第一 ，在政

治层面上 ， 人把人当人看待 ，

这是理解礼治的基础 。 第二 ，

在社会层面上 ，建立一个 “群

居而不乱 ”，“体情而防乱 ”，既

有秩序 ，又有自由的合理的社

会风俗习惯 。 第三 ，在个人修

养的层面上 ， “人的修养的根

本问题 ，乃在生命里有情与理

的对立。 礼是要求能得情与理

之中 ，因而克服这种对立所建

立的生活形态”。 “现代文化的

危机 ，根源非一 。 但人的情感

因得不到安顿以趋向横决 ；人

的关系 ，因得不到和谐 ，以致

于断绝 ， 应当也是主要的根

源。 我这时提出中国人文的礼

乐之教 ， 把礼乐的根源意义 ，

在现代中 ， 重新加以发现 ，或

者也是现代知识分子 ，值得努

力的课题之一。 ”（徐复观：《中

国思想史论集 》， 《徐复观全

集》， 九州出版社，2014 年，第

291?292 页） 徐先生此说值得

我们深思 ，我们的确需要重新

发现礼乐的现代价值。

关于 “礼乐 ”的意义 ，徐先

生说它包罗广大 ，其中之一乃

在于对具体生命中的情欲的

安顿 ，使情欲与理性能得到谐

和统一 ，以建立生活行为的中

道 。 更使情欲向理性升进 ，转

变原始性的生命 ，以成为 “成

己成物 ” 的道德理性的生命 ，

由此道德理性的生命 ，以担承

自己 ，担承人类的命运 。 这便

可以显出中国人文主义的深

度 ，并不同于西方所谓人文主

义的深度。 中囯人文主义与西

方人文主义确有其不同 ，中国

人文主义不是寡头的人文主

义 ，它不与宗教对立 ，不与自

然对立 ，不与科学对立 ，的确

邗 （上接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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