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其深度。

徐先生对于“礼教吃人”

说予以批评 ，指出 ：“即使在

封建时代 ，礼也是维系 ‘人

地 ’地位及人与人的合理关

系 ，而不是吃人的 。 封建的

宗法制度 ，主要靠亲亲与尊

尊两种精神 ；礼即是把两种

精神融合在一起 ，以定出一

套适切的行为规范。 这与由

法家只有尊尊而沒有亲亲的

精神所定出的秦代礼仪 ，绝

不相同 ，在实际上大大缓和

了政治中的压制关系。 汉儒

多反对叔孙通取秦仪以定汉

仪 ，而思另有所制作 ，其根

本原因在此。 ”（徐复观：《中

国思想史论集 》，《徐复观全

集 》， 九州出版社 ，2014 年 ，

第 287 页）

徐 先 生 认 为 ， “ 立 于

礼 ”，“约之以礼 ”，以礼来节

制人的性格与行为 ，以礼为

“为仁 ”的工夫 ，是孔子立教

的最大特色之一 。 “孔子的

后学 ， 由古礼以发现礼意 ，

即发现古礼中原有的精神及

可能发展出的精神 ，由此对

礼加以新评价 ， 新解释 ，以

期在时代中有实现个人 、社

会 、政治上合理生活方式的

实践意义 ， 作了长期的努

力 ；此观于大小戴 《礼记 》中

先秦的遗篇而可见 。 《春秋

三传 》 亦无不以礼为纲维 、

为血脉。 这不是其他各经所

能比拟的。 ”（徐复观：《中国

经学史的基础 》，《徐复观全

集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

2014 年，第 157 页。 ）汉承秦

代刑法 、官制之后 ，社会人

伦秩序出现一些问题 ，叔孙

通们的朝仪不可能解决这些

问题 ，因此西汉儒者 ，自贾

谊以降 ， 莫不继先秦儒者 ，

重新诠释礼乐 ，并借助礼乐

之教的推行 ， 补充刑法 、政

令的单面化 ， 发展民间社

会 ，调整政治 、社会与人生 。

在一定意义上 ， 礼乐是补

充 、调整 、改善单面的刑法

或政令的 。 此有助于文明

的建构与保护民间的道德

资源 。

儒学以仁义为道体 ，以

礼乐为路径 。 礼是民族 、国

家、社会、家庭的秩序。 以个

人言 ，守礼则文明 ，无礼则

禽兽 。 以群体言 ，隆礼则致

治 ，悖礼则致乱 。 乐是礼的

补充 。 礼治理身形 ，乐陶冶

性情 。 法律出于强制 ，礼则

出于人性之自然 ，靠人的良

知与社会习尚即可推行。 法

治无礼乐辅助 ， 则徒有具

文 。 民主无礼乐维系 ，则徒

增混乱。 如人人不知尊重他

人 ，亦不知尊重自己 ，又怎

能施行民主？礼的作用，在保

障人与人自由的界限， 人类

要求得自由， 不能离开礼与

礼乐。 礼与礼乐是从社会上

层到老百姓的行为方式。 西

方法律背后是基督教精神在

支撑在起作用， 中国新时代

法律背后一定要有本土文化

精神， 特别是长期积淀下来

并对公序良俗有滋润的儒家

礼乐文明来支撑来起作用。

“礼”具有秩序、节度、和

谐、交往四大原理。三礼之学

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

产，仍有其现代价值。礼让为

国， 安定社会， 消弭争夺战

乱，节制骄奢淫逸，是使人民

得以安居乐业的前提。 以一

定的规矩制度来节制人们的

行为，调和各种冲突，协调人

际关系， 使人事处理恰到好

处，是礼乐制度的正面价值。

这里有社会正义的意蕴 ，即

反对贫富过于悬殊。 一部分

人富起来了， 富了以后怎么

办？ 孔子讲“富而后教”，“富

而好礼”，讲教化、教养，反对

辅张浪费、夸财斗富，用今天

的话来说， 就是不要有土豪

的心态与做派。 目前我国的

大众文化渲染淫逸， 对社会

风气有极大的腐蚀作用 ，对

青少年的成长十分不利 ，而

文化批评的力量却格外薄

弱 。 这是值得我们检讨的 。

“礼”恰好是调节和治理我们

的欲望人情的。

就现代生活而言 ， 在外

在强制的法律与内在自律的

道德良知之间， 有很大的空

间， 即包含社会礼俗在内的

成文与不成文的生活规范 ，

这就是所谓“礼”。 古今社会

规范的差异不可以道里计 ，

但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 ，协

调群体 、乡村 、社区 、邻里的

关系，促成家庭与社会健康、

和谐、有序地发展，不能没有

新时代的礼仪文化制度 、规

矩及与之相关的价值指导 。

今天我们仍然面临提高国民

的文明程度的任务。 在这一

方面，礼学有深厚的资源。就

国家间的交往而论， 尽管周

秦之际的诸侯国与现代的民

族国家不可同日而语， 但互

利互惠、 和平共处的交往之

礼义，亦有可借鉴之处。

礼乐文明在社会与国家

治理方面，在人的精神安立、

安身立命方面的意义甚大甚

广，不可轻视。我们今天建设

新时代的礼与礼乐， 应以此

为目标。

（作者为武汉大学国学

院教授。 本文节选自作者在

2018 年 11 月 “礼学与中国

传统文化” 国际学术研讨会

上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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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的史学带有文化史学的特点，其选

题论域之要旨，实在我国古代的思想和制度。 ”

———《陈寅恪论稿》

讲演|学林

我研究陈寅恪迄今已二十

有五年 ， 整整四分之一世纪 。

出了三本书 ：一是 《陈宝箴和

湖南新政 》，2012 年故宫出版

社出版 ； 二是 《陈寅恪的学

说 》， 三联书店 2014 年出版 ；

三是本书 ， 《陈寅恪论稿 》，仍

为三联出版。 书中的篇章文字

系陆续写成 ，也大都在学术刊

物和报纸的学术版刊载过。 只

是整理成书是最近几年的事 。

因为同时也在研究其他课题 ，

所花时间比研陈多得多。 单是

研究马一浮就持续十有余年 。

由研马而进入宋学 ， 旁涉佛

学 ，又返归六经 ，时间更无法

计量。 何况还有多年来一直关

注的国学 ，以及学术史和思想

史的一些课题。

这种多头并进的研究方

法 ， 好处是不致忘记山外有

山 ，天外有天 ，而为一隅一曲

所局限。 不好处是，战线长，论

域多 ，出书慢 。 以至于一度常

不自觉地诵念一副对联 ： “终

年著述无一字 ，大患分明有此

身 。 ”当然也和六十初度时生

了一场大病有关。 熟悉我研究

状态的一位友人 ，一次打来电

话 ，问又叉到哪儿去了 。 我说

马一浮 。 他大笑 ，并问何时回

来。 显然指的是回到陈寅恪研

究 。 所幸无论我走到哪里 ，陈

寅恪的思想和精神 ，都不离不

弃地跟随着我的行程。 古今东

西的大师巨子 ，很少有像陈寅

恪这样 ，因读其书而受到透彻

的精神洗礼。 马一浮也是影响

我至深的学术大师 ， 相比之

下 ， 马的影响表现为潜移默

化 ，缓慢地润入心田 ，陈则是

隆隆作响的震撼 。 所以如此 ，

是由于陈寅恪的学说有一种

志不可夺的力量 。 “士之读书

治学 ，盖将以脱心志於俗谛之

桎梏 ，真理因得以发扬 。 ”“惟

此独立之精神 ， 自由之思想 ，

历千万祀 ， 与天壤而同久 ，共

三光而永光 。 ”试想这是怎样

的情致 ，何等的力量 。 百年以

来的现代学者中 ，没有第二人

能够与陈寅恪的这种精神情

致相比肩。

《陈寅恪的学说 》一书 ，主

要是梳理和还原陈氏学说体

系的内在结构 ，提出陈寅恪不

仅是大史学家， 而且是了不起

的思想家。 他的学说体系的构

成， 一是属于义理学维度的种

族与文化的学说， 二是属于考

据学范畴的陈氏阐释学 ，三是

属于词章学方面的佛典翻译和

文体论。 此三方面的内容构造

和研究旨趣 ，我在 《学说 》的第

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三个章

次， 作了重点分论与阐释。 余

者第一章为探讨陈氏学说形成

的个人经历和家世背景 ，第

二、 三章是还原其博学兼通的

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 ，第四章

系阐明 “中西体用” 的文化态

度在学说建构中所起的立基作

用。 最后的第八章，章题为“陈

寅恪学说的精神维度 ”， 意在

总括其秉持一生的 “独立之精

神 ，自由之思想 ”，如何令陈氏

学说闪现出照彻人文学领域的

永恒之光。 也许这就是此书出

版后， 一直受到读者青睐的缘

由吧。

《陈宝箴和湖南新政》则是

对义宁之学的一个专项研究 ，

尽力在汇拢爬梳翔实史料的基

础上， 再现陈寅恪的祖父陈宝

箴在其子陈三立的襄助下 ，引

领和推动 1895 至 1898 年湖南

维新运动的历史过程 ，以重构

当时从朝廷到湘省的复杂多变

的人物关系和当事人的心理结

构。全书共九章，第一章叙论陈

宝箴膺任湘抚前在季清社会所

扮演之角色，是为前论部分。第

二至第六章叙论湖南维新运动

的举措和展开。 第七章和第八

章论述湖南新政在戊戌之年的

机遇和挫折， 以及因慈禧政变

而遭遇失败。此七、八两章是为

该书的高潮部分， 时局的跌宕

变换所导致的人物关系的重组

和当时人的复杂微妙的心理活

动，此两章有具体而微的呈现。

最后的第九章， 特为考证陈宝

箴死因而作 ， 长四万余言 ，是

《新政 》篇幅最长的一章 ，有关

陈宝箴系慈禧密旨赐死的任何

蛛丝马迹的线索，都鲜有放过。

后来吾友陈斐先生又补充了一

条极为重要的新材料， 使得此

一疑案不致再有他解。 此一悲

剧事件， 对陈氏家族的打击极

为沉重，不止陈三立首当其冲，

大病几死， 当时只有十岁的未

来的史学家陈寅恪也受到心灵

的巨创。

现在呈献在读者面前的

《陈寅恪论稿》， 在性质上可作

为 《陈寅恪的学说 》的姊妹篇 。

如果说《学说》是对陈氏学说体

系内部构造的疏解 ，《论稿 》则

是对陈氏学说体系外部学术触

隆隆作响的震撼
刘梦溪

马一浮也是影响我至深的学术大师，相比之下，他的影响表现

为潜移默化，缓慢地润入心田，陈寅恪则是隆隆作响的震撼。

所以如此，是由于陈寅恪的学说有一种志不可夺的力量。

（下转 13 版） 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