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吴天明ꎬ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ꎮ

　
«学术界»(月刊)

总第 ２８８ 期ꎬ２０２２. ５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Ｎｏ. ５ Ｍａｙ. ２０２２

“大德”“小德”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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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阶级社会的治国之道ꎬ孔子认为只有两种:一是夏商周六君子的治国之道ꎬ聪明智慧ꎬ公道公平ꎬ
利人利己ꎬ君子获取私利的方式和尺度均符合公认的礼义准则ꎬ故其人为“知(智)者”ꎬ其行为“利仁”ꎬ其德为

“大德”ꎮ 二是春秋君子的治国之道ꎬ客观上或许利国利民ꎬ但主观上本质上均极其自私自利ꎬ愚蠢虚伪ꎬ主要表

现有四:或醉心于小名声小成绩小长处ꎬ或仅仅忠于职守ꎬ或恪守礼仪而不知大义ꎬ或仅仅修身齐家洁身自爱ꎬ故
其人为“君子而不仁者”ꎬ其行为“强仁”ꎬ其德为“小德”ꎮ “大德”方为万世不变的治国之道ꎬ“小德”虽可迷惑自

己和他人ꎬ却不可能真正治理国家ꎬ造福苍生ꎮ 以最近几千年中国治国实践而论ꎬ孔子所论不虚ꎮ
〔关键词〕君子道德ꎻ国家治理ꎻ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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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下为家”时代ꎬ〔１〕 君子道德有大小之

分ꎬ“大德”特指仁德君子造福苍生的治国之道ꎬ
“小德”特指自私自利、不仁不义君子的若干小长

处ꎬ孔子称后者为“君子而不仁者”ꎮ («论语宪

问»)这是孔子的见解ꎬ也是中国几千年来辨别

真假君子的基本标准ꎬ至今仍有重要理论意义和

实践意义ꎬ故需仔细辨析ꎮ

一、“大德”的本质特征和主要成因

国家治理固然无比复杂ꎬ原理却非常简单:
创造利益ꎬ分配利益ꎬ务必公道公平公正ꎮ 孔子

认为夏商周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的治国之

道就很简单:他们都想为自己谋取巨大而长远的

私利ꎬ但都明白一个挑战自私自利人类本性的道

理ꎬ君子必须与芸芸苍生结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

共同体ꎬ真心实意为苍生谋取公利ꎬ君子自己才

能顺利获取私利ꎬ而且获利尺度和方式都要符合

公认的礼义准则ꎬ苍生公利和君子私利才能都有

保障ꎮ 孔子称这种聪明智慧、利人利己的治国之

道为“己欲立而立人ꎬ己欲达而达人”ꎬ(«论语
雍也»)称赞六君子其人为“知(智)者”ꎬ其行为

“利仁”ꎬ其治国之道为“大德”ꎮ
孔子总结的六君子治国之道ꎬ与夏商周“天

下为家”的社会现实ꎬ与人类自私自利的天性ꎬ明
显有矛盾ꎮ 笔者认为ꎬ孔子所论六君子之道ꎬ既
与三代历史有关ꎬ又与三代历史无关ꎬ其实是孔

子熔铸了三代历史和自己的政治智慧、政治理

想ꎬ而设计出来的一种崭新的理想的治国之道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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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董仲舒的话来说ꎬ“孔子立新王之道”ꎮ〔２〕

下面先从三个方面ꎬ简单谈谈孔子所论六君

子之道ꎬ如何与三代历史有关ꎮ
其一ꎬ与民族融合的历史事实有关ꎮ 蒙文通

先生«古史甄微»、徐旭生先生«中国古史的传说

时代»均发现ꎬ中国新石器时代即已初步形成西

北羌戎、南蛮和东夷三大族系ꎮ 夏商周进入青铜

文明时代以后ꎬ〔３〕 华夏民族又进一步融合ꎬ例如

三代天王都分封五帝子孙做诸侯ꎬ商封夏人子

孙ꎬ周封夏商子孙ꎬ先秦文献均称“赏善”ꎬ案例

甚多ꎮ〔４〕华夏民族的大融合ꎬ除了与进入父系社

会ꎬ必须实行族外通婚有关以外ꎬ与黄河中下游

地势平坦、一望无际、土壤肥沃、气候适宜ꎬ非常

适合“刀耕火种”ꎬ〔５〕 非常有利于发展经济文化

的冲积平原关系密切ꎮ 春秋时代以前ꎬ许多氏族

部落先后都发展到这里ꎮ〔６〕但黄河冲积平原有两

个致命缺陷ꎬ一是黄河落差突然变小ꎬ水利水害

并存ꎻ二是无险可守ꎬ防范游牧民族抢掠是个难

题ꎮ 各氏族部落必须团结一心ꎬ守望相助ꎬ方可

享受黄河之利ꎬ避免黄河之害ꎮ 据«礼记明堂

位第十四»记载ꎬ三大族系在周初已大体融合为

华夏民族ꎮ〔７〕即使当时经济文化大大落后于华夏

的蛮夷戎狄ꎬ也与华夏多有血缘、地缘、语言、历
史文化、经济等方面的联系ꎮ〔８〕这就是说ꎬ六君子

治国其所以情愿公道公平ꎬ利人利己ꎬ重要原因

之一是ꎬ他们治理的其实大都是自己的亲族、戚
族〔９〕和邻居ꎮ «明堂位»记载ꎬ周公平定东夷叛

乱后ꎬ在明堂召见的天下诸侯ꎬ包括周家诸侯ꎬ古
老文明氏族的诸侯ꎬ蛮夷戎狄的诸侯ꎬ这说明当

时政治、军事已经统一ꎻ周公制作礼乐ꎬ〔１０〕 说明

当时政治、宗教、礼乐制度开始统一ꎻ周公统一度

量衡ꎬ说明当时经济开始统一ꎻ此外«国语鲁语

下»记载孔子祖先正考父找周太师校阅«商颂»
音律ꎬ«论语»记载孔子在正式场所说“雅言”ꎬ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平日说“吴侬软语”
的吴国公子季札欣赏用“雅言”演唱的“周乐”毫
无问题ꎬ可知周代推行普通话已久且成效卓著ꎬ
这是天下文化融合的重要证据ꎮ 这就是说ꎬ六君

子治理的主要是正在不断融合的亲族、戚族和邻

居ꎬ治理者与治理对象之间ꎬ正在逐步形成血缘、
地缘、经济、语言文字、历史文化、政治、军事上的

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ꎬ六君子治国具有公道

公平、利人利己的“大德”ꎬ并非完全不可理解ꎮ
其二ꎬ与商周实行宗法制、君子治理的平民

百姓大多是自己的远亲有关ꎮ 贵族妻妾众多ꎬ子
孙自然就多ꎬ为了有序传承权力和财富ꎬ防止父

子兄弟自相残杀ꎬ荼毒生灵ꎬ殃及自身ꎬ大约商朝

晚期开始尝试实行“宗法制”ꎬ规定每位贵族只

能有一位嫡妻ꎬ立一位宗子(通常是嫡长子)ꎬ宗
子才能继承君父的政治、宗教、经济权力ꎬ余子全

部下降一档分封ꎮ 周初再次确认ꎬ周公带头遵

守ꎬ这一制度一直影响到清末ꎮ 于是历代贵族的

绝大部分子孙ꎬ都被不断有序边缘化ꎬ并最终成

为平民百姓ꎬ宗法制遂成为影响中华民族几千年

的重要政治制度之一ꎮ 即以今天中国人口形势

而论ꎬ中华民族十几亿人ꎬ至今还在使用的姓氏

大约为两万四千个ꎬ其中大约八成人口的祖先ꎬ
历史上都曾经是大贵族ꎬ他们总共使用的姓氏大

概不会超过一百个ꎮ 这就是说ꎬ周代君子治理的

平民百姓ꎬ其实大多是自己的远亲ꎬ包括亲族和

戚族ꎮ 周史记载ꎬ朝堂宗庙不能决断之事ꎬ包括

立君、国危、迁都ꎬ最终都由“国人”决断ꎬ“国人”
就是一国首都及其郊区的平民百姓ꎬ〔１１〕 他们大

都是天王或诸侯的远房本家ꎬ他们不仅最终决断

国家大事ꎬ还是国家军队的主力ꎬ必要时他们甚

至愿意为国家而死ꎮ 所以六君子治国ꎬ比较注意

照顾自己的远亲“国人”的利益ꎬ与自私自利的

人性并非绝对矛盾ꎮ
其三ꎬ与三代君子明白只有认真“立人”“达

人”才能最终“立己”“达己”的道理、善于兼顾个

人私利与天下公利的聪明智慧有关ꎮ 大禹时代

即已进入青铜文明时代ꎬ社会自然财富大增ꎬ剩
余财产增多ꎬ于是人类的自私自利天性得以释

放ꎬ“天下为家ꎬ人人为己”ꎮ 在这种情况之下ꎬ
还要后世君子像尧舜那样毫不染指天下利益ꎬ已
不再可能ꎮ 大禹治水ꎬ启灭有扈ꎬ商汤灭桀ꎬ纣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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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ꎬ周武伐纣ꎬ周公摄政ꎬ固然有治理国家ꎬ造
福苍生的考虑ꎬ但未必就没有为自己和子孙后代

谋取私利的考虑ꎮ 三代仁德君子兼顾个人私利

和苍生公利的这种聪明智慧ꎬ为进入阶级社会以

后的中华民族开创了最伟大的政治传统ꎬ成为后

世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伦理学和政治哲学ꎮ
总之ꎬ黄河中下游广袤的冲积大平原极大地

促进了华夏民族的大融合ꎬ实行宗法制又让贵族

与平民不断有序分化ꎬ从而初步形成了天下一家

的政治格局、人口格局、地缘格局、经济格局和历

史文化格局ꎬ加上六君子聪明智慧ꎬ善于兼顾私

利和公利ꎬ故在治理国家时ꎬ自觉自愿、认认真真

地践行公道公平、利人利己的“大德”ꎬ与人类自

私自利的天性并非完全对立ꎮ
下面再简单谈谈孔子所论六君子之道ꎬ又如

何与六君子无关ꎬ与夏商周历史无关ꎬ更多的是

孔子根据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ꎬ根据人性自

私自利不可改变的本质特点ꎬ而设计的一种理想

的聪明的治国之道ꎮ
从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ꎬ三代未必尽如

孔子所描绘的那样美好ꎬ例如大禹商汤周武均传

子不传贤、启灭有扈、商汤灭桀、纣醢文王、周武

伐纣ꎬ«尚书»多有记载ꎬ孔子终身学习«虞书»
«夏书»«商书» «周书»ꎬ不可能不知道ꎮ 商人常

以异族战俘为奴并殉葬ꎬ偶尔亦用本族人口殉

葬ꎬ周代改用人偶殉葬ꎬ偶尔亦用活人殉葬ꎬ孔子

曾痛骂“始作俑者无后”ꎮ 殷末三仁均有志于治

理国家ꎬ造福苍生ꎬ而始终派不上用场ꎬ孔子曾受

此启发ꎬ创造了“恕道”ꎬ以作为六君子“忠道”的
重要补充ꎮ 这些事实都说明ꎬ孔子的“大德”理

论并非完全基于夏商周的历史事实ꎬ至少有一部

分基于孔子自己对国家治理理想状态的政治方

案设计ꎬ其目的并不是要忠实地还原三代历史ꎬ
而只是以三代历史为初步依据ꎬ按照自己的政治

智慧ꎬ给子孙后代设计一个理想的国家治理之

道ꎬ这就是托古改制ꎮ
为了论证自己的政治思想ꎬ孔子经常托古改

制ꎮ 例如他为了强化贵族之间君臣父子的政治

秩序和伦理秩序ꎬ一生反复提倡“三年之丧”ꎬ常
说三代上至天王下至庶人ꎬ莫不为至亲至尊守孝

三年ꎮ 其实夏人受天文历法的影响ꎬ丧期不可能

如此漫长ꎻ〔１２〕 三代庶民百姓要是也像贵族那样

守孝三年ꎬ全家恐怕早就饿死了ꎮ 周代贵族改造

了“三年之丧”ꎬ大大缩短了丧期ꎬ名字还是叫

“三年之丧”ꎬ就是因为尧舜商代贵族的“三年之

丧”ꎬ丧期实在太长ꎬ连贵族都受不了ꎮ 这也是孔

子按照“历史事实 ＋ 政治理想”的方式ꎬ托古改

制ꎬ论证自己政治思想宗教思想的可靠证据ꎮ〔１３〕

董仲舒很早就看出了孔子治国之道托古改

制的这一特点ꎬ所以他说ꎬ孔子所谓六君子聪明

智慧、公道公平、利人利己的治国之道ꎬ其实只是

“孔子立新王之道”而已ꎮ 这就是说ꎬ孔子根据

三代历史ꎬ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智慧ꎬ总结

并创造了六君子的治国之道ꎬ有部分历史事实作

依据ꎬ更熔铸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智慧ꎬ其
实是一种“新王之道”ꎮ 董氏所论ꎬ的确是非常

了不起的见识ꎮ
在孔子看来ꎬ天下为公的尧舜时代既然早已

一去不复返ꎬ天下为家既然已经不可逆转ꎬ任何

君子都不再可能完全不取私利ꎬ那么ꎬ君子只有

认认真真为国家民族、芸芸苍生谋取公利ꎬ才能

自然而然获取私利ꎬ获取私利时又要取之有度ꎬ
完全符合公认的礼义准则ꎬ这便是后世君子最聪

明最理想最有效的治理国家、造福苍生、利人利

己的办法ꎮ 孔子认为君子没有不想“立” 不想

“达”者ꎬ那么你先去“立人”“达人”ꎬ自己自然而

然也会“立”也会“达”ꎬ这就是孔子悟透人性ꎬ悟
透国家治理规律的结果ꎮ

汉朝至今ꎬ中国大多数时代的大多数国家治

理者ꎬ都能按照孔子倡导的聪明智慧、公道公平、
利人利己这一政治哲学治理国家ꎬ并大都取得了

成功ꎬ从而使中华民族长期处在世界前列ꎻ而那

些拒不按照孔子创造的六君子之道治理国家ꎬ不
顾苍生死活、国家兴亡ꎬ极端自私自利、虚伪愚蠢

的君子ꎬ则无不下场悲惨ꎬ国家苍生亦随之遭殃ꎮ
中国历史已经反复证明ꎬ孔子总结并创立的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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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治国之道ꎬ的确是“天下为家”时代最好的治

国之道ꎮ

二、“小德”的具体内涵和自私本质

仁德君子“大德”的本质属性、主要成因、理
论意义和实践意义ꎬ上文已作简要论述ꎮ 其他君

子有哪些“小德”ꎬ本质属性如何ꎬ孔子为何称之

为“君子而不仁者”ꎬ孔子师徒也作了理论总结ꎮ
孔子师徒认为ꎬ大体而论ꎬ春秋君子有四种特别

迷惑自己和别人的“小德”ꎬ均与君子巧妙牟取

个人家族私利有关ꎬ而与造福苍生、治理国家无

关ꎮ〔１４〕

其一ꎬ君子醉心于自己的小成绩小长处小名

声ꎬ但对治理国家、造福苍生没有任何兴趣ꎮ
周人常将君子与小人〔１５〕 对比ꎬ概而言之ꎬ君

子小人的差别主要体现在经济地位、政治地位、
受教育状况、政治理想人生追求四个方面ꎮ 四者

都高的就是君子ꎬ四者都低的就是小人即平民百

姓ꎬ具体指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和在官府打杂的

下等人ꎮ 小人生存艰难ꎬ时刻担忧自己的生存ꎬ
无心治国ꎬ可以理解ꎮ 不过ꎬ许多君子的政治理

想和人生追求ꎬ事实上也与平民相似ꎬ即使国家

再乱ꎬ苍生再苦ꎬ只要自己的采邑安宁ꎬ家族的日

子好过ꎬ也就得过且过ꎬ所以孔子将夏商周春秋

君子分作两类:仁德君子和不仁不义的君子ꎬ也
就是有公道公平、利人利己、治理国家“大德”的
君子ꎬ和没有“大德”ꎬ仅仅略有小善ꎬ还自以为

是的君子ꎮ 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ꎬ未有

小人而仁者也ꎮ”(«论语宪问»)这个“仁”与子

夏“大德”的概念一致ꎬ都用了“仁”的狭义ꎬ并不

是说不仁不义的君子和平民百姓都一无是处ꎬ只
是说他们没有治理国家ꎬ造福苍生ꎬ利人利己的

“大德”而已ꎮ 贵族身上多少总有些长处ꎬ如果

泛泛而论ꎬ也可称为“仁”ꎬ不过只是“小仁” “小
德”而已ꎮ 如: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 或乞醯焉ꎬ乞诸

其邻而与之ꎮ”(«论语公冶长»)
微生高ꎬ«庄子»«战国策»均记作“尾生高”ꎬ

他最有名的故事ꎬ一是本章所记载讨醋的故事ꎬ
二是说他与一女子相约在桥下见面ꎬ久等女子不

至ꎬ水涨很高仍不走ꎬ最终被淹死ꎮ 微生高当时

大概在坊间的名声很大ꎬ其名声又反过来绑架了

他ꎬ使他太在意自己的小名声ꎬ所以做出本章所

记这样非常可笑的事来ꎮ 孔子认为ꎬ“君子贞而

不谅”ꎬ(«论语卫灵公»)微生高与女人约会守

信而死ꎬ而不是为追求“大德”ꎬ为帮助天下苍生

国家民族而奋斗到死ꎬ也只是刻板迂腐、不知轻

重的可笑行为ꎬ并不是真正的仁德君子ꎬ并不值

得称道ꎮ
子夏为莒父宰ꎬ问政ꎮ 子曰:“无欲速ꎬ

无见小利ꎮ 欲速ꎬ则不达ꎻ见小利ꎬ则大事不

成ꎮ”(«论语子路»)
很显然ꎬ“大利”指苍生之利ꎬ“大事”指治国

之事ꎻ“小利”指君子个人之利ꎬ“小事”指君子闻

达天下之事ꎮ 孔子去世后ꎬ守孝期满ꎬ子夏就离

开鲁国ꎬ远赴西河ꎬ担任了魏文侯的公卿ꎮ 但孔

子在世时ꎬ子夏还只是鲁国的一个小小的乡邑大

夫ꎬ也就是县长ꎬ孔子却要求他追求治理国家ꎬ造
福苍生的“大德”ꎮ

孔子评价他人是否为“仁”ꎬ标准只有一个ꎬ
就是是否有治理国家ꎬ造福苍生的“大德”ꎬ他评

价帐下弟子均采用了同一个标准: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ꎮ”子曰:“焉用佞?

御人以口给ꎬ屡憎于 人ꎮ 不 知 其 仁ꎬ 焉 用

佞?”(«论语公冶长»)
孟武伯问: “子路仁乎?” 子曰: “不知

也ꎮ”又问ꎬ子曰:“由也ꎬ千乘之国ꎬ可使治其

赋也ꎬ不知其仁也ꎮ”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ꎬ千室之邑ꎬ百

乘之家ꎬ可使为之宰也ꎬ不知其仁也ꎮ”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ꎬ束带立于朝ꎬ

可使与宾客言也ꎬ不知其仁也ꎮ”(«论语公

冶长»)
仁德君子深知治国艰难ꎬ故均“敏于事而慎

于言”ꎬ(«论语学而»)“言之不出ꎬ耻躬之不逮

也”ꎬ(«论语里仁»)“讷于言而敏于行”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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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里仁»)但却不可以反推ꎬ将所有言辞木讷

者均视作有“大仁大德”者ꎮ 冉雍言辞木讷ꎬ并
非巧言令色之辈ꎬ固然是其长处ꎻ子路有治理大

国的才能ꎬ〔１６〕却并无治国理想和实际行动ꎻ冉求

之才可以治理一个采邑(县)ꎻ公西赤之才可以

参与国家外交ꎬ但他们都没有矢志不渝治理国家

的伟大理想和躬亲实践ꎬ因此他们都不是真正的

仁者ꎮ 三个“不知其仁”ꎬ都是“不仁”的婉辞ꎮ
这里孔子所谓“仁”ꎬ也用其狭义ꎬ仅仅指治理国

家ꎬ造福苍生的“大仁大德”ꎮ 从孔子对四位弟

子的评价中可以看出ꎬ孔子认为ꎬ仁德君子应像

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那样ꎬ治理国家ꎬ造福

苍生ꎬ公道公平ꎬ利人利己ꎬ有“大仁大德”ꎬ做真

正的仁者ꎮ 君子的些许长处ꎬ些许成绩ꎬ些许名

声ꎬ与“仁”这种“大德”相去甚远ꎬ故不可轻许为

“仁”ꎮ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

曰:“吾以子为异之问ꎬ曾由与求之问ꎮ 所谓

大臣者ꎬ以道事君ꎬ不可则止ꎮ 今由与求也ꎬ
可谓具臣矣ꎮ”

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ꎬ
亦不从也ꎮ”(«论语先进»)

仲由先后做过鲁国上卿季康子、卫国上卿孔

悝的总管ꎬ〔１７〕按照春秋礼制ꎬ同时也先后是两国

朝廷的大夫ꎮ 冉求ꎬ«雍也篇» «子路篇»均尊称

他为“冉子”ꎬ说明他也做了华夏大国的公卿ꎬ自
然也是大臣ꎮ〔１８〕 但孔子为何说他们都只是做具

体工作的“具臣”ꎬ而当不了“大臣”呢? 因为他

们都不能像真正的大臣那样“以道事君ꎬ不可者

止”ꎬ这个“道”就是“大仁大德大道”ꎬ就是治理

国家、造福苍生之道ꎮ 可见孔子认为ꎬ“大臣”之
“大”ꎬ是责任重大ꎬ使命重大ꎮ 虽然担任了大

臣ꎬ但事实上只能为国家做点具体工作ꎬ这样的

君子只有“小德”而无“大德”ꎬ只是“具臣”而不

是“大臣”ꎮ
子曰:“君子不器ꎮ”(«论语为政»)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 子曰:“女ꎬ器

也ꎮ”曰:“何器也?”曰“瑚琏也ꎮ” («论语

公冶长»)
子夏曰:“虽小道ꎬ必有可观焉ꎬ致远恐

泥ꎬ是以君子不为也ꎮ”(«论语子张»)
百工制作的所有手工业品均可谓之“器”ꎮ

中国百工制度起源甚早ꎬ手工业非常发达ꎮ «史
记五帝本纪»记载ꎬ舜帝时代就有主管天下百

工的长官ꎬ名曰“垂”(亦作倕)ꎮ 据«左传»记载ꎬ
周代所有的方国均有主管百工的长官ꎬ华夏列国

均谓之“工正”ꎬ楚国谓之“工尹”ꎬ都是工业部长

的意思ꎮ 百工制作的器物虽然“可观”ꎬ但君子

却不能致力于此ꎬ君子的天职是治理国家ꎬ造福

苍生ꎬ而不是做某个具体领域的专家ꎬ故周代文

献把君子的些许长处、些许优点均比作“器”ꎬ要
求“君子不器”ꎬ要求君子“致远”ꎮ

其二ꎬ官员仅仅忠于职守ꎬ而不对国家尽责ꎬ
不为苍生谋利ꎮ

官员有职守ꎬ忠于职守ꎬ做好本职工作ꎬ做一

个正人君子ꎬ这是对官员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ꎬ
却不是全部的要求ꎬ更不是最高的要求ꎮ 君子如

果仅仅忠于职守ꎬ却无意于治理国家ꎬ造福苍生ꎬ
则只有“小德”而已ꎬ并无“大德”可言ꎬ并不是真

正的仁德君子ꎬ而只是“君子而不仁者”ꎮ 例如: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ꎬ无喜

色ꎻ三已之ꎬ无愠色ꎮ 旧令尹之政ꎬ必以告新

令尹ꎮ 何如?”子曰:“忠矣ꎮ”曰:“仁矣乎?”
曰:“未知ꎬ焉得仁?”

“崔子弑齐君ꎮ 陈文子有马十乘ꎬ弃而

违之ꎮ 至于他邦ꎬ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ꎮ’
违之ꎮ 之一邦ꎬ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ꎮ’
违之ꎮ 何如?”子曰:“清矣ꎮ”曰:“仁矣乎?”
曰:“未知ꎬ焉得仁?”(«论语公冶长»)

孔子称赞楚国令尹子文“忠”ꎬ只是说他忠

于职守ꎬ与“忠恕”之道的“忠” 〔１９〕 含义不同ꎮ 齐

君荒淫无道ꎬ崔子忍无可忍ꎬ最终弑君ꎮ 陈文子

身为朝廷大臣ꎬ上不能匡君ꎬ下不能讨逆ꎬ眼睁睁

地看着国家混乱不堪ꎬ朝纲不正ꎬ只是自我放逐ꎬ
充其量只能算与昏君逆臣划清界限ꎬ为人为臣清

清白白而已ꎬ故孔子只说他“清”ꎬ而远远不能算

—７１１—

“大德”“小德”辨



“仁”ꎮ 这里两个“焉得仁”都是“焉得称之为仁”
的意思ꎮ 可见孔子认为ꎬ大臣仅仅忠于职守ꎬ为
人正直ꎬ清清白白ꎬ却无意于治理国家ꎬ并无“大
德”ꎬ只有“小德”而已ꎬ不算真正的仁德君子ꎬ不
值得称道ꎮ

其三ꎬ仅仅恪守礼仪细节ꎬ却并不按照“君
君ꎬ臣臣ꎬ父父ꎬ子子” («论语颜渊»)的大礼ꎬ
治理好国家ꎮ

夏商周春秋四代的政治规矩和宗教规

矩ꎬ〔２０〕春秋文献笼统称之为“礼” “周礼”ꎬ虽然

涉及天人关系、华夷关系、贵族平民关系等ꎬ但主

要是规范贵族内部的君臣父子关系ꎬ也就是明确

贵族的政治地位和宗教地位ꎬ规范他们对国家的

政治责任和获利行为ꎮ 周礼的核心精神有二ꎬ一
是君子的政治身份和宗教身份必须等级分明ꎬ井
然有序ꎬ获利方式和尺度必须取之有度ꎬ不可僭

越ꎻ二是君子均有治理国家、造福苍生的无限责

任ꎬ不受任何地位、身份的限制ꎮ〔２１〕 用现代话说ꎬ
就是有限的权力和利益ꎬ无限的责任和担当ꎬ这
种核心精神才谓之“礼”“周礼”ꎮ

为了界定君子的政治地位、宗教地位ꎬ〔２２〕 于

是就有繁琐无比多如牛毛经常叫人发懵的

“仪”ꎮ〔２３〕“礼”的内涵和本质相当稳定ꎬ许多政

治规矩至今未变ꎬ如今党和政府、人民群众对党

员领导干部的要求ꎬ本质上就是有限的权利ꎬ无
限的责任ꎮ “仪”则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环境

的变化而随时发生变化ꎮ 但在政治实践中ꎬ许多

君子却往往只注重“仪”而忽略“礼”ꎮ 例如鲁昭

公出访晋国时ꎬ一举一动无不中规中矩ꎬ晋侯啧

啧称赞ꎬ以为知礼ꎮ 晋国大臣却不以为然:诸侯

要实际掌握国家权力ꎬ切实履行国君对国民的义

务ꎬ而鲁国“三桓”实际控制国家ꎬ已历数世ꎬ昭
公并无任何举措ꎬ使国家恢复政治秩序ꎬ这怎么

能算知礼呢? 又如:
子曰:“礼云礼云ꎬ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

云ꎬ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
本章孔子教导弟子ꎬ“礼乐”的关键是要理

顺君臣父子的政治关系、伦理关系ꎬ而不是在“玉

帛”“钟鼓”这些具体的礼器礼仪上ꎬ君子只是要

借助这些礼器礼仪礼乐ꎬ按照周礼确认自己应处

的位置ꎬ“君君ꎬ臣臣ꎬ父父ꎬ子子”ꎬ如此而已ꎮ
如果只注意礼器礼仪礼乐的形式ꎬ而忘了“礼”
的本质ꎬ那就是为了手段ꎬ忘了目的ꎮ

子曰:“麻冕ꎬ礼也ꎻ今也纯ꎬ俭ꎬ吾从众ꎮ
拜下ꎬ礼也ꎻ今拜乎上ꎬ泰也ꎻ虽违众ꎬ吾从

下ꎮ”(«论语子罕»)
周人编织礼帽要用 ２４００ 根线ꎬ〔２４〕 麻线便宜

但太粗ꎬ容易把礼帽编得太大ꎬ没有办法戴ꎬ编织

起来非常费时ꎬ所以礼帽反而价格昂贵ꎻ蚕丝原

材料较贵ꎬ但编织容易ꎬ省时省力ꎬ所以礼帽反而

便宜ꎮ 以前君子多戴麻线礼帽以示节俭ꎬ谁知现

在反而花费更多ꎬ所以孔子赞成大家对具体的礼

仪进行改革ꎬ改戴制作方便、价格低廉的蚕丝礼

帽ꎮ 贵族戴什么质地的礼帽ꎬ不是要紧的事情ꎬ
所以孔子觉得无所谓ꎮ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ꎬ慎而无礼则葸ꎬ
勇而无礼则乱ꎬ直而无礼则绞ꎮ 君子笃于亲ꎬ
则民兴于仁ꎻ故旧不遗ꎬ则民不偷ꎮ” («论

语泰伯»)
按照周礼ꎬ君子为官应该恭恭敬敬ꎬ认真工

作ꎬ所谓“出门如见大宾ꎬ使民如承大祭” («论

语颜渊») 是也ꎻ战争事关天下兴衰ꎬ国家存

亡ꎬ将士死生ꎬ君子应该谨慎小心ꎬ不可“暴虎冯

(凭)河”ꎬ应该“临事而惧ꎬ好谋而成”ꎻ(«论语
述而»)君子应该效法商汤周武ꎬ“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ꎮ 但若不能真正理解“礼”的本质ꎬ只知道

亦步亦趋遵守礼仪的细节ꎬ就会带来“劳” “葸”
“乱”“绞”等一系列的问题ꎮ

其四ꎬ君子仅仅洁身自爱ꎬ修身齐家ꎬ而不顾

国家兴亡ꎬ苍生疾苦ꎮ
君子有采邑ꎬ经济上很富有ꎬ政治上又身居

高位ꎬ均受过良好教育ꎬ却不管国家成败、百姓生

死ꎬ只顾一己私利ꎬ仅仅做一个正人君子ꎬ并非真

正的仁德君子ꎬ没有“大仁大德”ꎬ也是“君子而

不仁者”ꎮ
宪问耻ꎮ 子曰: “邦有道ꎬ谷ꎻ邦无道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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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ꎬ耻也ꎮ”
“克、伐、怨、欲不行焉ꎬ可以为仁矣?”子

曰:“可以为难矣ꎬ仁则吾不知也ꎮ”(«论语
宪问»)

“克、伐、怨、欲不行”ꎬ说明君子的个人修养

相当不错ꎬ但仅此而已ꎬ并非“大仁大德”ꎮ “仁
则吾不知”是“不仁”的婉辞ꎮ 中国从宋朝开始

出现一股很不好的风气ꎬ君子只顾洁身自爱ꎬ谋
求心理上的所谓完美无缺ꎬ而对国家兴亡、民生

疾苦缺乏兴趣ꎮ 表面上看ꎬ他们好像是正人君

子ꎬ但按照孔子的观点ꎬ这样的君子只是“君子而

不仁者”ꎮ 不管他们如何自我吹嘘所谓“心性之

学”ꎬ〔２５〕他们本质上只关心自己ꎬ不关心天下苍

生ꎬ只讲私利ꎬ不讲公利ꎬ只重视所谓内心世界ꎬ
不重视建功立业ꎬ这是确定无疑的ꎮ 而且这种洁

身自爱的风气ꎬ又与繁琐无比的礼仪结合起来ꎬ
到了明清时代甚至演变成了假道学ꎬ伪君子ꎬ贻
害天下不浅ꎬ至今国家仍然深受其害ꎮ

“君子而不仁者”的以上四种“小德”ꎬ虽然

表象各异ꎬ程度不同ꎬ但有三个共同特点:
一是孔子所举都是春秋君子的例子ꎬ三代君

子的例子一个都没有ꎮ 这说明孔子对春秋君子

的道德水平有一个基本判断:真正愿意治理国

家、造福苍生的仁德君子很难见到ꎬ〔２６〕 略有小善

还自以为“仁德”的“君子而不仁者”倒不少ꎮ
二是这些假君子都多少有些长处ꎬ泛泛而

论ꎬ亦可勉强称之为“仁”ꎬ不过都只是“小仁小

德”而已ꎬ本质上都极其自私自利ꎮ
三是君子的无数“小德”ꎬ均与仁德君子治

理国家、造福苍生的“大德”毫无关系ꎬ也不可同

日而语ꎮ 由于上述四种“小德”毕竟也是小善ꎬ
很容易让那些自私自利、胸无大志、没有公心的

君子ꎬ陷入自我欣赏、自我迷恋之中ꎬ甚至有意欺

世盗名ꎬ所以孔子反复告诫帐下弟子ꎬ不要被这

些“小仁小德”弄得晕头转向ꎬ不要为此而沉醉

其中ꎮ 孔子所谓“小不忍ꎬ则乱大谋”ꎬ(«论语
卫灵公») 这个“小” 主要指上述四种 “小仁小

德”ꎻ〔２７〕“大谋”则指仁德君子治理国家ꎬ造福苍

生的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ꎮ «贞观政要»尝云:
“小仁者ꎬ大仁之贼也”ꎬ这是对孔子“小不忍ꎬ则
乱大谋”的很好解释ꎮ

“君子而不仁者”的“小德”的具体内涵和本

质属性ꎬ大约如上ꎮ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ꎬ孔子一派还认为ꎬ仁德

君子亦有“大德” “小德”之分ꎬ他们在“大德”上
会毫不含糊ꎬ但在“小德” 上也会犯错误ꎬ有缺

点ꎮ 这很容易与“君子而不仁者”的“小德”问题

混淆ꎬ所以需要辨析一二ꎮ 仁德君子也是常人ꎬ
自然会犯错误ꎬ有缺点ꎮ 姑且不论不知提前防范

兄弟管叔、蔡叔谋反ꎬ以致一度使周家天下风雨

飘摇的武王、周公ꎬ和贪得无厌、僭越礼制的管

子ꎬ(«论语八佾» «论语宪问»)孔子自己就

是一个典型的例子ꎮ 孔子一度急于为官ꎬ甚至曾

想到鲁国叛臣公山弗扰和晋国叛臣佛肸那里去

做官ꎬ(«论语阳货»)这类语录«论语»照收不

误ꎮ〔２８〕 后世学者或责怪曾子门徒不该把这两章

编进«论语»ꎬ以致损害了圣人的形象ꎬ或辩解说

孔子只是为了试探弟子而已ꎬ并非真想去叛臣那

里ꎮ 其实两种说法均不可取ꎮ 鲁国吴国为兄弟

之国ꎬ鲁昭公娶吴女为妻ꎬ违反了“同姓不婚”的
周礼ꎬ孔子不得不“为尊者讳”ꎬ硬着头皮说鲁昭

公“知礼”ꎮ 当他知道自己因此被陈司败批评之

后ꎬ坦然接受批评ꎬ而且高兴地说:“丘也幸ꎬ苟有

过ꎬ人必知之ꎮ” («论语述而»)弟子子游做了

鲁国武城大夫ꎬ用礼乐教育当地人民ꎬ孔子戏称

“割鸡焉用牛刀”ꎬ但当子游正色以对时ꎬ孔子连

忙认错ꎮ («论语阳货»)孔子弟子亦如此ꎬ宰
我、冉求、子贡、子路等都被孔子责骂过ꎬ弟子都

认为老师骂得好ꎬ都把老师骂自己的话记录下

来ꎬ并且都交给曾子师徒ꎬ最后都被收入 «论

语»ꎬ流传后世ꎮ〔２９〕 «论语»的记录者和编辑者们

这样记录和编辑孔子师徒的语录ꎬ反映了孔门一

个基本观点ꎬ真正的仁德君子ꎬ“大德不逾闲ꎬ小
德出入可也”ꎮ 仁德君子“小德”可能会有“出
入”ꎬ但“大德”不可能也不应该“逾闲”ꎻ而“君子

而不仁者”的“小德”可能完美ꎬ却完全没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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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可言ꎮ
春秋战国时代列国纷争ꎬ故孔子创造的“新

王之道”备受冷落ꎮ 及至大汉ꎬ国家一统ꎬ需要长

治久安ꎬ永续发展ꎬ而董仲舒又发现孔子治国之

道的确聪明智慧、公道公平、利人利己ꎬ于国于

民、于当今于后世均极其有利ꎬ故力主推荐之ꎮ
汉武帝接受了董子的提议ꎬ此后孔子治国之道ꎬ
遂成为大汉至今国家治理的核心理论ꎬ中华民族

最近两千多年来整体上能够长足发展ꎬ领先世

界ꎬ与孔子治国之道应有密切关系ꎮ
治国之道是中国最古老而又最年轻的学问ꎬ

五帝三代草创ꎬ孔子总结创新ꎬ战国至今不断发

展ꎬ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理论核心ꎬ又是政教

文史哲法等许多衍生学科的理论渊薮和指导思

想ꎮ 因此ꎬ准确地把握孔子治国之道的理论精

髓ꎬ对推动相关学科的发展ꎬ其意义之重大ꎬ亦不

可小觑ꎮ

注释:
〔１〕“天下为公”时代君子完全无私、至善至美的尧舜治国

之道ꎬ孔子称之为“至德”ꎬ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ꎮ 详见吴天

明:«六代道德论»ꎬ«中州学刊»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ꎮ 此外梁启超先

生所谓“大德”“小德”ꎬ世人所谓“道德”“不道德”ꎬ均指普通公

民的行为规范ꎬ与君子治国之道完全不同ꎬ不可同日而语ꎮ
〔２〕详见«春秋繁露玉杯篇»ꎮ 立ꎬ创立ꎻ新王之道ꎬ谓孔

子所论六君子之道并非完全基于三代历史事实ꎮ
〔３〕夏代青铜器实物尚待发现ꎮ «孟子»记载战国尚存“禹

之声”ꎬ说明大禹时代即已进入青铜文明时代ꎮ
〔４〕李亚农先生对周代分封诸侯的情况有非常深入细致的

研究ꎬ详见«西周与东周»第二章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５６

年ꎬ第 １６ － ２２ 页ꎮ 该书关于奴隶制的论述ꎬ断不可从ꎬ超越本文

主旨ꎬ恕不赘述ꎮ

〔５〕大体而论ꎬ石器铜器时代西北羌戎东夷南蛮多往黄河中

下游冲积平原移民ꎬ春秋铁器时代从黄河冲积平原向四方移民ꎮ
黄河上游干旱ꎬ其他地方的粘性黄土石器铜器无法耕作ꎬ黄河冲

积平原最适合刀耕火种ꎬ故五帝三代各族均往黄河冲积平原发

展ꎮ 钢铁锋利坚韧廉价ꎬ可以开垦所有土地ꎬ而这时黄河冲积平

原已经相当拥挤ꎬ国家多而国土小ꎬ故春秋时代先人开始向四面

八方移民ꎬ同时把“雅言”等带到四面八方ꎮ
〔６〕«孟子»称ꎬ舜帝、周文王等都本为蛮夷ꎬ先后发展到黄

河冲积平原ꎬ“先圣后圣ꎬ其揆一也”ꎮ 夏商周先后封建五帝之

后ꎬ都是就地册封ꎬ而五帝子孙多在黄河冲积平原ꎮ 这与孟子之

说可以互相佐证ꎮ
〔７〕近代史家断定华夏民族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ꎬ有两个并

不成立的理论预设:一是蛮夷戎狄一旦融入华夏民族ꎬ就永远是

华夏———这没有考虑到民族融合常常反复的特点ꎮ 据«礼记
明堂位第十四»ꎬ周初ꎬ蛮夷戎狄即已融入华夏ꎬ但随着西周灭

亡ꎬ华夏无主ꎬ蛮夷戎狄遂自外于华夏ꎮ 后世李唐皇室本是汉

人ꎬ但南北朝时期曾长期胡化ꎬ后又汉化ꎮ 明清时代许多汉族成

为“少数民族”ꎬ“少数民族”成为汉族ꎬ新中国成立以后进行民

族识别时所认定的“少数民族”ꎬ其实许多本都是汉族ꎬ案例比比

皆是ꎮ 二是传世文献上出现“华夏” “华” “夏” “诸华” “诸夏”
“中国”字样ꎬ华夏民族才形成———这样指称:一没有考虑到民族

有自在阶段和自觉阶段之别ꎬ自在阶段未必自知为华夏ꎬ自觉阶

段才自知ꎬ而自觉阶段大多发生在民族大难之后ꎬ如华夏亡方知

华夏ꎬ汉亡自知为汉ꎬ唐亡自知为唐等等ꎮ 这是历史通例ꎻ二没

有充分考虑到文字、记录材料、图书出版的特点ꎮ 西周末期春秋

初期才进入钢铁文明时代ꎬ钢铁工具才可能加工“方策”ꎬ“方

策”之类文献才可能出现ꎮ 早先陶器、甲骨、青铜器记载的文献

很少ꎬ且多被埋于地下以讨好鬼神ꎬ出土与否则受到许多不确定

因素的影响ꎮ 根据古代文字、书写材料、书写方式的变化和«明

堂位»的记载推断ꎬ华夏民族在周初即已初步形成ꎬ后因西周灭

亡ꎬ华夏无主ꎬ融入华夏不久的蛮夷戎狄遂自外于华夏ꎬ恢复丛

林本色ꎮ 后经春秋战国反复融合ꎬ蛮夷戎狄大多再度融入华夏ꎬ
汉代以后仍然常有反复ꎮ

〔８〕据王国维«观堂集林鬼方昆夷猃狁考»考证ꎬ夏商周

时代ꎬ蛮夷戎狄与华夏民族多有血缘、地缘、经济、文化联系ꎮ
«左传»记载ꎬ春秋时代华夏诸国首都城外ꎬ几乎均有蛮夷戎狄长

期居住的村落ꎬ只要登上首都城楼即可一眼看见ꎮ 想必三代也

当如此ꎮ 华夏与蛮夷戎狄的区别标准ꎬ主要是经济文化ꎬ三代多

有华夏而成为蛮夷戎狄ꎬ蛮夷戎狄而成为华夏者ꎬ分分合合ꎬ常

无一定ꎬ二者之间本有很复杂的联系ꎮ
〔９〕周代文献记载ꎬ周代诸侯几百个ꎬ周天王总称同姓诸侯

为“伯父”“叔父”ꎬ称异姓诸侯为“伯舅” “叔舅”ꎮ 诸侯称大夫

亦然ꎮ 这说明周家天下主要是周家亲族和戚族的天下ꎬ天王诸

侯治理的主要是自己的亲族和戚族ꎮ
〔１０〕«左传文公十八年»称“先君周公制«周礼»”ꎬ与«闵

公二年»«明堂位»的记载暗合ꎮ «左传»记载ꎬ春秋君子言必称

«礼»«周礼»ꎬ当指周公«周礼»ꎮ 该书后世失传ꎬ传世«周礼»乃

孔子徒子徒孙所著ꎮ
〔１１〕根据周代传世文献ꎬ“国”有二义ꎬ一指国家ꎬ二指国都

(含首都城市和郊区)ꎬ其他城市则不称“国”而称“都”ꎬ案例比

比皆是ꎮ
〔１２〕详见吴天明:«七夕五考»ꎬ«中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 年第 ３ 期ꎮ
〔１３〕详见吴天明:«孔孟倡导三年之丧的政治目的与文化

考量»ꎬ«湖北社会科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８ 期ꎮ
〔１４〕中国近年有一网络流行语ꎬ叫作“精致的利己主义”ꎬ

君子“小德”与之非常接近ꎮ

—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５学人论语



〔１５〕小人:与君子相对而言ꎮ 周代文献中ꎬ小人的含义比较

复杂ꎬ大多指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和在大夫手下打杂的农民ꎬ后
者每年的薪酬就是农民一年的收成ꎬ这些人都是平民百姓ꎮ 有

时指没有道德底线的下大夫和诸侯卿大夫的庶妾ꎬ前者称“外

嬖”“嬖大夫”ꎬ后者称“内嬖”ꎬ二者通称“嬖”ꎮ 按照宗法制ꎬ下

大夫的儿子ꎬ除了宗子未来将继位为下大夫外ꎬ所有余子都会很

快成为平民百姓ꎮ 贵族庶妾的儿子均不能成为宗子ꎬ不能继承

君父的官爵ꎬ只有嫡妻的儿子才有这种可能ꎮ 这些“嬖”为了摆

脱宗法制的制约ꎬ让自己及其子孙上位ꎬ于是经常搅乱朝纲ꎬ祸

国殃民ꎬ孔子所骂的“女子与小人”即指这些人ꎬ而并非近现代学

者长期理解的泛泛之称ꎮ 详见吴天明:«‹论语› “女子与小人”
新解»ꎬ«孔子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ꎮ

〔１６〕千乘之国:春秋时代是大国ꎮ 据«左传»记载ꎬ当时齐

国才有千乘ꎬ鲁国八百乘ꎬ邾国六百乘ꎮ 晋文公以后的晋国是唯

一的超级大国ꎬ也只有四千乘ꎮ
〔１７〕据«左传»记载ꎬ大约以鲁哀公十四年为分界线ꎬ子路

此前做鲁国上卿季康子的总管ꎬ此后做卫国上卿孔悝的总管ꎬ按
照春秋礼制ꎬ他都同时兼任朝廷大夫ꎮ

〔１８〕春秋礼制ꎬ华夏大国之公卿ꎬ方可尊称为“某子”ꎮ 详

见«左传隐公四年»“石子”案例ꎮ
〔１９〕子曰“己欲立而立人ꎬ己欲达而达人”ꎬ“己所不欲ꎬ勿

施于人”ꎬ曾子分别解释为“忠恕”ꎬ可见君子“立人”“达人”方可

谓之“忠”ꎮ
〔２０〕广义的“礼”泛指所有的思想文化ꎬ起源甚早ꎬ从世界

各国考古情况来看ꎬ五万多年前ꎬ先人就开始埋葬死去的祖先ꎬ
尸体朝向太阳升起的东方ꎬ这就是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开始发

生的证据ꎬ就是“礼”ꎮ 详见吴天明:«神仙思想的起源和变迁»ꎬ
«海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 年第 ６ 期ꎮ 孔子认为

狭义的“礼”起源于夏代ꎬ主要作用是确定贵族之间的各种关系ꎬ
贵族的各种职责ꎬ约束贵族的获利行为ꎬ即所谓“君君ꎬ臣臣ꎬ父
父ꎬ子子”ꎮ 尧舜时代氏族部落没有剩余财富ꎬ酋长难以获利也

无意获利ꎬ因此并不需要也没有“礼”ꎬ孔子等春秋君子所论完全

正确ꎮ 详见«礼记礼运篇第九»ꎮ «礼运篇»ꎬ今之学者或谓秦

汉之际儒者所作ꎬ不可从ꎬ游离本文主题ꎬ恕不赘述ꎮ
〔２１〕孔子有“不在其位ꎬ不谋其政”说ꎬ曾子解读错误ꎬ后世

不仁不义的君子常以曾子的错误理解为托辞ꎬ试图免除自己对

天下苍生、国家民族的政治责任和道义责任ꎮ 详见吴天明:«论

语本意»宪问篇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１９ 年ꎮ

〔２２〕中国大约在春秋战国之交最终完成世俗化进程ꎬ从而

成为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唯一的世俗文明国家ꎬ此前华夏君子

均具有政治地位和宗教地位ꎮ 这是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的重大理

论问题ꎬ笔者已另有专论即将刊发ꎬ恕不重复ꎮ
〔２３〕«礼记中庸篇第三十一»:“礼仪三百ꎬ威仪三千ꎮ”

“三百”“三千”均为实词虚用ꎬ极言其多ꎮ
〔２４〕此用杨伯峻先生说ꎬ详见杨伯峻:«论语译注»子罕篇ꎬ

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８０ 年ꎮ
〔２５〕宋明心性之学出自孟子的“良知良能说”ꎬ但孟子为天

下苍生奋斗至死ꎬ宋明君子却很少学习ꎮ 当下学者对宋明心性

之学评价过高ꎬ这很可能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有利ꎬ而对国家

民族、芸芸苍生不利ꎮ
〔２６〕«论语述而»ꎬ子曰:“圣人ꎬ吾不得而见之矣ꎬ得见君

子者ꎬ斯可矣ꎮ”又曰:“善人ꎬ吾不得见之矣ꎬ得见有恒者ꎬ斯可

矣ꎮ”说明孔子对春秋君子整体评价不高ꎮ 子贡无比感佩孔子之

德ꎬ知道六君子之道才是真正的治国之道ꎬ但也明白六君子之道

已经无法实现ꎬ所以老师丧期届满ꎬ子贡就离开鲁国ꎬ做了卫相ꎬ
做了纵横家的祖师爷ꎮ 其余弟子也大多如此ꎮ 孔子死后ꎬ只有

曾子、子思、陈良、孟子等少数儒者勉力传述孔子治国之道ꎬ孔学

非常寂寞ꎬ不绝如缕ꎬ至大汉终于发扬光大ꎬ遂成功治理中国两

千多年ꎮ
〔２７〕只有治理国家、造福苍生、利人利己才为“大”ꎬ其余长

处都是“小”ꎮ «论语»记载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ꎬ小
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ꎮ”子夏曰:“虽小道ꎬ必有可观者ꎬ致远恐

泥ꎬ是以君子不为也ꎮ” «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第四十九»ꎬ曾

子曰:“巧言令色ꎬ能小行而笃ꎬ难于仁矣ꎮ” “小利” “小知” “小

道”“小行”均与治国平天下无关ꎬ孔子师徒春秋君子相关论述

很多ꎬ本文并未也无需穷尽举例ꎮ
〔２８〕«论语»剔除孔子师徒大量的宗教语录ꎬ并不是为了帮

助孔子师徒洗白诿过ꎬ而只是为了顺应甚至引导国家世俗化的

历史大趋势ꎮ 详见吴天明:«‹论语›孔学关系考论»ꎬ«中州学

刊»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ꎻ«语录整理对提高孔学价值的特殊贡献»ꎬ
«长江学术»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ꎮ

〔２９〕详见吴天明:«‹论语› 的九位记录者»ꎬ«理论月刊»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ꎮ

〔责任编辑:李本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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