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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研究】

《 论 语 》 孔 学 关 系 考 论
吴天明
摘

要：孔子生活在国家治理由政教一体向世俗政治转变的关键历史节点上，既是六代最后的政教古儒，又是春秋

至今最早的政治新儒，故其语录既有政教杂糅的特点，也有世俗政治的倾向。 弟子后学选编《 论语》 ，不仅剔除了孔
子的大量宗教语录，也未收录他政治研究、历史研究的所有长篇语录，只选取了部分短小零星的政治语录。 其目的
应是：其一，凸显孔子世俗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的形象，使孔学完全成为世俗政治学；其二，让通俗易懂、
短小易记的《 论语》 成为孔学的“ 普及本” ，理论性很强的长篇语录成为孔学的“ 学术本” ，二者共同确立孔学作为六
代之学、六艺之学的理论总结和后世政教文史哲等学科理论渊薮的历史地位。 《 论语》 选编工作对提升孔子形象和
孔学地位的重大贡献，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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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左传》 、战国诸子、《 礼记》 、《 大戴礼记》 残

常随机的现场答问，也有构思严谨、论证严密、理论

《 论语》 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对比即可发现，这些语录

的印象则是，孔子的思想缺乏理论深度，就像中国乡

卷等传世文献，孔子本有大量语录。 ① 将这些语录与

体系完备、充满思辨色彩的语录。 ③ 而《 论语》 给人

有四大特点：其一，除了极个别情况外，全都没有被

村随处可见的白胡子老爷爷一样，以致德国哲学家

选编本，其编选目的、选材标准和依据，战国至今尚

家” ，而他的这一判断居然得到了中国近代以来许

编入《 论语》 ，说明《 论语》 只是孔子师徒语录的一个
无学者认真关注。 其二，主要内容为丧葬祭祀、政治

研究、历史研究。 ② 无论是篇章总数还是文字总数，
孔子师徒的宗教语录都至少三倍于《 论语》 ，说明孔

子首先是一位宗教礼仪专家，然后才是世俗思想家、
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和历史学家。 也就是说，孔

黑格尔 不 无 讽 刺 地 说， 孔 子 只 是 一 位 “ 世 俗 哲 学
多哲学家的认可。 战国诸子虽然经常引用孔子语
录，但总是只引用零零星星的世俗政治语录，从不引
用孔子的宗教语录和论述重大理论问题的长篇大
论 ④ ，说明就连战国诸子心中的孔子形象、 孔学印
象，很大程度上也都是由《 论语》 所塑造的，与真实

子原本是一位政教杂糅的古儒，这与几千年来《 论

的孔子和原汁原味的孔学相去甚远。 幸好汉初学者

语》 显示的孔子形象大为不同。 其三，其篇幅既有

为了抢救周代文献，大量收录了《 论语》 未收的孔子

许多几字、十几字、几十字的零星言论，如不编辑成

师徒语录，我们才有幸看到一位更加真实的孔子，体

卷成篇，则不便传世；也有动辄上千字甚至几千字，

会到更加原汁原味的孔学。

完全无须编辑，即可独立成卷、独立成篇、独立传世

孔子师徒语录被记录的时间，前后大约八十多

的长篇大论。 而《 论语》 留给世人的印象则是，孔子

年。 ⑤ 这些语录的汇总编辑传世， 应经历过两个节

说话总是三言两语，以致当下很多学者甚至以《 论

点、三个阶段。 两个节点是孔子去世和曾子去世：孔

语》 为例，论证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就是长于领悟而

子去世，弟子集中守孝三年，其间应汇总并编辑《 学

短于思辨，与西方人大为不同。 其四，言说方式有非

而篇》 等单篇语录， 如果此时不将孔子的零星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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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并编辑成篇，等到丧期届满，弟子云散，这些零

中的祭祀乐歌，天子用什么，诸侯用什么，都有非常

星语录就可能亡佚；曾子去世，曾子弟子汇总选编

严格的规定，否则就是僭越礼制，会有杀头风险。 每

《 子张篇》 ⑥ 等单篇语录，使之传世，若干年后选取
部分传世单篇语录组装《 论语》 。 三个阶段是：孔子
晚年，无须编辑的长篇大论各自独立传世阶段；孔子
去世直至曾子去世，零星语录编辑成卷成篇，各自独
立传世阶段；《 论语》 成书传世阶段。

《 论语》 的编辑者只是将那些已经传世的单篇

语录，选取一部分组装成书，使之更加方便地传播孔

学而已，似乎并无讨论的必要。 但将《 论语》 与上述
文献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即可发现，《 论语》 的选材有
两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其一，《 论语》 只收录了孔子
师徒的部分世俗政治语录，几乎完全剔除了他们的

年春天只有天王方可郊祭天帝，始祖配享，诸侯无此
宗教权力和政治权力。 天王灵主的供奉之所才称
“ 庙” ，诸侯则称 “ 宫” ， 而鲁侯 竟 称 周 公 之 “ 宫” 为
“ 太庙” ，且郊祭天帝，所以《 八佾篇》 经常批评鲁侯
及其权臣季孙氏僭越礼制。 《 尚书》 《 论语》 均记载
尧舜大禹禅让，禅让者均严肃告诫受禅者，“ 四海困
穷，天禄永终” 。 “ 天下为公” 时“ 禄” 本指酋长天王
的宗教权兼政治权，“ 天下为家” 后则兼指政治经济
利益，故有“ 爵禄” “ 禄位” 之说，那么“ 四海困穷” 就
是政治经济，“ 天禄永终” 则是宗教兼政治经济。 六
代文献中这类政教杂糅的例子比比皆是。

宗教语录，即使偶有收录，也只是表达子孙后代对鬼

六代之后，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代。 从传世文

神祖先的孝心而已，而与灵魂不死、生命循环的原始

献来看，大约在战国中晚期，当西方刚刚开始进入宗

宗教信仰宗教感情完全不同；其二，《 论语》 完全未

教化时代时，中国就已超越了宗教化阶段，基本完成

收孔子理论性很强、思辨色彩很浓的长篇语录，只收

了世俗化的历史进程，那时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和宗

录了部分零星政治语录。 《 论语》 编辑者为什么要

教感情，已与今人无异。 如孟子曾煞费苦心，反复论

这样选材，他们想达到什么目的，是否达到了目的，

证舜帝大孝，说父母兄弟杀他时，他就赶紧逃开，不

此举对孔子形象的塑造和孔学学术地位的确立有何

杀他就马上回来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好像谋杀之事

影响，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从未发生一样，所以舜帝成为中华民族最早的孝子

一、剔除宗教语录的目的和意义

仁兄。 这类故事早期口耳相传时，必与生命循环信
仰密切相关，不然舜帝不可能如此。 但因孟子的时

孔子师徒的宗教语录都是零星语录，在所有题

代已无宗教信仰宗教感情可言，他不得不从世俗伦

材中数量最多，随手打开《 礼记》 就会看到。 战国至

理道德上来论证，所以即使再辛苦也无法说服战国

今学者最熟悉的例子，是孔子请教老子丧葬祭祀礼

仪细节的几章语录 ⑦ ，但学者对其他宗教语录则缺
乏关注的兴趣，这显然与战国至今中国已经世俗化

的大势密切相关。 《 论语》 将这些宗教语录几乎完

至今的任何一位读者。 ⑧ 又如春秋时代的巫祝多少
还有点鬼神信仰，战国时代的巫祝则只是利用世人
残存的宗教信仰宗教感情，拿鬼神糊弄活人，也就是
行骗而已，只要把《 左传》 与《 战国策》 对读一下，任

全剔 除， 其 深 刻 原 因 和 特 殊 意 义， 古 来 学 者 尚 未

何人都会得出完全相同的结论。 战国时代，这类几

留意。

乎完全世俗化的案例也比比皆是。

人类文明早期的思想文化，无不人神杂糅，故所

孔子生活在六代末期即春秋时代末期，孔子一

有的氏族部落国家，无不实行政教一体的治理方式，

去世，六代就结束了，几乎完全世俗化的战国时代就

各族各国早期的酋长王侯都既是政治领袖也是宗教

到来了。 也就是说，孔子生活在人神杂糅、政教一体

领袖，是思想家政治家同时也是宗教专家，各种各样

的时代即将结束，人神两分、世俗政治治理天下的时

的历史文献也无不具有政教杂糅的特点。

代即将到来的关键历史节点上，因此，他的身上既有

中国尧舜夏商周春秋六代圣贤、诗书礼乐易春

旧时代读书人即古儒政教杂糅的痕迹，也有新时代

秋六代文献，就都具有政教杂糅的特征。 如六代天

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世俗化的鲜明特点。

王诸侯卿大夫，在政治上和宗教上也分别是天下国

这是我们研究《 论语》 剔除孔子师徒宗教语录这一

家家族采邑的政治领袖和大巫师。 《 左传》 常说鲁
侯“ 主鲁祀” 、晋侯“ 主晋祀” 之类的话，“ 主祀” 不仅
表示主持宗教活动，也表示主持政治活动。 《 诗经》
１０８

现象时，必须要特别关注的时代背景。

中国六代的读书人，古史笼统称为“ 儒” ⑨ ；六

代古书，古史笼统称为“ 儒书” ⑩ 。 本文将孔子之前

《 论语》 孔学关系考论

的儒，统统称为政教杂糅的古儒；将孔子之后的儒，
 古儒的成分非常复杂，但

统统称为世俗政治新儒。 

家，很少有人还知道，孔子首先是大名鼎鼎的教士。
这就是《 论语》 编辑者剔除孔子宗教语录要达到的

大都具有政教杂糅的特色，其主要职责是协助天王

目的，也是编辑者们为塑造孔子形象、确立孔学地位

诸侯卿大夫，用政治宗教两种手段治理一方，是中国

所做的独特而宝贵的历史贡献。

 古儒很可能更多地集中在

最古老的乡绅兼教士。 
 ，应与以殷人为代表的东夷

鲁卫齐宋等东夷故地 
 ；古儒开始褪却宗教色彩，可能

文化水平最高有关 

始于西周时代，这应与商末统治者过度倚重鬼神、过
分藐视苍生，以致被蕞尔小国灭亡的惨痛历史教训
有关；春秋时代天下加快了世俗化进程，则可能与当
时铁器得到广泛使用、经济高速发展、世人更加自
信、人的意识被唤醒、没有必要继续过度倚重鬼神的
客观形势密切相关。 孔子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政教杂
糅的古儒向世俗政治新儒转变的关键历史节点上，
所以孔子既是六代最后的政教杂糅的古儒，又是春
秋末期至今几乎完全世俗化的新时代最早的政治新

二、长篇语录与《 论语》 短章的学术分工
从篇幅上讲，孔子师徒的所有宗教语录和绝大
部分政治语录，都是零零星星的短小语录，都需要先
 ，将其编成若干

一次性或分若干次汇总原始记录 

卷若干篇，方可使之先以单卷单篇语录的形式流传
于世，最 后 再 决 定 将 哪 些 单 卷 单 篇 语 录 收 入 《 论
语》 ，使之成 书， 以 更 加 方 便 传 播 孔 学。 但 《 礼 记》

《 大戴礼记》 还收有孔子论述重大现实政治问题和
古代历史问题的许多长篇语录，这些长篇语录，全都
 ， 论题重大， 体系严

记录于孔子晚年思想成熟时 

谨，论证严密，思想深邃，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儒，其政治活动和宗教活动都非常频繁，两个方面的

和思想理论价值，《 论语》 为什么完全不收录呢？ 我

传世语录都非常多。

的学习心得，这很可能与《 论语》 编辑者对孔子语录

但孔子不可能不明白，天下正在加速世俗化，这

的分类和分工有关：《 论语》 有意识地只收录部分短

是历史大势和正确方向，政教合一不可能治理天下，

小易记、通俗易懂的零星世俗政治语录，使之成为孔

只有正确的世俗政治，才可能解决天下混乱无序的
问题，使天下重新安宁，苍生休养生息。 所以孔子一

学的“ 普及本” ，其设定的读者为普通读者，其主要
的职责是普及孔学、推广孔学，从而影响天下的普通

边经常参与丧葬祭祀的宗教活动，一边开始做改造

贵族和一般读书人；而那些理论性特别强、思想理论

门下古儒的工作，并最终将自己和门徒都改造成为

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极高、论证非常严密、篇幅又很



“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的世俗政治新儒。 

孔子的徒子徒孙既忠实地记录了孔子师徒的世

俗政治语录，也忠实地记录了他们的宗教语录，这是
秉笔直书，是中国极其古老的史家传统。 但是，《 论

长、普通读者不会读也读不懂、即使读懂了也记不住
的长篇政治研究语录和历史研究语录，可能才是孔
学的“ 学术本” ， 其设定的读者应是天下的顶 尖 高
手，其主要职责是，与《 论语》 一起，共同体现世俗孔

语》 的编辑者们自然也明白，宗教鬼神不可能治理

学的全貌，共同确立孔学作为六代之学、六艺之学的

天下、帮助苍生，只有世俗政治才能治理天下，这就

创造性总结，后世百代政教文史哲等学科理论渊薮

是《 论语》 最终剔除孔子师徒大量宗教语录的根本

的崇高历史地位。 读者只有合读“ 普及本” 和“ 学术

原因。 也就是说，传世文献在客观上显示，孔子师徒
既是世俗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也是教
士，与政教杂糅的六代古儒似乎并无不同。 但这样
的原始记录，却掩盖了孔子师徒作为最早的世俗政
治新儒的本质特征，所以《 论语》 的编辑者最终剔除
了孔子师徒的宗教语录，只收录了他们的世俗政治

本” ，才能看出世俗孔学的全貌，真正了解孔子，理
解孔学。 可惜战国至今，学者很少理解《 论语》 编辑
者的苦心，很少真正关注孔学的 “ 学术本” ， “ 学术
本” 本来把孔学的理论体系讲得清清楚楚，而战国


至今学者却始终都不明白。 

就上文对《 论语》 不选孔子长篇大论的这一推

语录，这就突出了孔子新时代新政治家新思想家的

测，下面想从五个方面具体谈谈我的想法。

书，它完全剔除了孔子师徒的宗教语录，从而重塑了

语》 祖本传世之后，形成了“ 古论” “ 齐论” “ 鲁论” 三

本质特点。 《 论语》 是战国至今所有读书人的必读
孔子政治家思想家的新形象，以致后世两千多年，子
孙只知道孔子是世俗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

第一，《 论语》 未收孔子长篇语录的证据。 《 论

个版本。 “ 古论” 二十一篇，汉武帝时代发现于孔子
“鲁

旧宅的夹壁之 中， 与 今 本 《 论 语》 基 本 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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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二十篇，与“ 古论” 基本相同。 只有 “ 齐论” ，据

 。 君臣父子大礼，涉及

传世，亦当在孔子去世不久 

篇》 《 知道篇》 两篇。 今本《 论语》 以“ 古论” 为基础，



“ 儒书” 也无不强调。 

《 汉书·艺文志》 班固自注，比“ 鲁论” 多出了《 问王
未收《 问王篇》 《 知道篇》 。 这就是说，传世《 论语》

国体政体，不仅古老的“ 儒书” 六艺强调，孔子的新
以上“ 儒” “ 儒行” “ 儒书” 三说，应该一并考察，

的三个版本，都没有孔子的长篇语录。 从概率论上

不可轻轻放过。 这些史料应可说明，孔子师徒虽然

讲，由此应可反推，《 论语》 的祖本应该并未收录孔

还没有完全褪净宗教古儒的神秘色彩，但更加注重

子的长篇语录。

君臣父子大礼、国家体统政治体统，更加注重现实政

第二，孔子长篇语录极高的思想理论价值和历

治，他们与那些既重视政治，又崇拜鬼神，特别拘泥

史文化价值。 考虑到《 大戴礼记》 仅存残卷，为了既

于丧葬祭祀礼仪细节的古儒已经明显有所不同，孔

节省文字，又能够说明问题，下面仅以《 礼记》 收录

子的新“ 儒书” 也与六艺这些古“ 儒书” 明显有所不

的孔子长篇语录为例，谈谈孔子长篇语录的特殊理

同。 这些现象早在孔子去世前后，就已经引起了鲁

论价值和文化价值。

国乃至其他各国的高度注意。

经过孔子改造的政治新儒。 鲁国地处东夷故地，其

 之道何以至大，孔子皆一

何以至尊，一问“ 君子” 

国民基本上都是殷人，那些政教杂糅的古儒，其职

一解说之，详细论述之。 该篇系统论述了孔学的礼

业、衣 着、 走 路、 说 话 等 特 征， 鲁 哀 公 应 该 非 常 熟

学、仁学两大理论体系，其实也就是六代之学、六艺

《 儒行篇》 记载鲁哀公问孔子“ 儒” ，所问自然是

 ，自然不需要询问孔子。

悉

孔子为了顺应天下世

俗化的历史潮流，也为了培养治国平天下的世俗政
治人才，恢复天下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于是改造
了自己门下的古儒，使之成为思想观念、精神风貌、
行为方式、人生理想都迥异于政教古儒的一批世俗
政治新儒，但又残存了政教古儒特别注重礼仪、经常
从事丧葬祭祀活动的部分特征。 当时世人对孔子新

 ，那么孔子政治新儒究竟是怎么回

儒就多有贬词 

事，与古儒有何不同，为什么会有所不同，鲁哀公就
。

可能有些犯迷糊了，所以需要亲自询问孔子 

孔

子从十六个方面具体系统地论述了政治新儒的“ 儒
行” 。 鲁哀公听了，真诚地说：“ 终没吾世，不敢以儒
为戏。” 说明哀公对孔子师徒这些政治新儒的仁义

《 哀公问篇》 大约 １４００ 字，哀公两问，一问周礼

 ，是对六代之学、六艺之学的

之学的两大理论体系 

伟大总结，理论性极强，篇幅又很长，无须另外编辑，
自可独立成卷，独立成篇，独立传世。 所以我推测，
该篇很可能早在孔子在世时， 就已流传于世， 《 论
语》 最终也未收录。

 《 礼运篇》 则

以上两篇均为孔子答鲁哀公问。 

记录孔子答弟子言偃问，论述“ 礼” 何以产生、何时
产生；广义的“ 礼” 即思想文化如何，狭义的“ 礼” 即
礼制礼法又如何等，是研究六代礼学极其重要的理
论文献。 全篇一章，大约 ３５００ 字，篇幅很长，无须另
外编辑，无须与其他零星语录连缀组合，自可独立成
卷，独立成篇，独立传世，《 论语》 最终也没有收录。

《 仲尼燕居篇》 开篇道：“ 仲尼燕居，子张、子贡、

道德、坚持周礼的两个主要特征，开始有所了解，而

子游侍，纵言至于礼。 子曰：‘ 居，女三人者，吾语女

一次谈话，全篇一章，１２００ 余字，无须另外编辑，即

老师关于礼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老师则一一作

且肃然起敬。 《 儒行篇》 只记录了孔子与鲁哀公的
可独立成卷，独立成篇，独立传世。 《 儒行篇》 内容
重大，论证严密，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思想理
论价值，但是《 论语》 最终未收。

《 左传·哀公二十一年》 ，齐人讥讽鲁人，有“ 儒

礼，使女以礼周流，无不遍也。’ ” 中间记录弟子请教
答。 结尾道：“ 三子者，既得闻此言也于夫子，昭然
若发蒙矣。” 这篇语录理论性很强，内容完整，结构
严谨，篇幅较长，将近 １４００ 字，无须另外编辑，自可
独立成卷，独立成篇，独立传世。 该篇《 论语》 最终

书” 一说。 左氏所用史料，应是齐鲁春秋旧史，并非

也未收录。

 ，还应包括传世不久的《 儒行篇》 等独立

老“ 儒书” 

 ，理论性

近千字，是研究《 诗经》 极其重要的文献 

书” ———因为这时孔子已经去世几年，而独立单篇

成卷，独立成篇，独立传世，《 论语》 也未收录。

 齐人所说的“ 儒书” ，应包括六艺这些

向壁虚构。 

 这些新“ 儒

单篇语录和《 学而篇》 等选编单篇语录 

语录孔子在世时当已流传于世，选编单篇语录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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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闲居篇》 记录孔子与子夏论诗，凡一章，

很强，内容完整，篇幅较长，无须另外编辑，自可独立
上文分析介绍文字，虽然非常简短，但已经可以

《 论语》 孔学关系考论

说明，孔子的长篇语录都是孔学的理论精华所在，都
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思想理论意义，都
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政治学历史学文献。 但
是，《 论语》 最终却一律未收。

《 大戴礼记》 残卷所存文献，有记录于商周之际

 ，也有战国末期的《 劝学篇》 ，还有

的《 夏小正篇》 

汉初的《 礼察篇》 《 保傅篇》 等，但最值得关注的，还
是孔子论述重大现实政治问题、重大历史问题的长
篇语录，如《 主言篇》 《 哀公问五义篇》 《 哀公问于孔

其篇章也都是短章，比较适合一般读者阅读理解记
诵。 《 诗经》 保存的远古史诗没有一首是长诗，也方

便读者阅读记诵。 而孔子论述重大政治问题和历史
问题的长篇语录，少则上千字，多则几千字，很不方
便读者阅读理解记诵。 所以我推测，孔子的长篇大
论，周代君子可能很少阅读记诵。 这自然是《 论语》
的编辑者应该考虑到的。 编书给读者看，编辑者当
然要考虑读者的需求。
六艺说理往往点到为止，没有严谨的构思、清晰

 等，《 论语》 都未收录。 为节省

子篇》 《 五帝德篇》 

的结构布局，也不需要严密的论证，读者要理解其中

篇幅，《 大戴礼记》 残卷中孔子长篇语录的重要思想

的道理，需要自己去慢慢领会。 但到了春秋末期，君

理论意义和历史文化价值，就不再一一举例分析了。

子们论述复杂问题时，已经出现了论证严密、层次清

第三，《 论语》 编辑者理应明白孔子长篇语录的

晰、结构复杂、动辄千言的新趋势，《 左传》 收有不少

伟大理论意义和文化价值。 唐代柳宗元首先推测

这类案例。 但是这样的长篇大论，不太符合当时一

《 论语》 为曾子所编，虽然《 论语》 未必出自曾子一人

般读者的阅读习惯，也难以引起他们的阅读兴趣，而

之手，但说《 论语》 由曾子师徒共同编辑或曾子弟子

且一般读者即使读了，往往也理解不了，记不住。 孔

奉命编辑，总之出自曾门之手，应无问题。

子的长篇大论，自然也会遇到相同的问题。

孔子嫡孙、孟子祖师爷子思也是伟大学者，他们对孔

真正能够理解孔学的“ 入室” 弟子很少，绝大多数弟

子思想理论体系的理解，对孔学崇高历史地位、伟大

子都只是普通的“ 升堂” 弟子。 孔子一生只与七位

 ，曾子弟子、

曾子是孔子的“ 入室” 弟子之一 

理论意义的理解，不仅远远超过了孔子的“ 升堂” 弟
子，也远远超过了几乎所有的战国诸子。 如曾子教

导弟子“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子思总结孔子政
治理论是“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这些都是极其了

 ，但

孔门弟子虽然都是当时天下的俊杰之士 

“ 入室” 弟子讨论这些重大理论问题，樊迟、子路之

类普通的“ 升堂” 弟子，孔子从不与他们讨论如此深
奥复杂的理论问题。 这一现象说明，即使是孔子的
授业弟子，有幸得到孔子的亲自教诲，耳提面命，但

不起的见解。 这就是说，最终选取若干单篇语录，组

要真正理解孔学的理论体系，也绝非易事。 孔子的

装《 论语》 的曾子一派人，不可能不理解孔子长篇语

长篇语录，连他的亲授弟子尚且大多难以理解透彻，

录的伟大思想理论意义和历史文化价值，他们在组

一般读者要理解就几乎不可能了。 了解孔子长篇语

装《 论语》 时，没有任何理由舍弃上文介绍、提及的

录的这一特点，对我们分析研究曾门最后组装《 论

那些长篇语录。

语》 时为什么完全不收录孔子的长篇语录、《 论语》

第四，周人读书的习惯和学习孔子长篇语录的

难度。 我学习《 春秋》 《 论语》 《 左传》 许多年，发现

选编者设计的目标读者群是一些什么人等问题，都
非常有意义。

周人引用诗书礼乐，都是随口就来，不假思索，虽然

战国诸子无论是否赞成孔学，大都经常引用孔

未必每一个字都符合原始简牍，但大致意思不至出

子语录，不过引用的都是零星短章，尚未发现引用长

错。 我学 习 战 国 诸 子 时， 也 经 常 发 现 类 似 情 况。
《 论语·尧曰篇》 误收了孔门摘录的《 尚书》 片段，这
应是他们摘录以便背诵《 尚书》 的简牍，因为与记录
 这些史料都

孔子语录的简牍放在一起，而被误收。 

说明，周人读书全靠记诵，与今人读书全靠网络检
索，然后再去复核文本的习惯大为不同。

 孔子师徒的短章语录便于理解，便

篇语录的例子。 

于记诵，也便于传播，所以战国诸子读得多，用得多；
孔子那些论题重大、理论性强、论证严密的长篇大
论，战国诸子很可能读得少用得也少。 战国诸子都
是伟大学者，从他们所引孔子语录的情况，可以反向
 孔子的

推测，他们应该很少阅读孔子的长篇大论。 

周人读书既然全靠记诵，所读之书则应大都为

亲授弟子和战国诸子尚且如此，一般读者很少阅读、

易懂易记的短章，长篇大论难以理解，更难以记诵。

很难理解、很难记诵孔子的长篇语录，也就不难想

如周人的必读书六艺，篇幅最长的要算《 尚书》 了，

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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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编辑者对孔子世俗政治语录短章的选编

本《 论语》 ，与孔子长篇语录的不同分工。 孔子的长

使勉强读了也记不住，对提升孔子世俗政治地位、孔
学思想文化价值，意义非常有限。

篇语录，既然内容无比重要，理论价值和文化价值都

后世学者大多认为，孔学的精华都在《 论语》 中

极高，《 论语》 的编辑者自然没有舍弃的道理。 所以

了，而我认为这很可能并不符合《 论语》 编辑者的初

我推测，编 辑 者 对 选 编 孔 子 世 俗 政 治 语 录 短 章 的

衷和传世文献的实际情况。 我们要准确理解孔学的

有一个分工：零零星星的短章语录，选取一部分收进

习，一并研究。 我自己就有这方面的一点学习心得。

《论语》 ，和孔子的长篇政治语录、历史语录，很可能
《论语》 ，供普通读者阅读学习，以便普及孔学、推广
孔学；孔子那些动辄千言的长篇大论，继续让其单独
传世，以供天下的顶尖高手学习研究，从而形成孔学
的“ 普及本” 和“ 学术本” 高低搭配、并行于世，满足
不同读者不同需求的传播格局。

理论体系，应将孔学 “ 普及本” 与 “ 学术本” 一并学

我学习《 论语》 很多年，一直都想彻底弄清楚孔学的
理论体系，可是非常艰难，工作很不顺利。 《 论语》

的字里 行 间， 特 别 是 孔 子、 曾 子、 颜 回、 子 贡 的 语
 ，的确论述了孔学的理论体系，但是还需要猜测

录

和想象，需要对这些推测做出非常复杂的论证，才能

孔子世俗政治思想的核心，有两大理论体系，都

把孔学的理论体系补充完整。 学习了孔子的长篇语

是对六代之学、六艺之学的创造性总结和发展：一是

录，发现孔子对自己的理论体系早就有非常严谨而

仁学，二是礼学。 上文举例初步分析的五个“ 独立

清晰的论述。 这个案例似乎也可以佐证本文关于读

单篇” ，或总论仁学和礼学，或分论仁学、礼学，即使

者分类、文献分类的推测。

是《 诗经》 专论，理论性也很强，都具有很高的思想

就《 论语》 文本而论，长篇大论的现实政治问题

理论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 大戴礼记》 残卷保存的

研究和历史问题研究的孔子语录，孔子师徒零零星

孔子的许多长篇语录，也都如此。

星的宗教活动语录，两者都被排除在外，何以见得前

我推测孔子论述重大现实政治问题、重大历史
问题的那些长篇语录，都应早在孔子在世时就已各

者才是孔学的“ 学术本” ，而后者就不是孔学的必要

补充，因此必须被剔除呢？ 主要有两个考虑：其一，

自独立传世。 这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者，孔子

六代虽然实行政教一体，但现实政治和历史政治始

创造的世俗政治儒学毕竟与古老的政教杂糅的儒学

终是主题，宗教鬼神充其量只是副主题而已；六艺虽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的确残存了政教杂糅儒学厚

然政教杂糅，其主题也是现实政治和古代历史，而不

葬久丧、礼仪复杂而又常常于事无补的部分特点，很

是宗教鬼神。 何况历史发展到春秋时代，随着铁器

容易受到当时世俗政治家的批评；孔子世俗政治儒

的推广，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财富积累很快，天下正

学主张按照周礼恢复天下秩序，要求所有君子都学

在加速世俗化，战国时代中晚期天下的世俗化即已

习三代禹汤文武成王周公“ 六君子” ，对天下利益都

基本完成。 孔子的徒子徒孙不可能不懂，不可能也

要取之有度，这必然引起正在不断瓜分天下利益的

毫无必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去提高宗教鬼神的地位。

诸侯公卿们的严重不满，从而招致他们的不断打压。

其二，《 论语》 只是孔子师徒零零星星语录的 选 编

所以孔子去世前后，孔子师徒及其世俗政治儒学就

本，而丧葬祭祀活动语录全部都是零零星星的语录，

情况下，孔门亟须自我澄清，亟须天下诸侯公卿们了

有意突出孔子世俗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的地位。

 在这种

已受到天下各国诸侯卿大夫的不断攻击。 

《 论语》 没有选它，明显是有意剔除丧葬祭祀语录，

解孔学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像孔子要告诉鲁哀公孔

因此，《 论语》 的编辑者不可能将孔子师徒的丧葬祭

学是怎么回事一样，孔门有非常迫切的自我宣传自

祀活动语录作为《 论语》 的必要补充。

我澄清的客观需要。 二者，因为无须等待采集编辑
零零星星的语录，就可独立成卷成篇，传世很方便，

三、初步的结论

有立即传播的可能。 既有急切传播的需要，也有立

孔子是世俗政治新儒，但脱胎于六代政教杂糅

即传播的可能，所以我推测，孔子论述重大政治理论

的古儒，残存了古儒的许多特点，故孔子的本来面

问题和历史问题的长篇语录，早在孔子在世时，就以

目，首先是教士，然后才是世俗政治家、思想家、哲学

单卷单篇语录的形式流传于世。 但是这些语录理论
性太强，篇幅又太长，一般读者不会读，也读不懂，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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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育家。 《 论语》 编辑者 剔 除 了 孔 子 的 宗 教 语
录，孔子才得以以世俗政治家、思想家形象示人。

《 论语》 孔学关系考论

孔学原本非常复杂，既关乎宗教鬼神，又关乎世
俗政治；既有通俗易懂的一面，又有幽微高深的一
面。 孔子对六代之学、六艺之学做了创造性总结，创
造了以仁学和礼学为理论体系的孔学，成为战国至
今政教文史哲等许多学科的理论渊薮。 孔学本有
“ 普及本” 和“ 学术本” ，可惜战国至今学者很少关注
“ 学术本” ，以致对孔学理论的理解失之于肤浅，这
是《 论语》 编辑者始料未及的。

总之，最近两千多年，孔子是《 论语》 编辑者进
一步塑造了的孔子，孔学是《 论语》 编辑者进一步提
升了的孔学。 这就是本文初步的结论。

公七年） ，哀公十六年去世，孔子设帐接近四十年。 孔子去世四十四
年，曾子去世，曾门弟子编辑《 子张篇》 等，然后选取部分早已传世的
单篇语录组装《 论语》 。 二者相加，共八十多年。 《 论语》 只收录孔子
师徒两代人的语录，故孔子徒孙辈语录不在本文考察之列。 ⑥孔子

在世时，设帐弟子教育各自门徒的语录，选编在《 论语》 １—１８ 篇中；
孔子去世后，设帐弟子继续教育各自门徒的语录， 则选编在 《 子张
篇》 《 曾子立事篇》 等许多篇目中，《 子张篇》 被选入《 论语》 。 ⑦后世
学者因此断定老子是孔子的老师，《 老子》 早于 《 论语》 。 其实 《 老
子》 成书于战国末期，比孔子徒子徒孙的著作都晚，假托老子为名而
已，详见司马谈《 论六家之要旨》 （ 《 史记·太史公自序》 引） 。 从哲
学史上讲，《 老子》 是典型的哲学著作，而中国从战国中期才开始进
入哲学时代，故《 老子》 成书必晚。 ⑧详见《 孟子·万章篇上》 ９·１—
９·５。 ⑨“ 儒” ，许慎等学者有各种解释，但大多仅分析其“ 柔” 等特
点，尚未确认其起源。 我以为“ 儒” 本指中国最早的读书人，是中国

注释

最早的乡绅（ 政治） 兼教士（ 宗教） 。 人类早期的读书人，都有政教杂

①《 左传》 引孔子语录 ３７ 章；《 礼记》 所存孔子师徒语录至少两倍于

《 论语》 ，且多为丧葬祭祀语录；《 大戴礼记》 残卷所存孔子师徒语录，

般农奴完全没有文化知识。 上古天王诸侯虽然也是政治家兼宗教神

有极个别的见诸《 论语》 。 战国诸子经常引用孔子语录，如《 孟子》 所

服务。 从文字史来看，“ 儒” 应该最早出现在文字成熟的商代。 商代

意》 附录之一） ，可见孔子语录亡佚不少。 《 论语·阳货篇》 １７·１９，

才可能被后人记录下来，成为成文史。 例如《 尚书》 中的尧舜古史，

即使剔除与《 礼记》 重复者，篇幅也至少与《 论语》 相当。 这些语录只
引 ２６ 章见诸《 论语》 ，３８ 章为佚文（ 详见商务印书馆待刊稿《 孟子本
子贡对孔子说：“ 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 说明孔子终身学习、总

结、传授六代之学、六艺之学，弟子后学记录、传述、编辑孔子语录，都

糅的特点，最近的例子是中国西藏和平解放前奴隶制时代的喇嘛，一
职人员，但不可能为芸芸众生提供宗教服务，“ 儒” 才可能提供这类
以前的文献原本应主要依靠口耳相传，文字成熟、书写条件允许时，
其记录为成文史的时间很可能在西周晚期出现铁器和简牍之后，甲
骨和青铜器记录传播文献都十分不便。 ⑩“ 儒书” 说详见《 左传·哀

有相当高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都怀有“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

公二十一年》 。 齐人所谓“ 儒书” 包括六艺等古老的“ 儒书” ，和孔子

太平” 的崇高使命感，并非偶然为之。 ②从传世六艺来看，六代思想

录，孔子去世后编辑成篇的《 学而篇》 等许多单篇语录。 只是《 子张

文化的主要特点，正是宗教鬼神、现实政治、古代历史杂糅在一起。
除了商朝比较特殊外，六代的鬼神宗教文化始终不是主流，这是中国
文化从一开始就不同于西方的地方。 孔子师徒语录的复杂原貌，符
合六代思想文化的历史特点。 孔子的政治研究语录，特指研究现实
政治的语录；历史研究语录，以《 五帝德篇》 为代表，主要是研究炎黄
以来，尤其是尧舜以来的古代政治情况，实际也是政治语录。 远古君
子只对治理国家天下感兴趣，对抽象的智慧之学即所谓哲学没有兴
趣。 中国大约从战国时代中期开始进入哲学时代，不过，哲学等学科
的渊薮仍然是六代之学和孔学。 例如中国近代以来哲学家一直认为
人性哲学源自孟子荀子，其实从孟荀到如今，中国人性哲学的所有理
论，全都或直接或间接来自孔子。 参阅吴天明：《 人：孔子的分类标
准和分类结果》 ，《 江汉论坛》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１ 期。 ③孔子设帐，弟子在

堂，老师在室。 弟子自主学习，互相讨论，如有不懂，则由高足入室请
教，孔子简短回答之，弟子退出，随侍弟子或入室弟子记录之。 孔子

师徒的新“ 儒书” ：孔子在世时即已传世的《 五帝德篇》 等许多长篇语
篇》 等尚未编辑成篇，《 论语》 尚未组装成书而已。 
 孔子一直到去


世之前，都还在兼做教士的工作，他奉鲁哀公之命教鲁国大夫孺悲士
丧礼，孺悲得以写作《 士丧礼》 ，就是很可靠的证据。 详见《 阳货篇》

１７·２０，《 礼记·杂记下》 。 
 古儒没有做官时则主要是教士，做了

官则主要是官员。 西周除了镐京之外，其余地方均可称“ 乡” ，例如
“ 乡学” （ 诸侯所办） 、“ 乡邑大夫” （ 县长） ，均保留了这一古意。 
例

如孔子弟子大多来自东部诸国，很少有来自西部者。 
 《 尚书》 记

载，周公尝言“ 惟殷先人有典有册” 。 如今中国人使用的汉字，都是
殷人发明创造的文字。 
孔子之孙、曾子之徒子思总结，见《 礼记·

中庸篇》 。 孟子概述新儒特点时，加了一句“ 宗师仲尼” 。 
 杨伯峻

先生认为，《 论语》 编辑用时八十多年，这将徒子徒孙记录语录的时
间与编辑语录的时间混为一谈，故不可从。 详见 杨伯峻：《 论语译
注·前言》 ，中华书局，１９８２ 年。 
 人文学科学者，都需要漫长的时

间积累，一般到晚年学问才老到，这是规律。 例如孔子在齐国七八

带弟子外出，亦如在孔子帐下，故“ 子曰” 云云的语录最多。 孔子答

年，均有弟子随侍，其间的语录，弟子们记录就很少，可以考证的不到

问虽只三言两语，但其仁学、礼学两大理论体系却隐然可见，只是不

五章；孔子晚年的语录，弟子们记录就很多。 《 论语》 编辑者不可能

太清晰而已。 孔子的长篇语录，则往往是孔子就重大理论问题的主
动论述，或虽答问，因为干系重大，孔子亦主动系统论述之，故其理论
体系清晰可见。 ④孔子的宗教语录和长篇大论，战国诸子应都可以

见到。 他们不引用宗教语录，应与战国时代即已完全世俗化，君子对

没有这一点见识，而遗弃孔子晚年思想成熟时的长篇大论。 
 详见


吴天明：《 孔子的道德学问不只一条主线》 ，《 求索》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只是将《 尧曰篇》２０·２“ 子曰：‘ 尊五美’ ” 以下另作一章而已。 




东夷多礼，自古而然，史不绝书。 商朝政教杂糅的古儒，很可能主要

丧葬祭祀礼仪没有兴趣有关；不引用长篇大论，应与他们受到阅读习

集中在经济文化更加发达的东夷地区，即今山东、河南中东部。 鲁国

惯的影响，很少阅读长篇大论，而且《 论语》 的影响力又太大，已经经

地处东夷，国民大都是殷商遗民，所以我推测鲁侯自应非常熟悉古

典化，成为六艺之后的新“ 儒书” 有关。 ⑤孔子鲁昭公二十四年五月

儒。 
孔子去世前后，鲁国国内和国际上对孔子师徒、孔子政治儒学


开始设帐（ 限于主旨和篇幅，恕不论证。 《 史记·孔子世家》 误作昭

乃至所有仁者，多有贬词。 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很复杂，我已另有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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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儒学的特质和命运》 ，恕不重复。 
 据《 左传》 记载，季桓子鲁哀


括《 诗经》 ，就应与孔子这番话有些关系。 据传世文献，孔子与子夏

国被齐国不断削弱，要季康子重用孔子。 但孔子如果参与国政，必然

认为，《 夏小正篇》 应记录于商朝末期，最晚记录于西周初期。 
《 五


公三年去世时，后悔当初故意接受齐人美女，设计气走孔子，致使鲁
设法强化鲁国公室，削弱私家，故季康子违反父命，不用孔子。 想必
季康子经常故意贬损孔子新儒，防止哀公起用孔子，故哀公亲自问
之。 
《 左传》 虽成书于战国初期，但所用史料均为春秋列国旧史。


讨论《 诗经》 最多。 参阅《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 
 农业史家一般

帝德篇》 ，不仅《 史记·五帝本纪》 全部采用，而且为近百年的考古学
成果所反复证实。 考古学家最近正在河南继续考古发掘 ５３００ 多年

前的黄帝古城（ 古人酋长名、部落氏族名、祖先子孙名，往往都不分。

例如鲁《 春秋》 一直称楚君为“ 楚子” ，《 左传》 因为大量采用楚国春

故七千年前仰韶文明时期即有黄帝，五千多年前中原还有黄帝古城，

治国政教一体，古儒本是政教之儒，古儒所读六艺，当时被世人视作

史的源头，从黄帝时代研究起，这是多么了不起。 
 孔子的“ 升堂”


秋史料，故时而称“ 楚子” ，时而称“ 楚王” 。 这类证据很多。 
 远古


《 山海经》 里几乎每一座神山上都有黄帝） ，说明孔子追索华夏文明

“ 儒书” 。 
选编语录，需将许多零星语录选编成卷成篇，方可传世。


弟子很多，“ 入室” 弟子只有七位：颜回、 子贡、曾子、 子夏、 子张、子

长篇语录则不需编辑即可传世。 
 除了曾子去世之后，曾子门徒选


游、宰我。 孔子几乎所有的重大理论问题，都只与这七位“ 入室” 弟

中，哪些乐歌天子使用，哪些乐歌诸侯使用，规定都很严格；孔子要求

尧曰篇》 ，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９ 年。 
 据《 左传·哀公八年》 ，有若跟着


编的《 子张篇》 《 曾子立事篇》 等这些“ 选编单篇” 。 
 例如《 诗经》


子谈论，因为一般“ 升堂” 弟子听不懂。 
详见吴天明：《 论语本意·


卿大夫在朝觐诸侯时，遵守周礼，要先在堂下叩头，上堂后再叩头，不

孔子读书时，还是鲁国乡学的学生，这很特殊。 孔子弟子大多是乡学

能把在堂下叩头的礼仪省掉。 这些就是新老“ 儒书” 均强调君臣大

毕业生。 传世文献没有孔子教弟子文字音韵训诂的任何证据，说明

统政治规矩的例子。 
这个“ 君子” 特指孔子，当时鲁国朝廷、孔子


他只讲义理，而义理之学本是国学高年级的课程。 可见弟子进入孔

子，《 礼运篇》 “ 君子何叹” ，“ 君子” 也特指孔子。 
 据《 左传》 记载，


史公大量引用孔子的长篇大论《 五帝德篇》 写作《 五帝本纪》 ，这是汉

帐下经常尊称孔子为“ 君子” ，例如《 乡党篇》 １０ ·６ “ 君子” 特指孔

子帐下之前，就都是一代才俊，故鲁人称乡学学生为“ 国士” 。 
太


春秋君子晏子、子西、子产等都在总结六代之学，他们总结的理论内

初之事，也极其少见。 
汉初学者汇编古书时，颇有抢救古代文献、


涵都只有礼学，没有仁学；外延都只有诗书礼乐，没有易春秋。 参阅

传承古代文化之意， 所以无论文章长 短， 是否浅近， 连极其难读的

吴天明：《 孔子的道德学问不只一条主线》 ，《 求索》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 夏小正》 ，也都一律收录。 
 打压孔学的重要方式之一，是把孔子


此“ 公” 想必也是哀公。 《 春秋》 记载诸侯去世，去世之月称爵，安葬

子世家》 记载，晏子反对齐景公重用孔子，主要理由就是，孔子主张

号为“ 哀” ，弟子后学则应改称“ 哀公” ，不然不合周礼，后人也不知道

也篇》６·３０、《 卫灵公篇》１５·３ 等。

《 大戴礼记》 所收孔子答“ 公” 问的语录更多，而且都是长篇大论，


之月称谥与爵。 哀公与孔子对话，当时理应称“ 公” ，但哀公去世，谥

的世俗政治儒学与古老的宗教政治儒学混为一谈。 例如《 史记·孔
厚葬久丧，礼仪复杂，于事无补。 
详见《 论语·里仁篇》 ４·１５、《 雍


是哪一位“ 公” 。 可能戴氏编书时，孔子弟子后学还来不及整理，即
被戴氏直接收录。 
孔子去世后，子夏于西河魏国传授“ 四艺”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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