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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對孔子與「孔子」的形成溯因進

行了多維視野的闡釋，在分析孔子是周代文化

的繼承者、發展者與傳播者的基礎上，肯定了

孔子思想的強大生命力，通過價值論視角的考

量，把孔子思想納入中國社會需要的角度，一

方面探索孔子思想集大成的內涵，另一方面探

索孔子成為「孔子」的價值選擇，從而研究了時

間距離、文化距離和心理距離對孔子接受所產

生的複雜影響。

關鍵詞：孔子；「孔子」；集大成；溯因

在世界文化史上，像孔子如此影響一個國家

幾千年發展的思想家可謂極其罕見。值得探討的

問題在於，孔子思想為何能夠具有愈久彌新的強

大生命力？歷史上的孔子為何能夠被後世不斷闡

釋、演義、擴展，乃至成為

神化的「孔子」？本文不具

體研究孔子在歷代的接受

史，而是主要思考孔子思

想為什麼能夠具有強大的

生命力，以及為什麼能夠

被歷代所接受的多維原

因。

一、孔子思想具有

強大的生命力

要瞭解孔子，我們必

須明確兩點：一個是歷史

上真實的孔子；二是後世不同時代人們所瞭解的

「孔子」，也是一個作為「歷史流傳物」的經典人

物。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孔子」，既來源於歷史上

真實的孔子，但又不同於歷史上真實的孔子，而是

後世對孔子不斷展衍與生成的「孔子」，因此，「孔

子」體現了不同階段的歷史特徵和文化特徵，蘊含

了後世不斷進行主觀闡釋的特性。

從文化史的角度來看，文化符號是特定時代

文化選擇的結果，彰顯了該民族深刻而又豐富的

文化意蘊。孔子之所以能夠成為「孔子」，就在於孔

子是中華民族智慧的文化符號，才能夠獲得持久

的生命力。

孔子與「孔子」的形成溯因
──多維視野的一種闡釋

■ 薛永武

中國海洋大學

(一)孔子是周代文化的繼承者、發展者與傳播者

孔子生活在一個新舊之交多元文化與周代統

一的禮樂文化之間互滲、融合與衝突的時代。在這

種大格局下，孔子以繼承周代的禮樂文化自居，整

理古代典籍，「述而不作」

「吾從周」，以其博覽群書

與不懈探索的精神，終於

成為周代文化的繼承者、

發展者與傳播者。

從夏商周的發展脈

絡來看，周是夏商以來的

文化集大成者。孔子則是

全面繼承周代文化的一代

文化大師。孔子的出現不

是偶然的，而是在春秋戰

國時期周代文化與當時文

化的融合與撞擊形成的，

也是當時中華民族集體智慧的結晶。在後世不斷

對孔子的闡釋、演義、擴展和神化的歷史過程中，

孔子逐漸成為中國傳統文化和中華民族智慧的符

號，成為具有豐富文化內涵的「孔子」。孔子作為

歷史生成的天才，他所處的時代以及魯國對周代

文化的繼承，客觀上都為孔子的歷史生成提供了

客觀的歷史條件和文化條件；作為一個志向高遠、

憂國憂民、治國安邦情懷的君子乃至聖人，孔子充

分發揮歷史創造的主體精神，積極開拓人生，努力

汲取傳統文化的智慧。

《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之時，周室微而

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

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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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

不足征也。足，則吾能言之矣』。觀殷夏所損益，

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鬱

鬱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

孔子語魯大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

加，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返魯，然後樂

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詩》三千餘篇，

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後稷，

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

雄》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

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

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

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

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

《文言》。讀《易》，韋編三絕」。由此可見，孔子確

實對周代以來的禮樂文化有比較深入的瞭解，能

夠繼承文武周公的王道政治和西周的禮樂文化，

並根據當時的需要，對禮樂文化進行整理、闡釋與

傳播。

孔子是周代思想和文化的繼承者、發展者與

傳播者，而周代文化則是夏商至周時期比較成熟

的文化。春秋以降，一方面社會動蕩混亂，諸侯割

據，國將不國，客觀上出現一些「異端」思想，但另

一方面，君王為了穩定政權，客觀上也需要借鑒周

代比較成熟的禮樂文化。從歷史發展規律來看，戰

亂雖然需要霸道來實現武力統一，但社會穩定更

需要王道的治理方式，需要孔子所說的「近者悅，

遠者來」的人文境界。

(二)孔子是歷史生成與主觀選擇達到和諧統一

的集大成者

從文化傳播史的角度來看，大凡在歷史長河

中能夠經過大浪淘沙而又生生不息的文化形態，

其創造者無疑都具有「集大成」的文化意蘊，否則

就很可能遭到歷史的淘汰或者淹沒。

從社會發展史的角度來看，孔子的形成取決

於三個維度：一是春秋時期社會發展合規律性的

內在訴求；二是春秋時期社會和諧穩定合目的性

的現實需要；三是孔子周游列國多種文化元素的

濡化與融合。歷史證明，春秋時期中國社會需要在

繼承夏商周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進行新的文化

創造，而孔子思想恰恰體現了這一點；春秋戰亂、

社會動蕩不安的社會現實客觀上需要新的大一統

思想的儒家文化來維繫社會的和諧穩定；孔子周

游列國，擴大了國際視野，促進了跨文化的交流融

合，客觀上有利於為中國社會發展提供多元優化

的文化元素。因此，孔子的形成既蘊含了春秋時期

社會發展合規律性的內在訴求，也體現春秋時期

對和諧穩定這一合目的性的現實需要，還體現了

周游列國所形成的國際視野，蘊含了外來文化濡

化與融合的新元素。由此可見，我們從以上三個維

度出發，就可以理解孔子形成的多種原因：孔子是

歷史生成的，也體現了他主觀選擇達到主客觀有

機統一的必然性。

從當下中國文化復興的角度來看，一方面我

們急需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資源和創新動力，一

方面針對目前「西方文明面臨重大挑戰和危機，

生態危機、道德危機、霸權主義、個人主義、享樂

主義等使人類社會衝突不斷，嚴重威脅了人類的

可持續發展。這些危機是由西方文明的思想基因

和內在邏輯決定的，單靠西方文明自身難以根本

克服。而中華文明將在新時代為人類文明的進步

貢獻更大的智慧和力量」。[1]所以，近些年掀起的

國學熱以及孔子熱，既合乎中國文化發展創新的

內在規律，也符合中國現實國情的需要，也是基於

在國際文化傳播中發揮中國傳統文化正能量的迫

切需要，而孔子思想能夠為人類文明的進步貢獻

更大的智慧和力量。

從人才開發的角度來看，一個人要成為集大

成者，就必須樹立大學習觀，廣採博納，見賢思

齊，對各種知識融會貫通，進而達到思域融通的至

高境界。孔子三歲喪父，十七歲喪母，十五歲立志

求學，曾經向老聃、孟蘇、夔靖叔學習，其中，老子

是道家的創始人，而孟蘇和夔靖叔也是當時的賢

人。另外，孔子在去郯國的路上偶遇賢人程子，竟

然停車與之熱情交談一整天，孔子認為程子是天

下的賢士，所以分別時讓子路拿一束帛送給程先

生以存紀念。[2]孔子如此尊賢愛賢，這恰恰是他見

賢思齊、集思廣益、成為集大成者的重要原因。

孔子公開承認自己「學而知之」，非「生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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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他經常沉浸在「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的境界。《呂氏春秋·博志》載：「孔、墨、寧越，皆

布衣之士也，慮於天下，以為無若先王之術者，故

日夜學之。……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

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

而不達？何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

之』。非貴告之也，精而熟之也」。[3]這段文字表明

孔子「日夜學習」的精神竟然感動了「鬼神」，實質

上是達到了「精而熟之」的最佳境界。實際上，正

是由於孔子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學習精神，

使他能夠在勤奮中通過廣采博取，終於成為一代

鴻儒碩學的大師。

孔子作為集大成者，廣泛地汲取了周代以來

的禮樂文化以及其他豐富的思想資源。孔子的集

大成，不僅表現在對周代以來的禮樂文化進行總

結，並且提煉出具有普適意義的人生智慧，而且還

從理想人格的角度，能夠「見賢思齊」，自覺汲取歷

代大聖和君子的智慧。孔子在推崇和提倡禮樂文

化的同時，還廣泛地吸取當時尚存的《夏書》《商

箴》《商書》《詩經》等古代經典精華，而這些經

典在較大程度上代表了當時最高的智慧。比如《呂

氏春秋·聽言》載：《周書》：「往者不可及，來者不

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呂氏春秋·慎大》載

《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這些思想資源

都進入孔子的視野。

我們通常把《詩經》看作是第一部詩歌總集，

實際上《詩經》不僅如是，而是春秋時期一部詩

歌化了的「百科全書」。孔子之所以說「不學詩，

無以言」，不僅看到《詩經》在人際交往中的重要

性，而是他已經領悟《詩經》豐富的文化內涵，包

括禮儀、樂教、風情習俗和社會興衰的經驗教訓

等。因此，孔子在與弟子或者其他人對話時，非常

喜歡從《詩經》引經據典，以此來闡發他的觀點。

比如《論語·泰伯》篇載曾參有病，孔子招來自己

的學生，並引用《詩經·小雅·小旻》中的「戰戰兢

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詩句。《詩經》這句詩

與《周書》的關係應該是非常密切的，顯然也得到

孔子的欣賞。《論語·微子》載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曰：「鳳兮鳳兮！何德之哀？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

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對接輿所

歌頗感興趣，因此，才「欲與之言」，但遺憾的是由

於接輿的躲避，孔子卻「不得與之言」。這裏值得

注意的是接輿的「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恰恰

是對《周書》「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的繼承和

超越，而這種繼承和超越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

孔子的人生態度。

孔子在集大成方面，還突出表現在他對理想

人格的塑造上，正如日本學者白川靜所言「孔子具

有偉大的人格。在中國，大凡理想的形象都被稱為

聖人。所謂『聖』，根據字的原意是指能聽到神的

聲音的人」。[4]在人格塑造方面，孔子嘗試把禮樂

文化建立在堅實的「仁」的基石上，認為沒有

「仁」，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禮樂，所謂「禮云禮云，

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在孔子看

來，「克己復禮為仁」，具有了「仁」的人格是堅韌

的，也是美好的，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

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就是最好的注釋。

據記載，孔子拜見齊景公時，景公致廩丘以為養，

而「孔子辭而不受」。[5]人生在世，孔子能夠做到無

功不受祿，是相當不容易的，由此也彰顯了孔子的

理想人格。

不僅如此，孔子在贊賞君子人格的同時，更加

推崇聖人的境界，認為聖的最高境界是「博施於民

而能濟眾」，「修己以安百姓」。從某種意義上來

說，正是這種理想的人格支撐著孔子，為尋求理想

而不惜千辛萬苦去周游列國。孔子作為集大成者，

他不僅屬於他自己，而且屬於他那個時代，也是當

時中華民族集體智慧的集中顯現。也正是從這個

意義上來說，孔子是中華民族智慧的文化符號。

從歷史的觀點來看，正是由於孔子在這諸多

方面都做到了「集大成」，所以他才能夠以自己堅

韌的人生創造了歷史上一個偉大而又真實的孔子，

又為後世對孔子的解讀提供了一個理想的範式，

在歷史長河中終於成為不同時代的「孔子」。

二、中國歷史接受孔子的原因

（一）中國歷史選擇孔子的價值維度與距離維度

從文化系統的內在構成來看，相對獨立的一

個文化因子，隨著文化的發展可能融入特定的文

化系統，因而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但也可能因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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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融入特定的文化系統而逐漸衰亡；相反，一個具

有完整生命的文化系統隨著文化的發展，則一般

不會隨之衰亡，而往往可能隨著文化發展的興衰

際遇，可能得到新的展衍和拓變，因為它自身具有

自立性、自足性和一定的完滿性。孔子作為中華民

族智慧的集大成者，從文化系統的角度來看，他已

經不單純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化因子，而是業已

構成了一個具有完整生命的文化系統。中國歷史

選擇孔子，在主客觀統一中體現了孔子的價值維

度。

孔子在世時雖然憂鬱不得志，但其思想已經

被很多有遠見的統治者所認可。在這方面，魯國曾

經任用孔子為大司寇，攝相事；齊國、衛國和楚國

都曾經打算重用孔子，其中，齊國和楚國曾經想給

孔子封地。另外，孔子在世時以及去世後，他的許

多弟子被各國君王委以重任，這也說明孔子的治國

思想通過弟子的仕途得到承認和傳播。自從漢武

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孔子不知不覺

地被歷史所選擇，被歷史所接受，成為歷代統治

者穩定秩序、統一民心、建立和諧社會的重要精神

支柱。

那麼，歷史為什麼選擇了孔子呢？在中國歷

史上，孔子被稱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大成至聖

先師」「萬世師表」「神明聖王」「萬世教主」等許

多桂冠；二十世紀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孔

子更是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贊譽：他被學者稱為哲

學家、政治家、教育家、美學家、外交家、人才學家、

思想家、軍事家、經濟學家、美食家、倫理學家、史

學家、文獻學家、編輯家、人類學家、仁學家、禮學

家、邏輯學家、文物考古學家、文學家、詩人、音樂

家、藝術家、文藝理論家、心理學家、教育心理學

家、心理衛生學家、法律思想家、法學家、人道神道

觀的創立者、第一個數學教師、無神論者、民族理

論的創造者、儒家人文主義的奠基人、春秋戰國時

期百家爭鳴的實際創始人、封建時代精神文明的

主要奠基者、中國文化史上第一位繼往開來的奠

基者、古代精神文明的最早倡導者或奠基人、中國

養生保健理論與實踐的先驅、思想解放的先驅、卓

越的謀略家、中國民族智力開發的先驅、大民俗學

家、第一位情商理論家、第一個進行文化交流的學

者、春秋時代大一統思想的代表人物、中國人才

學的開創者、中國上古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國傳統

文化的奠基者、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在此不

一一贅述。

那麼究竟應該怎樣看待孔子這些「桂冠」呢？

第一，後世對孔子這些高度評價，雖然不一定都符

合孔子的歷史真實，但絕不是空穴來風，而是後世

對孔子思想及其貢獻所進行的某個角度的解讀，

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已。第二，後世對孔子

這些高度評價，有許多是比較接近孔子實際的，

如思想家、教育家、哲學家等等。第三，後世有些評

價顯然人為地拔高了孔子。誠然，孔子確實做了許

多方面的工作，或者對某個問題、某個領域有所涉

及，但並未對這些問題或領域全都進行深入系統

的研究，因此，後世評價孔子的時候，就未必把孔

子涉及到的問題和領域都要上升到某某「家」的

高度，而只能說孔子的研究涉及這些問題或者領

域。

中國歷史之所以選擇孔子，最重要也是最直

接的原因是孔子思想極具包容性和豐富性，在較

大程度上能夠滿足人生智慧的需要，對於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具有積極的引領作用，對於治

國安邦也能在較大程度上滿足統治者和特定社會

穩定和諧的需要。孔子作為儒學的創始人，其思想

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豐富性，兼有道家、法

家的思想元素，正如王家驊所言：「中國的儒學具

有強烈的包容性，實際上它是在不斷地吸收其他

諸家思想的過程中發展的，然而，它又不是讓諸家

思想與其混合並存，而是將諸家思想融入其中，成

為其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6]比如孔子對無為而

治的肯定，對德治與法治相統一的肯定等，都顯示

了孔子思想的包容性。

從價值論哲學的角度來看，事物的價值既取

決於事物的客觀屬性，又取決於事物滿足特定主

體需要的程度，即事物愈能滿足主體需要，主體

就認為該事物愈具有價值；反之，該事物的價值就

愈低。由價值論哲學的角度出發，回眸孔子在中國

歷史上的價值變遷，我們不難發現，孔子之所以能

夠在中國歷史上長久不衰，得到長期的歷史承認，

這首先說明孔子思想具有滿足中國歷史長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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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觀屬性；其次也說明中國歷史上客觀上需要

孔子思想所蘊含的人生智慧和治國智慧。因此，歷

代統治者之所以認同孔子思想，實質上就在於孔子

思想體現了人生智慧，有利於該社會的穩定和諧，

統治者可以充分利用孔子及其儒家思想對民眾進

行教化，而通過教化把孔子思想及其儒家文化積

澱並凝聚成全社會的意識形態和超穩定的心理結

構，由此也進一步顯現了孔子自身文化內涵的深度

和廣度所具有的生命力，這也符合黑格爾的名言

「凡是現實的就是合理的」。也就是說，孔子能夠

被歷代社會所接受，這在客觀上必然有其內在的

合理性，孔子思想的深刻性與豐富性，客觀上成為

後世選擇的重要原因。

價值論哲學從另外一個側面也能夠說明孔子

為什麼在特殊歷史階段會遭到否定甚至是批判，

究其原因就在於這些特殊時期的價值選擇陷入

特定誤區，比如太平天國時期第一次打倒孔家店、

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中表現出來的反傳統思想、

「文革」時期破四舊等問題，在這些特殊時期，人

們的價值選擇出現了偏差，扭曲了需要的正當性，

或者說主體的需要不科學，甚至被政治意識形態

異化了，按道理來說，價值判斷的標準本身應該標

準，但實際上卻並不標準。由此而論，孔子在這些

特殊時期遭到誤解、曲解甚至是批判，從價值論哲

學角度來看，這本身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但是，歷史畢竟是歷史，「青山遮不住，畢竟

東流去」。「孔子」畢竟來源於孔子，無論後世對孔

子的評價究竟有多少真實性和科學性，有一點是可

以肯定的，即孔子確實是一個複合型人才，也是一

個山型人才的大師巨匠，他的人生經歷體現了家

庭的文化傳統（聖人之後）、個人後天的主觀努力

（包括遠大志向、見賢思齊和勤奮學習等），與國

君和賢人交往甚多，對夏商周傳統文化的總結，處

在周代文化與禮崩樂壞、社會動蕩的交匯點，孔子

周游列國所開闊的國際視野等等，這些主客觀因

素達到了最佳的優化組合，有利於形成一個「集大

成」的孔子。其中，關於國際視野，《呂氏春秋》：

「孔子周流海內，再幹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

餘君」。[7]這在當時唯有孔子才能獲得這麼特殊的

高級禮遇，由此也增加了孔子對多國的閱歷，有利

於他獲得社會治理最直接的經驗，用現代的術語

來說，相當於孔子到很多國家訪問交流，進行了最

高級別的社會調查和國際調研。事實證明，孔子這

種獨特的人生閱歷，客觀上非常有利於關注現實，

在激發社會責任感的同時，進一步激發他對現實

問題的思考，並且提出新的創見。《論語·子罕》載

顏淵稱讚孔子說：「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實際

上，正因為孔子是「一座高山」，弟子才能夠有高山

仰止之嘆。由此也進一步說明，孔子具有集大成的

文化內涵，業已構成一個具有完整生命的文化系

統，既具有文化的民族性，又具有文化的普遍性與

永恆性。這個文化系統在文化生態生生不息的演

變傳播過程中，它的生命力要遠遠大於一個文化

因子的生命力，因而能夠被後世在較大程度上所

接受、所認同，並不自覺地融入了後世的文化創造

之中，成為後世文化創造的文化動力和有益的營

養。

孔子的思想豐富而又深刻，集中表現在如下

幾個方面：

第一，豐富深刻的社會政治思想表現在對

「仁」與「禮」的強烈關注。「仁」是孔子思想的核

心，「仁」的本質是愛人，外化為對修身與社會治

理的行為方式就是「禮」，也是社會管理為政以德

的具體要求。孔子希望統治者能夠成為明君、聖

王，實行王道而不是霸道；希望為官者能夠成為忠

臣、諫臣和忠於職守、勝任職守的能臣；希望弟子

和更多的社會成員成為文質彬彬的君子，而不是

小人。因此，禮制和為政以德都是孔子社會管理思

想的重要體現。

第二，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為

公」的大同社會，是對和諧社會的理想願景「大

同」的終生追求，體現了一個真正思想家對未來

美好社會的理想追求。孔子這裏的偉大之處在於

自覺把實現大同理想與人生的責任感有機結合起

來，自覺肩負歷史重擔，為後世樹立了光輝的榜

樣。

第三，與對大同社會的追求相聯繫，孔子追求

積極進取的人生價值觀，不知疲倦、毫無畏懼地追

求「知其不可而為之」[8]的人生理念，「發憤忘食，

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9]這種積極的人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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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非常難能可貴，體現了一個思想家對現實和自我

的超越意識，也體現了「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博大

情懷。

第四，孔子作為一個思想家，其豐富深刻的治

國思想建立在他遵循天地之道和人性之道的基礎

上，所謂「政治」，乃政之治也。他認為，為政在舉

賢，在於「天下積而本不寡，短長得其量，人志治

而不亂政」， [10]因此他把「釋賢而任不肖」視為

「國之不祥」。[11]他注重社會治理要「以德以法」，

要實行德政和法制，二者相輔相成；他認為所謂

「德者，政之始也」[12]「政」者，正也，主張政正，

政善，政和；孔子主張從仁出發，建立和諧的人際

關係和社會關係，其「為政以德」與「近者悅，遠者

來」的王道精神深刻影響了後世的社會治理與和

諧社會的建構。

第五，孔子作為一個偉大的教育家，提出一系

列具有永恆價值的教育觀點，倡導素質教育，注重

教學相長，因材施教，倡導學習、思考與實踐的緊

密結合，體現了人才培養的基本規律，超越了民族

和時代，融入世界，指向未來。

第六，孔子的美學思想核心注重「美」與「善」

的統一，「文質彬彬」，也是形式與內容的統一。孔

子提倡「詩教」，即把文學藝術和政治道德結合起

來，把文學藝術當作改變社會和政治的手段，視為

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

第七，孔子作為第一個情商理論家，具有很高

的情商，提出了蘊含情商思想的著名論斷。[13]在自

我認知方面，孔子《述而》說「非生而知之者，好

古，敏以求之者也」，《憲問》說「不患人之不己

知，患其不能也」；在自我調控方面，孔子《里仁》

認為，「以約失之者鮮矣」，《衛靈公》「小不忍，則

亂大謀」，《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衛靈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等。而在自我激勵、移情能力和人際交往能力方

面，孔子也多有高論。

孔子上述豐富的思想內涵是孔子能夠流傳

久遠的重要原因。孔子在歷史的接受中客觀上發

生這樣或那樣的變形，成為特定歷史階段的「孔

子」，客觀上還與後世與孔子的時間距離、文化距

離與心理距離的影響不無關係。後世對孔子的接

受程度還取決於下面三個角度：第一，後世與孔子

的時間距離；第二，後世與孔子的文化距離；第三，

後世與孔子的心理距離。本書中所謂的時間距離，

是指人們與古代人物或事件相隔的時間跨度；文

化距離，是指人們對於所認識的人物或事件的文

化差異；心理距離，是指人才對所認識的人物或事

件所存在的心理差異。

從後世與孔子的時間距離來看，後世與孔子

相隔的時間距離越近，認識主體一方面既能夠比

較詳盡瞭解孔子的相關信息，對孔子的認識比較

清楚，但另一方面也會受到「一切歷史都是當代

史」的主觀遮蔽性和隨意性的影響，客觀上容易

出現抬高孔子或者貶低孔子的兩種極端；反之，後

世與孔子相隔的時間距離愈遠，認識主體對孔子

的評價一方面存在對歷史的超越性，因而能夠對

孔子的評價更加冷靜、客觀和清晰，但另一方面，

也可能因為後世與孔子的時間距離因為過於遙

遠，由於相關資料的缺失所造成的模糊性，客觀上

可能影響後世觀察孔子的清晰性，因而可能導致

判斷的失准與失衡，從而產生對孔子認識的模糊

性。

從後世與孔子的文化距離來看，後世對孔子

的評價，在較大程度上還取決於後世具體的評價

者所處時代的社會政治、文化狀況和價值取向等

因素，即該時代的社會需要與文化建設客觀上能

否與孔子進行有效的交流、對話與溝通，進而實現

新的文化融合與創造。如果後世的認識主體所擁

有和認同的文化內涵與孔子的思想存在較大程度

上的統一性，後世認識主體對孔子的評價就會越

高；反之，後世的認識主體所擁有和認同的文化內

涵與孔子的思想存在的差異越大，後世的認識主

體對孔子的評價就會越低。

從後世與孔子的心理距離來看，後世與孔子

的心理距離越近，認識主體比較容易走近甚至走

進孔子的內心世界，並且沉浸其中，更好地理解和

感悟孔子的喜怒哀樂，與孔子同呼吸、共命運，效

法孔子，也要追求美好的社會理想；反之，認識主

體與孔子的心理距離愈遠，心理距離就愈加產生

疏離的效果，即後世在心理層面上與孔子之間產生

「代溝」，從而影響對孔子的客觀認知，如八十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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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後和零零後的年輕人由於受西方文化以及網

絡文化的影響，對孔子以及傳統文化缺乏必要的

認同。當然，以上三點不是絕對的，而是因時代而

異，因認識主體的差異而發生變化。

（二）對孔子選擇的歷史嬗變

後世對孔子的選擇既有歷史性，又有主觀性，

這種選擇必然受到時間距離、文化距離和心理距

離的多種制約，在多種制約與反制約中，孔子逐

漸展衍為不同歷史階段的不同認識主體視野中的

「孔子」。因此，不同歷史階段的「孔子」一方面來

源於歷史上的孔子，一方面又是不同歷史階段人

們自覺不自覺地創造出來的「孔子」，即孔子在歷

史生成的過程中被創造和被演義了，後世的認識

主體通過各種不同的創造和演義，使孔子逐漸發

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形。孔子在變形中不斷深化、豐

富，乃至聖化和神化，幾乎成為中國傳統文化最重

要的載體；但在特殊的歷史時期，孔子也曾經被扭

曲，甚至遭到最徹底的批判和否定，被「踏上一隻

腳，永世不得翻身」。

孔子能夠成為「孔子」，首先來自弟子對孔子

的推崇及其對孔子思想的傳播，所謂弟子三千，賢

人七十二及其後學者均推尊孔子。子貢對孔子贊美

備至，奉如天人，把孔子比為高天、日月、木鐸，凡

人永遠不可企及，認為孔子是天生的聖人；孟子認

為孔子所行的「聖人之道」是自然界和社會的至高

準則；荀子以繼承儒家正統自任，稱頌孔子，認為

孔子的美德永遠不可泯滅，但他貶斥子張、子夏、

子游為「賤儒」，批評子思、孟子。先秦之際，雖然

墨家、道家和法家對孔子及其儒學多有非議，但沒

有從根本上影響孔子思想的傳播。

其次，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

政策為「孔子」奠定了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基石。

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孔子及其儒

學逐漸成為官方的意識形態，乃至全社會的意識

形態，孔子的地位愈來愈高，由聖人逐漸變為神

人。「早在公元178年，東漢的蔡邕就在鴻都門學的

牆壁上，繪製了孔子和七十二門徒的肖像畫。自唐

代到明代中期，理想化色彩濃厚的孔子畫像是各

地孔廟祭祀活動的核心內容。南宋高宗皇帝（1127

至1162年在位）授旨繪製的《聖賢圖》發揮了推波

助瀾的作用」。[14]儘管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亂頻繁，

孔子及其儒學遭到玄、佛、道的猛烈衝擊，出現儒

佛之爭，但由於孔子與儒學的生命力，總體而言，

在儒佛道三教合流中，孔子及其儒學始終處於正

統地位。唐代雖然受到道教與佛教的很大影響，但

孔子依然繼續深入人心，成為社會主流的意識形

態。宋元明清以降，孔子及其儒學得到了進一步的

鞏固和發展。「高宗還親自抄寫儒家經典著作，鐫

刻於石碑之上，是為《石經》。《石經》拓本發往

路、州各級的所有政府學校……以《聖賢圖》為代

表的孔子肖像和雕塑是孔廟其他地方祭祀活動的

中心，推動並鞏固了孔子在思想領域的主導地

位」。[15]即使元代和清代，統治者在漢化中也很快

接受了孔子的思想，因而對儒家的接受和認同，成

為「漢化」的重要標志。鴉片戰爭以降，中國近代

社會歷經巨大的民族災難，引發了社會改革的思

潮，在西方基督教的衝擊下，也引起了對孔子及其

儒學的反思和批判，比較極端的是洪秀全、五四新

文化運動以及「文革」時期。洪秀全1843年砸爛了

私塾中的「至聖先師孔子」牌位，從1851年到1864

年，太平軍所到之處，焚毀孔廟、學官，砸碎孔子牌

匾、塑像。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對孔子的批判完

成了由過去的政治批判向文化批判的轉向，但由

於急功近利，對傳統文化的批判不經意間陷入了

文化虛無主義的偏執觀點。「文革」時期，對孔子

的批判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其中，河南人民出版

社1973年出版的《撕破孔子的畫皮》是一本批判孔

子的文集，該書刊有鄭州大學大批判組的一篇文

章，對孔子的批判很有代表性。其中《撕破孔子反

革命兩面派的畫皮》一文如此批判孔子：「孔子是

腐朽的沒落奴隸主貴族的代表，是反動統治階級

的代言人，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兩面派……

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反動派，是妄圖拉著歷史前進

的車輪開倒車的小丑，是社會發展的絆腳石」。這

些文字今天看起來仍然有點令人毛骨悚然，人們不

禁要問：當時人們怎麼會如此對待孔子？

再次，孔子能夠成為「孔子」，也是不同歷史階

段、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對孔子自覺不自覺地進行

選擇的結果。歷史無情亦有情，大浪淘沙亦瀝金。

歷史經過循環往復的實踐檢驗，孔子終於恢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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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本真的面目。早在吐蕃時期，隨著唐蕃之間的

文化交流，孔子的盛名就遠播西藏，得到藏民族的

文化認同，但在藏文化認同的同時，孔子也被藏化

了，打上了深深的藏文化的烙印，成為「聖、神、王」

三位一體的貢則楚吉杰布。[16]從孔子國際化的進

程來看，自從傳教士利瑪竇把《論語》翻譯成拉丁

文，於1687年在法國巴黎出版後，孔子思想在西方

流傳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相對於「己所不欲，勿

施於人」，耶穌也曾說過「你們想讓別人怎麼對待

自己，就應該怎麼對待別人」。這兩句名言在西方

被稱為「黃金律」，但是耶穌比孔子要晚整整五個

世紀，國外常把孔子與耶穌、穆罕默德以及釋迦牟

尼相提並論。十八世紀時，孔子學說在歐洲學術界

引起了廣泛討論，到了二十世紀，西方出現了尊孔

的熱潮，六十年代在大眾中形成了東方文化熱，但

學界對孔子的研究則主要集中在社會等級體系及

其概念支撐、宗教屬性和現實意義三個方面。

進入二十一世紀，隨著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孔

子思想也真正進入了文化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一

方面是孔子思想所代表的普適性、永恆性正在被

越來越多的國家和民族所接受和認同；另一方面

以數百所孔子學院和孔子學堂為載體的跨國文化

傳播教育，通過漢語為載體，廣泛地傳播了孔子思

想，促使孔子思想進一步走向世界，成為全球化中

具有豐富文化內涵的一張文化名片。

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對於「孔子」的歷史生

成，人們雖然以歷史上的孔子為「原點」，但在對

孔子進行新的文化創造中，不知不覺地把孔子「孔

子」化了，把孔子「當下」化和「為我」化了，也在一

定程度上把孔子主觀化和時代化了。實際上，我們

永遠不可能走進絕對「原點」的孔子，我們既要尊

重歷史上的孔子，在學習孔子思想的同時，還要受

到歷代「孔子」的影響，還要自覺不自覺地按照我

們的「前理解」，按照我們的學術視野、思維結構

以及我們的需要，對孔子進行不斷的解讀和闡釋。

因此，人們更多的不是求孔子之真，而是求「孔子」

之善。從解釋學的角度來看，孔子思想產生於春

秋時期特定的「視域」，體現了孔子對春秋時期社

會、人生等許多問題的思考，也是一種經過兩千多

年歷史檢驗的經典，蘊含了永恆而普遍的價值，屬

於「歷史流傳物」的範疇。同樣，孔子要成為歷代的

「孔子」，一方面體現了後世讀者對孔子的理解和

詮釋，離不開後世具體的「視域」，即後世學者自

身所處的歷史階段與社會環境；另一方面，後世歷

代對孔子的理解與詮釋，實際上就是後世歷代從

自身所處的「視域」出發，在歷史這個「大視域」中

和孔子所處的「視域」實現「視域融合」的過程。因

此，歷史在不斷發展變化，對孔子的理解與詮釋也

在不斷發展變化；孔子面向歷史展現了思想的開

放性、永恆性和普遍性，為後世不同時代不同的理

解和詮釋方式提供了優秀的墶本。

柳詒征《中國文化史》一書中指出：「孔子者，

中國文化之中心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自孔子

以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自孔子以後數千

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即使自今以後，吾國國民

同化於世界各國之新文化，然過去時代之與孔子

之關係，要為歷史上不可磨滅之事實」。[17]作者此

論確實看到了孔子對中國文化的重大影響，但並

沒有對「孔子」進行還原，因為歷史雖然創造了孔

子，但孔子自己卻很難創造出不同歷史階段的「孔

子」，許多「孔子」已經大大超越了孔子的本真狀

態，因而也是真正的孔子無法預料的，如同曹雪芹

不可能理解紅學一樣。

孔子之所以成為不同時代的「孔子」，除了上

述談及的時間距離、文化距離與心理距離以外，還

與下面幾點因素不無關係：

第一，先秦經典的某些遺失客觀上失去了我

們研究孔子的參照物，如《周書》《夏書》《商箴》

《商書》等，這些經典的逸失使後世無法瞭解當

時文化的實際狀況，這樣很可能把這些已經逸失

的經典已經具有的思想誤認為是孔子的思想。

第二，解讀孔子的「當下性」，各取所需式的

思維定式束縛和限定了我們的視野，「為我」的功

利性遮蔽了視野的澄明與客觀性，客觀上容易出

現主觀化甚至過度的闡釋。

第三，研究者自身學養的單一性，因為缺乏複

合型的知識結構與能力結構，只能「橫看成嶺側成

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顯現了研究者的局限

性，客觀上無法把握孔子的豐富內涵。唯有既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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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又見智，才能實現輻射思維與輻集思維的視域

融合，從整體系統的全方位視角解讀孔子。

第四，漢代以降，歷代統治之所以選擇了孔

子的儒家思想作為主流話語的意識形態，有其選

擇的客觀必然性與合理性。道家講無為而治，注

重出世，但實際上，人生不可能在入世以前就先

出世；即使出世，也要在入世以後。而社會的發展

總體上是有為而治，是要求每個社會成員積極入

世，不可能長期無為而治。法家過於注重法制，缺

乏人文關懷，忽視人性的尺度，而從社會的穩定

來看，單純的法制客觀上不利於社會系統的科學

運轉。墨家注重技藝，推崇科技理性，較多地注重

「器」的層面，這有其合理性，但不能作為治理社

會的根本原則。佛教注重個人修身養性，但缺乏社

會治理的王道維度。孔子作為儒家的代表，通過

克己修身，仁者愛人，注重入世而不是亂世，注重

德治與法治兼備，重王道而反對霸道，重民生而反

對奢侈，追求大同理想等，客觀上既符合人生理

想，也符合社會發展理想。

很顯然，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突出「仁」，注

重建立在愛人倫理關係基礎上社會秩序的穩定與

和諧，以中庸為方法論，注重社會發展的適度態、

平衡態、和諧態與穩定態，符合統治階級安邦定國

的需要，因此，不但能夠得到歷代統治階級的青

睞，而且也在較大程度上比較符合全社會的整體

需要，這才是孔子與儒家具有長久生命力的根本

原因所在。

三、中庸的人生智慧

孔子大智若愚，具有人生的大智慧。「知其不

可而為之」體現了積極有為的人生哲學，中庸的

人生智慧則把握了人生與社會發展所需要的適度

態、平衡態、和諧態與穩定態。孔子這些思想也是

他能夠影響後世的重要因素。

（一）「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積極進取精神

孔子能夠成為「孔子」，原因之一就在於他具

有積極進取的人生精神。他深受堯舜以及周公的

影響，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知其不可而為

之」，體現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剛健有

為的精神。

首先，孔子為了實現理想抱負，不僅敢於向多

位統治者積極諫言，提出自己的治國安邦之策，而

且還不辭勞苦，周游列國，為實現理想而不懈地探

索和奮鬥，體現了「知其不可而為之」的自強不息

精神，可謂「路漫漫其修遠兮」，孔子上下而求索。

《呂氏春秋·遇合》：「孔子周流海內，再幹世主，

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為弟子者三千人，達

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為師，不

為無人」。對於孔子剛毅進取、積極有為的思想，

曾子對其進行積極的發揮，《論語·泰伯》載曾子

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

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這可以看作是

對孔子積極進取精神的最好注釋。《論語·述而》

篇中「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發憤忘食，樂以忘

憂，不知老之將至」。孔子這種積極進取精神並非

單純表現為刻苦學習，而是有其理論依據，這就是

《論語·述而》所說的「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

游於藝」。《論語·憲問》篇中的守門人還稱孔子為

「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極其準確地把握了孔子追

求理想、自強不息的精神。

其次，孔子具有探求真理、見賢思齊和「聞

道」的叩問精神。孔子這種對真理的叩問精神甚至

影響到當代學者的命名。著名學者張思齊是武漢

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他的名字就是根據

《論語·里仁》：「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而起的；著名美學家、文藝理論家王朝聞是依據

《論語·里仁》：「朝聞道，夕死可矣」而命名。孔子

是第一個生涯設計理論家，自述「吾十有五而志於

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

耳順，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孔子這段話不但對

自己的生涯進行了科學總結，而且也對他一生的

奮鬥與成功進行了人才學意義的解讀，對人們進行

科學的生涯設計也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為了探

求真理，就需要謙虛的治學精神，正確認識學與思

的關係，所以，《論語·為政》曰「知之為知之，不知

為不知，是知也」。又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

學則殆」。

再次，孔子的積極進取精神不是為了個人的

金錢和權力，也不是個人光宗耀祖，而是為了更好

地建功立業，實現「政和」的社會理想。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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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知識份子最重要的理想莫過於「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了。知識份子通過勤奮學習，修身

養性，最終是為了達到「修齊治平」的境界，所謂

成家立業之謂也。孔子的「三十而立」曾經激勵無

數的人們為成家立業而不懈地奮鬥，而其中的「立

業」當然也具有建功立業的內涵，蘊含了憂國憂民

的人文情懷。

這裏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治學不是單純為了

研究學問，而是最終為了奉獻社會，實現自己的政

治理想和社會理想。孔子的積極進取精神不是一

時心血來潮，也不是純粹形而上的理論研究，而是

學以致用，是基於對社會的改造和完善，自覺地進

行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嘗試。

（二）「中庸」的人生智慧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為了實現「仁」，孔

子注重禮樂教化，並且特別注重對方法論的思考，

而「中庸」在孔子那裏，就具有重要的方法論含

義。

從學理上來看，中庸是人類對社會經驗的科

學總結，也是古今中外一種非常重要的方法論。在

中國哲學史上，早在上古時期，原始人群從弓箭文

化出發，認為「中」乃旗杆之正，「中」從一開始就

具有了準則、標準的意義。孔子繼承了周人的尚中

思想，《論語·雍也》載孔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

至矣乎！民鮮久矣！」孔子認為中庸是道德的最高

境界，進而把中庸上升為一種方法論。結合孔子的

其他論述，我們可以發現，中庸在孔子那裏既具有

道德最高境界的含義，也具有方法論的含義，所

謂「過猶不及」即指做人做事的中庸問題。孔子主

張以中庸為指導思想，調節人們的言行，既不偏於

狂，也不偏於狷，應該在兩端之間取中，以此和諧

社會關係。《荀子·修身》認為：「治氣養心之術：

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

良；勇毅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

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濕、重遲、貪

利，則抗之以高志；庸眾駑散，則劫之以師友；怠慢

僄棄，則炤之以禍災；愚款端愨，則合之以禮樂，

通之以思索」。荀子針對個性的不足或過分，用其

對立面給予補偏就中，這恰恰也是孔子中庸之道

的具體體現。

孔子的中庸思想對後世能夠發生重大影響，

就在於中庸是優化人生與和諧社會的一種普遍有

效的方法論，也體現了人類普適性的人生智慧。在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提出了「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極

端的美」[18]的論斷，把中庸視為最高的價值標準，

並推及到他的哲學、倫理學、社會學、美學等多個

領域，在不同的語言範疇中，他又稱之為「居間

者」和「中間物」。日本著名漢學家竹添光鴻把中庸

解釋為「合情、合理、合法」，即「合理化管理」。王

岳川認為，「中庸在古代政治文化中是一種具有超

越性的思想，在今天世界精神生態危機中同樣具

有調整人心尋求正途的普世性價值」。[19]實際上，

從社會發展史的角度來看，中庸之所以能夠被不

同的國家和民族所接受和認同，就在於中庸代表

了事物發展的一種適度態、平衡態、和諧態與穩定

態；而反中庸只能導致事物的非適度態、非平衡

態、非和諧態與非穩定態，客觀上恰恰成為阻礙事

物適度態、平衡態、和諧態與穩定態的一種負面價

值。

對於孔子的中庸思想，有不少學者認為中庸

比較適合於社會穩定，但不利於社會改革，因而認

為中庸具有一定的保守傾向。筆者認為，這種看法

其實也是偏頗的。從社會發展史的角度來看，自

進入階級社會以來，大凡背離了中庸的歷朝歷代，

不僅導致了階級之間的尖銳對立，造成官逼民反

的動亂局面，而且即使在社會變革時期或者歷代

農民起義的時期，失去了中庸的準則，也會進一步

激化矛盾，客觀上加劇社會動亂。歷代農民起義一

方面為推翻統治者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另一方

面有時也出現了燒殺擄掠、破壞生產力的嚴重後

果。

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躍進」、1966

年的「文革」都矯枉過正，從根本上背離了中庸的

方法論，極大地阻礙了社會的發展進步。即使在

社會改革的歷史時期，也要積極穩妥，不能急於求

成，矯枉過正，也不能搞「一刀切」，而是要兼顧城

鄉之間、區域之間、階層之間、穩定與發展之間各

個方面的統籌協調、科學發展與和諧發展。由此可

見，對孔子中庸的評價要突破研究者自身的思維

遮蔽性，把其上升到人生智慧和方法論的層面，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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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把握其普適性與永恆性，這對於社會的穩定與

改革都具有積極的方法論意義。

綜上可見，在孔子向「孔子」的歷史生成過程

中，孔子的價值不斷被增值，這充分說明孔子思想

的強大生命力。「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位學識淵

博、思想卓越的文化偉人，而且是中國文化史上的

一位承上啟下的中心人物，他上承夏商周文明之

精華，下開兩千年中國思想之正統，他的影響遍及

政治、倫理、哲學、教育等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

對於模塑中華民族的世界觀、價值取向和認知思

維習慣產生了難以估量的歷史作用」。 [20]歷史長

河，大浪淘沙，孔子歷經不同時代的歷史闡釋，仍

然活在當下，活在未來新的歷史生成之中。當前需

要認真思考的是：我們如何在孔子與「孔子」的和

諧統一中，既要注重對孔子本真面貌的追溯探求，

沿波討源，雖幽必顯，又要在孔子向「孔子」的轉化

與生成中把握孔子所蘊含的真與善的融合、共生

與統一性，由此進一步揭示傳統文化繼承、傳播與

創新的基本規律，讓孔子的思想精華進一步走向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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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duc t ive form of the or ig in of 
Confucius and Confuc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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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multivariate 

visualization of the deductive form of the origin of 
Confucius and Confucian. On the basis of this analysis, 
Confucius is a person who inherits the culture of 
Zhou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xiology, this 
paper incorporates Confucius’s thoughts into the need 
of Chinese society. On the one hand, it explores the 
connotation of Confucius’s thoughts. On the other 
hand, it investigates the value choice of Confucius 
as “Confucius”. Thus, the complex effects of time,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distances on the acceptance 
of Confucius are stud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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