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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俱進是禮的基本精神。「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

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論語·為

政》），「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八

佾》）就是這個道理。[6]杜佑《通典》對秦漢以降諸

禮變遷做出過精彩論述，衣服製作工藝的變革使

得婚禮不應仍用玄纁及皮

為禮物；三代祭祀中的立

尸之義，久被廢止；[7]射藝

的重要性因郡縣制的推

行，列國征伐的終結而被

削弱，等等。故杜預以「略

舉數事，其餘可知也」的

道理，認為「詳觀三代制

度，或沿或革不同，皆貴

適時，並無虛事。豈今百

王之末，畢循往古之儀？」

「徒稱古禮，是乖從宜之

旨。《易》曰『隨時之義大

矣哉』！先聖之言，不可誣

也」。 [8]《宋書》卷十四

《禮》第四：「夫有國有家

者，禮儀之用尚矣。然而

歷代損益，每有不同，非務相改，隨時之宜故

也」。

古禮彌遠，傳統的禮儀、禮制、禮俗中與現代

社會的精神相背離者自然無益於實際，那些建構

在古代皇權政治下的內容隨附著機制的消亡已湮

沒在歷史之中，所以對它的研習不在照搬，亦構不

成恢復，這是禮必須變化的方面。[9]禮還有不變的

存在，那就是禮義。

凡禮的產生製作，應當符合兩個層面，一不悖

於自然界普遍規律，二符合人情人性的倫理。前者

《儀禮》禮義研究的幾個問題
■ 郭超穎

山東師範大學

一、禮之組織生成與運作的內部合

理性問題

禮就是治世，《禮記·仲尼燕居》：「禮者何

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1]社會

組織的可持續運作須要

有序合理的管理調配，這

在古人概念裏就是禮的

問題。治世在於使萬物合

於道理，故「禮也者，理

也」，[2]理，指合理。這也

是禮的目的。《左傳·成公

二年傳》曰「禮以行義」，

義，「宜也。錯心方直，動

合事宜，乃謂之為義」

（《左傳·隱公三年》），故

「義者，天下之制也」

（《禮記·表記》），孔穎

達疏云：「既使物各得其

宜，是能裁斷於事也」。[3]

禮的這種「於事合宜，所

為得理」（《左傳·昭公

十四年》疏），是社會組織的利益根本，是「義以

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左傳·成公二年

傳》）。正是鑒於以上範疇，班固《漢書·禮樂志》

言：「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4]《禮記·

祭統》曰：「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5]

一方面，禮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另一方面，由

於世界的現代化進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把

禮視為「落後」「愚昧」「繁瑣」的代名詞。毋庸置

疑，古禮與當今社會不相匹配，但禮的本質也必然

不為保守而生。「禮，時為大」（《禮記·禮器》），與

摘  要：《儀禮》作為禮的本經，對後世影響深

遠，所記先秦古禮的程式儀節，不但奠定我國禮

儀文化中各項典儀的基本框架內容，而且生成了

禮儀製作的設定法則和禮儀踐行的行為規範。鄭

玄對《儀禮》這種特色有深刻把握，作注時精準

地揭示出禮儀背後的情理依據，確立了一些基本

的禮學理論。這是鄭玄《儀禮注》禮義闡釋內容

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關於該問題的討論，應圍繞

《儀禮》及其鄭注，通過鄭玄注文揭示出的典型

事例，以及部分理論，找尋禮節背後的原因，進而

提煉概括出基本原則和核心原則。

關鍵詞：儀禮；禮義；鄭玄；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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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與自然的關係，後者是人類社會內部的關係。

禮符合自然界的基本運作規律，體現在古人那裏

或許更多是「天地」「四時」「陰陽」等概念，如「凡

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

之禮」（《禮記·喪服四制》），「夫禮必本於天，動

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

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

禦、朝聘」（《禮記·禮運》）。當抽繹出核心禮原則

時，會發現自然科學理論在其中的參與。這其實不

難理解，應該認識到，合理的運行模型與健康的

管理體系都必然具備科學因素。

對於人情人性，司馬遷《史記·禮書》云「緣人

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 [10]人情人性有其常

體，儀節、器用等隨時而變。禮依據人情人性制定，

以調和平衡，[11]人有探得他人隱私的好奇，也有保

護自我隱私的需要，所以禮規定「戶外有二屨，言

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

扃，視瞻毋回」，鄭注云：「不於掩人之私也」。

（《禮記·曲禮》）規定「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

者不出中間」，見兩人並立並坐，第三方不要插身

到他們中間去，鄭玄注云：「為幹人私也」。（《禮記

·曲禮》）

基於以上所言兩點，禮之義才是禮的根本。故

《禮記·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

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

知也」。 [12]古人論禮特貴禮義，正因義是禮的本

質。但這不意味禮義蘊含的東西都是不變的，朱熹

說的綱常大體層面的「所因之禮」自帝制結束便不

再是萬世不變，這也絕非等同於禮義即是綱常大

體， [13]禮義裏面一定存在著固定可因循的東西。

《禮記·大傳》所云「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

被認為是倫理道德的大端，不會變革，對於這個主

旨的認識如今也要分在哪個層面，即個人有無獨

立自主之人格，尊卑男女是否依附從屬。[14]在這些

之外，更有體現著我們核心哲學內含與思維方式的

內容。

例如我國國家烈士紀念日的流程第一項是主

持人就位後先向紀念碑鞠躬，宣布儀式開始。[15]為

什麼要先向紀念碑鞠躬？制定該流程依據在哪裏？

《儀禮·士虞禮》祭神時，迎神的祝引導代表死者

受祭的尸之前，都必先面向尸，鄭玄對此的解釋

是：以此為節。也就是儀節從即刻開始。如今在儀

式前向紀念碑鞠躬，就是一個儀節，其含義就是

「我們從這裏開始」。古今兩件事看似不相干，但

細究起來，都反映了中國人的行事思維。《禮記·曲

禮》曰：「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16]今天學生去

無固定座位的教室上課時，如果大家坐的距離講

台比較遠，老師會示意大家靠前坐，不要前面空著

位置，這就是《禮記》說的這個問題。古時坐在席

子上，現在是板凳、沙發，無論具體儀節器物變化

如何，尊敬師長以及不妨礙後來者的道理是沒有

變化的。舉以上這些例子是為說明，雖然現代社

會看起來和古代生活狀況已經有很大差別，但我

們思考問題的思維方式或理念還是有延續性的。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言：「禮之義，即禮普遍

之原理」。對這種普遍原理的認識，不能全部停留

在綱常等級的層面，它更包含中國禮儀文明中的

基本精神與原則，是中華民族的核心哲學內含與

獨特思維方式體現，具有文化的合理性，因而具備

歷史的傳承性。關於該問題，安東尼·吉登斯的觀

點或許可以借鑒，他認為「傳統並不是由諸如風俗

等事實組成的，而是有約束力的道德內容的一個

規範化結構。這種規範化結構有『完整性』和一種

特殊的時間性。傳統與『集體記憶』聯繫在一起，

其本身便是重構『過去時間』的一個框架，它轉而

又『組織將來時間』」。[17]應該說禮義，尤其是禮

義中禮原則的內容頗似吉登斯所指出的那樣。

二、鄭玄《儀禮注》禮義對禮儀原

則的揭示

《儀禮》是先秦時期貴族社會生活中各種禮

節儀式的彙集，是禮的本經，是記述上古禮樂最

權威的文獻，對歷代制度、法律、儀典影響深遠。

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古代律法，或說中華

法系。我國古代的律法成形於唐律和其《律疏》，
[18]而「唐律一準乎禮」（《四庫提要》），二是歷代

典禮制度。《大唐開元禮》確立我國古代儀典大體

範式，而《開元禮》即依照《儀禮》諸篇的禮儀儀

節原則設定。上古與中古，下到元明清，服飾、衣

食、宮室、官職在變化，但作為禮儀活動組織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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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正如上文所提及的，具有穩定性。

也正因此，由《儀禮》記載，探尋組織禮儀—

朝堂儀典和日常禮儀—的核心原則很有必要。然而

《儀禮》節文威儀委曲繁重，多為名物度數，這使

得經文的禮義並非直接顯明。關於這個問題代不

乏論。明代郝敬認為《儀禮》「枝葉繁瑣，未甚切

日用」，不能言發義理，[19]不以《儀禮》為經。清人

姚際恒以《儀禮》僅僅是「儀」而不是「禮」，指摘

《儀禮》論不及義。[20]《儀禮》本身「法而不說」

的特點，使禮義闡釋在禮學研究中處於相當滯後

的狀態。朱熹引陳振叔說《儀禮》「此乃是儀，更

須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

三千』是也，禮書如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

三，士二』之類，是說大經處。這是禮，須自有個文

字」，認為陳氏「亦盡得」，[21]皮錫瑞言此「則猶未

知《禮經》關係之重，更在制度之上也。《禮儀經

傳通解》有《王朝禮》，即是說大經之文字，制度

雖不可略，然不如冠、昏、喪、祭之禮，可以通行」

（《經學通論·論禮所以復性節情經十七篇於人心

世道大有關係》）。

實際上《儀禮》文本重「儀」的特性恰是價值

所在。「儀」是禮儀活動得以展開，禮義得以附著

的基礎要素。如果脫離了「儀」，禮的內容與意義

也無從談起，況且「儀」中自有義存在。《儀禮》既

然是「踐而行之」的禮，周折委曲之中必有所以如

此的法度蘊藉，故朱熹言「《儀禮》事事都載在裏

面，其間曲折難行處，他都有個措置得恰好」。[22]

朱子所言的「措置得恰好」，其實就是因為有相應

之義存在。所以《儀禮》作為禮儀的一種範式，其

行事以此規範的原因，以及行事的目的意義，自然

是題中應有之義，而這都是《儀禮》的禮義所在。

事實上，闡釋儀節背後的義理一直是《儀禮》

研究的特色。如《禮記》有《冠義》、《昏義》、《鄉

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祭義》
[23]等篇目，專門闡發《儀禮》十七篇諸禮背後的禮

義。此外，從《通典》保存的一段西漢《石渠論》關

於《儀禮》射禮討論的文字也可看出。[24]這段文字

探討了兩個問題：第一，為何鄉射禮中，賓應允開

始射箭比賽時，司射會回稟主人；賓同意以樂助射

時，司射卻不再向主人匯報。第二，為何鄉射有

「合樂」環節，大射卻沒有。鄭玄無疑繼承了《儀

禮》研究的這個特色。

《漢書·藝文志》云：「昔仲尼沒而微言絕，

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孔子之前，即或孔子當世

時，經義的理解也有紛爭。關於禮義的問題，黃侃

言：「自《傳》《記》之後，師儒能言禮意者多矣，

要以鄭君為最精」。 [25]鄭玄在訓詁名物、考究典

章、闡發義理的過程中已經兼顧了禮所涵蓋的核

心要素。由於三《禮》內容性質不同，故世之所重

者不同。鄭玄注《儀禮》緣經而制，對《儀禮》文本

特色有著最精要的把握，圍繞「儀」的「措置得恰

好」進行了全面的闡釋，主體的內容即是儀節範式

的依據與目的意義。

鄭玄在注解《儀禮》時找尋到最好的方式方

法，確立了一些基本的禮學理論，在準確把握和靈

活運用經義思想基礎上，創造性建構自己的注文

體系。後世對他的駁斥存在一個缺陷，即不能系

統清晰地梳理認識問題，考辨並非是建立在對整

書考察基礎上的一種思維確立。雖然學者們都在

運用對比的方法，標榜「以本經治本經」，但經過

分析就會發現這其中的邏輯不清和錯誤，他們擇

取的標準和參照系總是出現混亂。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清人吳廷華、金鶚、韋協

夢把賓、公組耦，以及大夫、士組耦時，誰為上、下

射的問題糊塗地弄錯，反而輕詆鄭注。射禮二人

為一耦，分上、下射，《鄉射》有大夫前來觀禮，若

參與射箭，則與士相匹配。鄭玄對此解釋，大夫前

來助主人樂賓，不自相組合殊別他人，並且士為上

射，大夫為下射。《大射》公和賓組合，注疏多次說

明公為下射，賓為上射。[26]金鶚云：「《大射》非所

以興賢，當正名分，安得以士為上射乎？《鄉射》

主人為下射，不言先發，以三耦上射先發推之，知

主人後發也。《大射》君乃先發，君為上射明矣。

君不為下射，而大夫不為下射明矣」。此僅是想當

然，甚至對經文置若罔聞，著實有失學術嚴謹，因

為上、下射的儀節，經可自證，黃以周《禮書通故》

駁正：「《大射儀》耦皆拾取矢節云『上射東面，下

射西面』，又云『若士與大夫為耦，士東面，大夫西

面』，則大夫為下射《經》有明證矣。《燕禮·記》

云：『君與射則為下射，樂作而後就物』。大射與燕



二○

二○

年
第
二
期
（
總
第
一○

三
期
）

文
化
中
國

６８

射同，則君為下射亦有明證矣，金氏之說，本吳氏

《疑義》誤甚」。[27]

《儀禮》經文錯綜回環，鄭氏注經亦有體例，

若不對篇章間經注熟爛於胸，可隨心勾連，則誠不

能曉暢述說，說則必錯。禮家爭議向如聚訟，有些

問題確難以遽斷，但也大量存在無中生有的情況。

清人解決了《儀禮》研究的很多問題，同樣也製造

了相應分量的問題。而且禮學在清代漸成顯學後，

許多新說異解往往都是勇於自信，不待真正把文

本切實掌握，即起而攻駁。這給禮學研究帶來不必

要的繁復和誤導。這些錯誤的理解，直接導致禮

義的錯亂。

禮義本質上反映著人類的思想情感，這種「人

情」「人性」具有超越時空，乃至文化差異的共通

性，當詮釋者與創作者有共同知識背景及情感體

驗時，就具備能夠洞察創作者意圖的可能性，即使

元典本旨的絕對客觀真實已不可印證。是謝靈運

言「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例如清陳澧《東

塾讀書記》開篇為《孝經》第一，陳澧最重鄭學，

認同鄭玄關於《孝經》為六藝總會的觀點，故而首

列《孝經》。研究者如果有相關的知識瞭解，縱使

陳氏沒有在開篇給予解釋，也可以推知《孝經》居

目次第一的原因。傳統文學批評中的「知人論世」

「以意逆志」就是說明的這個道理。

鄭玄闡發的禮義最能體現《儀禮》和傳統文

化的精神實質。首先，鄭玄兼治今、古，其經學能小

統一時代，「自是學者略知所歸」，[28]魏晉南北朝

世道「惟鄭氏禮學是賴」，[29]他的成就應置於「中

國文化史上的一位偉人，一位學術巨匠」[30]的地位

予以認識。其次，鄭玄禮學造詣的獨高，對傳統文

化要旨的融會貫通，還表現在他能踐禮行之，可為

朝廷定制上。[31]這一點同樣極為重要。正因為躬身

體行，才能真切領會到禮的精神，也正是切中禮之

的旨，方可做到非禮勿動。故東漢盧植云：「修禮

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32]此外還有一

點，以往不被大家重視和提及，就是鄭玄高超的數

學才能和嚴密邏輯能力，這體現在他對問題的統

籌分析與把控上，後世諸多學者在這方面比較欠

缺。[33]清王鳴盛言：「經義宜宗鄭康成，此金科玉

條，斷然不可改移者也」。[34]簡言之，鄭玄《儀禮

注》非但有禮義的存在，且鄭玄的禮義闡發，不止

發禮儀之微，更是抉經之心。

三、禮儀原則研究中要至為重視的

問題

在這裏有必要特別指出，長久以往，研究者

把「禮義」理解為禮制的目的和意義。這個概念是

欠缺的，蘊藉在《儀禮》經中的禮儀規範原則，或

者說禮儀活動組織生成的原則並不是禮的目的和

意義，而是目的和意義能夠達成的合理依據。《儀

禮》所具有的禮儀活動程式單的性質，使其對禮

儀行為規範有著天然的呈現和演繹。如此，在禮

儀的目的和意義以外，揭示禮儀如此範式的原因

與依據就成為最重要的內容。簡單來講，這回答了

「為什麼」的問題。它們同樣屬於禮義的內容。

關於原因，即「為什麼」，叔本華認為，「證明

一個事物的存在和證明這個事物為什麼存在，是

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前者我們稱之為理由，後者

我們稱之為原因」。[35]亞里士多德指出：「我們認

為我們完全理解了一個事物，只有在我們認為知

道了該事物賴以生存的原因的時候，而且，只有這

一原因才使該事物存在，否則就是不可能的」。[36]

笛卡爾說：「沒有任何一個存在著的東西是人們不

能追問根據什麼原因使它存在的。因為即使是上

帝，也可以追問他存在的原因，不是由於他需要什

麼原因使他存在，而是因為他本性的無限性就是

原因或是他不需要任何原因而存在的理由」。[37]

原則，具有基礎性、簡潔性、核心性等特點。

「一切原則的共同之處就在於，它們是最初的東

西，任何事物都是通過這種最初的東西而存在，或

者發生，或者被認識的」（亞里士多德）。[38]總結原

則，不是簡單呈現某類現象，而是要析別內在原

因，回答「為什麼」。基本屬性和核心原則的總結

思路不是通過鄭玄注文揭示出的典型事例來看原

則的典型表現，而是對提取出的典型事例進行聚

類分析，進而提煉概括出基本原則。

任何一門學科，都應有自己的基本原理。那

麼什麼是基本？簡單來說，就是無需證明，不可證

明。判斷一個理論夠不夠基本，要看它是否可以從

另一個更完備的理論中推導出來，也就是說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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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自於另一個更完備的理論。在此基礎上，更完

備意味著統攝更豐富，適用範圍更大。而若一個

基本理論可以從另一個同等意義的理論中推導出

來，在該情況下，或許可以認為這兩個理論其實是

一個理論。

例如，在《儀禮》所記的諸禮儀節中存在一類

情況，用疾速的方式回應對方，如主國卿大夫參加

完聘享大禮後，知道自己將要被來聘國使者慰問

的，都要先前往使者館舍慰勞，連朝服也來不及

脫下；又如在國君之後接受獻酒的賓，從主人開始

酌酒就急行拜禮；再如主人接受賓回敬之後，不

待降堂放置酒具先趕緊拜謝賓不辭酒惡。這類情

境在今天的現實生活中依然存在。那是不是就可

以歸結為「禮有急承」類似的表述以權作禮的一

種規範原則？顯然不妥。因為這是一種現象，急承

背後的原因才是關鍵，通過分析發現，他們的共同

點在於受到榮寵，當甲方特別敬重乙方，乙方就會

用急承來回應，再進一步，為何榮寵就要疾速承接

呢？這才是原則研究的思路。

再如鄭玄揭示禮提倡無事者不要幹擾有事

者，注文為「不以無事亂有事」；揭示賤者與尊者

開始就位踐履要事時，賤者地位會提升，注文為

「近事得申」；揭示賤者勤勞上事時會得到更多的

尊敬，注文會說「尊之」、「貴之」；揭示卑者在活

動中得到酬報是因為勤勞事務，注文為「賤者因

事得獻」。這些注文及其代表的事例各有所指，似

乎不相關涉，也能成為各自事例類型的總結，因而

各自取得原則性的地位。但這依然不是問題的根

本。雖然不能說它們並非處理準則，但在此之上還

有更為基本和重要的理論，這些僅是典型事例，

僅是演繹。

針對以上所述，就這個層面來說，原有研究

缺少理論性框架的建構，這是最緊要的。此外對

僅有的這些原則總結提煉來看，包括鄭注奠定的

部分基礎理論，也還尚且初級，仍需要進行大量工

作進行重新審視和鍛造。主要問題有：

首先，容易把原則的典型表現當成原則本

身。造成的後果是未能追本溯源，沒有找到真正

的根本，也產生不了理論性的東西。這樣做最容易

陷入講故事模式，就是介紹禮，就等同於講各種小

故事。

其次，根據典型事例總結出的條目，看似相

同的情況實則不是同一問題。比如「禮以相變為

敬」，禮以相變為敬是禮的一個原則，也是鄭玄

《儀禮注》、《禮記注》裏一個高頻概念。以往我

們把禮儀的相異（差異）和不相因襲都劃歸到禮

以相變為敬的原因上來。且不論禮以相變為敬是

一個原則，還是一種典型表現值得討論，實際上禮

的尚變情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為了區分尊卑展

示出的禮儀各方面的差異，這其實屬於禮區別高

低貴賤的問題；一類是相變化的這個行為動作是

為給禮儀注入一種動力，促成禮的動態生成，這種

動態中蘊含著「敬」。由此可以看出，禮以相變為

敬兩個方面不是一個問題。而且相同的儀節，也並

非相同的禮義。儀節相同並不意味著禮義的一定

相同，即共同的表像下，實質卻有著差異。所以即

使從禮儀凡例總結的角度來看，淩廷堪《禮經釋

例》這種路數的成果可以拿來做閱讀掌握文本的

基礎，但絕不能止步於如此程度的研究。

再次，混淆原則和條例的概念。《儀禮》研究

需要明例，就是歸納通用的條列，注疏已經進行

過這項工作，最具代表的是淩廷堪做出《禮經釋

例》，但對《儀禮》「例」的總結帶來的誤區是各種

例概念的混淆。首先，淩廷堪的例是「如何做」的

問題，如「凡迎賓主人敵者於大門外，主人尊者於

大門內」「凡始卒於室，小殮後則奉尸於堂」，而禮

儀原則是「為什麼」的問題，前者是具體行禮儀節

的歸納，後者可以看成禮的屬性。其次，曹元弼提

出經文例、注文例以後，禮的原則又被看成鄭玄注

文裏的凡例。曹元弼《禮經學》於「鄭注每就一事

示例」列「凡禮不參、凡禮不必事、凡敬不能並、凡

禮卑者先即事尊者後」，[39]以上都是歸屬不明的

問題。

毫無疑問，鄭玄必定知悉禮儀背後的道理，

這也是著成《三禮注》的前提，後世學者在此也有

造詣深厚的，但傳統的著述形式，有著的明顯不

足，就是大都可意會不可言傳，甚至有陷入談玄的

嫌疑。非要闡釋人和閱讀者具備相應的專業水準，

才能做到理解。這就限制禮學這門學科在現代學

術體系中應有的地位和該做的貢獻。現實中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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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人類學、社會學、管理學上的很多知識都被

跨學科借鑒，禮學研究也只有建構出一個完整的

學科框架才能做到更積極地為國內外相關人員所

運用。而禮的原則就是其中最大的短板。

《荀子·勸學》曰：「禮樂法而不說」。這裏的

「禮」，便是指《儀禮》，正是因為《儀禮》重「儀」

的這種特色，使得其思想精髓很難被平易的理解

和領會。故《荀子》又言「學莫便乎近其人」，從而

進一步講良師的必要和重要。這恰說明，如果繼續

沉醉於因循舊有的研究方式，則很難對這門學科

進行定性和定量研究。這樣容易導致在禮的基本

問題研究上進入陳陳相因的境地。

簡單來說，禮的原則，是禮的組織生成與開

展應該遵循的基本法則。我們須要做的工作是依

據鄭玄的揭示和總結，充分吸收前人對鄭注所做

的補充和疏解成果，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抽繹研

究。

四、經義不必然保守與禮非一勞永

逸

章太炎指出「現在的時世和往昔不同，但是

所變換的只是外表的粗跡，至於內在的經義是亙

千載而沒有變換的，所以古未必可廢。所著重的在

善於推闡，假使能夠發揮他的精義，忽略他的粗

跡，那麼以前種種，未必無補於現在」。[40]「若夫

經國利民，自有原則。經典所論政治，關於抽象

者，往往千古不磨，一涉具體，則三代法制，不可行

於今者自多」，[41]所以頑固不是經典固有的特性。

許多關於經學不必然保守的探討，所能談及

的就是清代今文經學復興，似乎此外就沒有什麼

其他徵實。事實上，或許應該說，禮作為一種社會

管理手段，在歷史上相當時期都更起著一種積極

的意義。自上古至秦漢，從漢末到南朝，再至唐

宋，禮一直努力適應時代大的變遷，並隨之改變，

維護當時的社會穩定，促進生產。秦的禮制建設

順應戰國來的時代變革，做出適應社會生產發展

和觀念革新需求的努力。漢末至南朝議禮非常豐

富，中古禮也在此間基本孕育定型。這正說明禮在

積極處理社會湧現的新問題。這在《通典》裏有豐

富的材料。具體到每個朝代也有各自的情況，這從

正史的禮樂志即可看出，如晉朝的廟制問題，唐代

武廟祭祀問題。而禮與法的關係，也很能說明禮於

治世的效用，唐代官員銓選有書判的考核項目，注

重培養和考察士子「臨政治民」的綜合能力，判文

分為「擬判」、「案判」、「雜判」三種類型，禮的因

素是判文的一個基礎特徵，尤其是擬判多依據禮

文而擬定問題，這種訓練看似是一種考試模擬，實

質上卻是用禮的合理性設定在假設中達到觸類旁

通的效用。

每個時代都有新的社會問題產生，當新問題

產生以後勢必沖擊並有可能打破就有的制約平

衡，此時便需要根據禮的一些核心基本精神進行

推禮，然後制定新的規範以來維護社會的平衡和

穩定。

禮的活力與僵化其實質上體現著一個社會

政治民生的總體形勢，所以當社會制度走向衰落

之時，其禮制必然也將存在著諸多弊政而備受詬

病。例如在漢代後期進步思想家對喪禮中諸多弊

病的無情諷刺和揭露。但是這裏面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禮制在一個王朝走向滅亡之時所受到的抨擊

不代表禮本身就應該被徹底拋棄，相反它必將隨

著新王朝的建立被重新調整，這也是中國古代社

會歷有修禮的原因。在一個朝代中，禮制需要隨著

社會發展逐步出現調整；而在易代之際，則又必然

會有新禮制的構建而適應新的社會發展需要。所

以，對於禮制的批判和摒棄需要就時就勢而論，一

個鮮活的社會必然有足夠的勇氣去締結新的禮儀

平衡。

禮儀規範的引導不是一勞永逸，風俗教化更

不是，不能因一時風俗的好壞，或俗世俗情的妥

否，來否定禮儀原則的合理性。這就如同即如人類

努力到今天，在世界範圍內依然不能根本上消除

貧困、歧視、戰爭等問題。但這絕不代表發展本身

的可有可無。

尤其牽扯到風俗、禮俗問題上，該問題更要

辨明。因為禮儀習俗的特點在於人民因循情性，

這就可能出現恣肆的局面，缺少必要和一定量的

理性，如攀比、奢侈，甚至流俗、惡俗。但禮卻是制

約和平衡，是一種規範，講求自尊自愛。例如當今

廣為詬病的婚鬧。根據《禮記》記述，至少在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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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很長一段時間內婚禮不賀，不用樂，[42]後來這種

以為規範的情況發生變化，《漢書·地理志》云燕

地「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後稍頗止，然

終未改」（卷二十八下）。《群書治要》引仲長統

《昌言》：「今嫁娶之會，捶杖以督之戲謔，酒醴以

趣之情欲，宣淫佚於廣眾之中，顯陰私於新族之

間，污風詭俗，生淫長奸，莫此之甚，不可不斷之

也」。[43]楊樹達《漢代婚喪禮俗考》就此云：「而為

之賓客者，往往飲酒歡笑，言行無忌，如近世鬧新

房之所為者，漢時即已有之」。[44]《意林》及《太平

禦覽》八四六引《風俗通》「汝南張妙會杜士，士

家娶婦，酒後相戲。張妙縛杜士，捶二十下，又懸足

指，士遂至死」。 [45]《酉陽雜俎》記載：「律有甲

娶，乙丙共戲甲。旁有櫃，比之為獄，舉置櫃中，覆

之。甲因氣絕，論當鬼薪」。[46]北宋末年莊綽所撰

《雞肋編》記載：「諸禮頗多異事。如民家女子不

用大蓋，放人縱觀，處子則坐於榻上，再適則坐於

榻前。其觀者若稱歎美好，雖男子憐撫之亦喜之，

而不以為非也」。[47]由此可見，婚鬧行為一直斷續

出現，今天仍需社會管理者注意，並加以引導規

範。更為重要的是，婚鬧本身不屬於禮的範疇，且

嚴重違背禮的精神，特別是婚禮的意義內涵。也

就是說這種習俗雖然有著禮俗的意味，但恰是禮

要規範的內容。

又如冥婚的習俗，這更是禮所不認同的，《周

禮·媒氏》：「禁遷葬與嫁殤者」。鄭司農注：「遷

葬，謂成人鰥寡，生時非夫婦，死乃嫁之」。所謂

嫁殤，「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

合，死而合之」。鄭司農：「嫁殤者，謂嫁死人也，

今時娶會是也」。孔穎達疏：「殤者，生年十九以

下而死，死乃嫁之，不言殤娶者，舉女殤，男可知

也」。《三國志·邴原傳》記載，曹操為其子曹沖配

陰婚，欲以邴原早夭的女兒合葬，被邴原以不合典

制拒絕。但此後與甄氏亡女合葬，完成冥婚。唐中

宗、韋後也先後操辦過3次冥婚，事見《舊唐書·懿

德太子重潤傳》《蕭至忠傳》，但即使上至皇室、

下至民間皆有這種現象，亦為時議所諷諫。

社會管理不可能一勞永逸，禮的設立與運作

也是如此。如果通觀風俗史，就會發現很多問題反

復出現，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序例》提到歷代對

風俗教化的重視，其云「漢代且設有風俗使，常以

時分適四方，覽觀風俗。……唐德宗時，遣黜陟使

行天下，陸贄說使者庾何，請以五術省風俗為首

務。樓鑰《論風俗紀綱》謂：『國家元氣，全在風

俗；風俗之本，實繫紀綱。』鄭曉《論風俗》謂：『夫

世之所謂風俗者，施於朝廷，通於天下，貫於人

心，關乎氣運，不可一旦而無焉者。』黃中堅《論風

俗》謂：『天下之事，有視之無關於輕重，而實為安

危存亡所寄者，風俗是也。』其視風俗之重也胥若

是，蓋未嘗不以移風易俗為手段，而達其潛移默化

之目的」，原因在於「良以吾華為多民族之國家，

幅員廣大，人口眾多，『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共

俗』，故爾古之大一統之君，繼同軌同文之後，莫

不以同風俗為急務也」。[48]

每個時代都不乏風俗的批評和反思，若把風

俗和禮制定的原則依據混為一談，是極其錯誤的。

如美明恩溥在對中國禮儀批評時所提到的：「宴請

時也會採用同樣的規矩，這是一種你們從未見識

過的恐怖（一種過分慷慨的恐怖），熱心的主人會

特意在你的盤子裏堆滿豐盛的食物，他認為你應

該喜歡這些好吃的東西，卻對這樣一個事實視而

不見，即你根本沒有食欲，一口也咽不下去。主人

會說，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而在他看來，他毫無

疑問已經盡到了他的地主之誼」。[49]即使該位作

者遇見過多次這樣的情況，也僅是說明當時宴會

的主人確實失察，但作者的這種認識卻抹殺和曲

解了禮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充分尊重對方意志，

給予對方意志自由。禮的目的完全不是脅迫禮儀

中的人，人在禮儀中成為木偶，僅僅是按流程走。

所以，風俗、習俗或者日常中的一些慣有作

法，與禮有關係，但不能說這就是禮。禮的內涵和

外延諸多學者都有過探討，[50]這也是值得大家所

注意的，即在禮的探討中不能把概念混淆。

五、總結

《儀禮》十七篇事涉豐富，在禮節儀式上展

現非常細膩，在委曲周折之間，幾乎比較完美地呈

現了措置的恰當。這就為它充分蘊藉禮義提供了

必要基礎條件。例如經文記述的「互稱對方心意」

儀節，大意是我方在對方情誼表達後，順接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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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就其所強調的事宜進行補充式重復，該情境於

現實禮儀中依然存在。反過來看，如果需要單就現

實中該現象進行討論，想找到歷史沿襲的存在，就

會發現如此瑣細的東西《儀禮》恰好也有闡釋，所

以這即是《儀禮》情境和程式細膩所帶來的好處。

後世典儀文本在細節記述上的粗疏，也意味著空

白點的大量存在。從這層意義上來說，《儀禮》對

某些要求情境豐富細密的研究方向有著特殊的價

值和意義。禮義研究就在其中。

鄭玄的工作已經大略完成禮原則的揭示和闡

述，這也為後世制禮提供借鑒的方便，也就是說雖

然鄭注沒有直接建構理論框架，但對核心問題都

給出了答案。借助鄭玄注文，通過對漫散的禮義進

行重新勾稽和研究，可以把禮的組織生成和運作

遵循的基本原則豐富完善起來，使這部分內容成

為一個獨立完整的理論體系。顯然這是十分重要

的。在此基礎上，應該認識到鄭玄禮義尚且不足的

方面，注文畢竟附屬於經文，這也是目前禮義研究

工作的困難所在。一方面，並非所有注文內容都達

到理論層級，很多僅還是就事闡述的語言表述風

格，這就要求繼續給予提煉概括。另一方面，就這

些禮義去進行聚類分析，探求其本質內容則更非

朝夕可成。

中國歷代典儀制度，無論外在表像如何變

化，其內在核心原則是極其穩定的。因為原則反映

的是思維方式和哲學內核。有的變化，雖屬內部指

導精神的變化，如皇權權威逐漸加強後的一些調

整，事實上所謂中國古代禮制大變化所在也集中

在皇權加強這塊，帶動的是禮制內部諸方面隨之

與其相適應。即使這樣，實質上也沒有動搖禮組織

建構的根本原則。因為這僅是某原則的典型事項

出現了增刪和變動，而諸如「尊主分明」、[51]「動

態平衡」、[52]「相人偶為敬」、[53]「貴重勤勞」、[54]

「漸成而有終」[55]等這些概念不會變化。另外，經

過研究分析也會發現，這些原則同樣被現代社會

禮儀所沿襲，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儀禮》中活動

原則的設置更與今天日常生活禮儀的精神風貌相

契合。這正是因為《儀禮》產生於先秦，比明清皇

權絕對權威的時期相比，它雖然與今天的時代間

隔更遙遠，但精神或亦未必然不更接近。

禮義是禮的根本，闡釋義理也是經學的固有

學術傳統。在現代學理下，重新重視禮義的挖掘漸

成學界共識，《儀禮》經注的禮學理論尤其值得研

究者注意和重視。平心而論，禮的理論研究一直以

來尚嫌不足，至少與它的地位不符合。總體上，對

禮的基本原則和核心原則的探討還應繼續深入，

本論文所做工作也僅是一個開始。諸多工作還須

要進一步去摸索，以確定在該議題研究上建立一

套更加科學合理的方法論。關於禮原則的討論，

或許能夠給禮學研究帶來一些思考，這未嘗不是

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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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priety and Ceremony is the 
herbal classic of the rite with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later generations. The ancient etiquette program section 
in the book of the pre-Qin period not only laid the 
basic framework of Chinese etiquette culture but also 
generated the etiquette of act set rules and norms. When 
Zheng Xuan noted the Propriety and Ceremony, he 
seized the features of the book, revealed the reasonable 
basis behind the etiquette accurately and established 
some basic theories of rites. T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propriety in the Comment of the Propriety and 
Ceremony by Zheng Xuan. This paper revolves around 
The Propriety and Ceremony and Zheng's comments, 
through typical examples and part of the theory which 
revealed by Zheng's comments, looking for the reasons 
behind the etiquette, then refines and outlines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core 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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