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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仪礼》《礼记》与儒家的人文关怀 

彭　林

摘要　《周礼》《仪礼》《礼记》，通称《三礼》，是成书于人类文明“轴心时代”的三部儒家经典。

武王克商后，周人跳出举世皆然的暴力执政的窠臼，推出以德治国的新政，并从制度、仪式、思想三方

面展开文化建设，旨在彻底改造社会，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杰出贡献。《三礼》是对周代礼乐文明既

有成果的辑录、补苴、完善，及至理论化、体系化的结晶。

秦汉以后，被视为周公、孔子之典的《三礼》，持续发挥重要影响，在全社会构建起了包括职官制

度、道德理想、宗法体系、伦理观念、人生价值、社交礼仪、思维特点、生活方式、天人关系等在内的中华

文化的格局；古代学者的人生理念与行事方式，亦无不受到《三礼》、尤其是《礼记》的浸润与滋养，

中华文化的底色由此奠定。

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类自身的发展，即人类自身道德的提振与完美，这一任务贯穿于人类

历史的全过程。《三礼》紧紧围绕如何提升人与社会的道德水平展开，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如今，

人类虽已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但此任务远未完成，故《三礼》对社会依然有指导与借鉴意义，一如依

山铸铜、煮海为盐，是建设当代文明取之不竭的宝贵资源，亟待学者与管理部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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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文明早期阶段产生的各政权无不以暴力为核心要素，中原地区的夏、商二朝亦然。

武王克商后，中国政治文化率先跳出“以暴易暴”的窠臼，首开以德治国的新局，并从制度、仪

式、思想领域推行文化建设，史称“周公制礼作乐”，代表了中国人的道德觉醒，这是人类历史

上的伟大创举，其意义至今没有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真正认识。《周礼》《仪礼》《礼记》（通称

《三礼》）的主题，大致与上述三方面的文化建设的成果对应，是经过辑录、补苴、完善，再作理

论提升之后的文本形态，彰显了儒家强烈的经世意识与人文关怀。

一、礼无虚作，皆为经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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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① 殷与周的根本区别，在“有德”

与“无德”。夏、殷之亡，亡于“不敬厥德”。作为前车之鉴，周人当“疾敬德”，迅疾树立“敬

德”的执政理念。德为一身之主，亦为一国之魂，“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书·召诰》），惟有

以德治国理民，方能得到天的长久护佑。从无德走向有德，西周的社会气象为之丕变。

礼将属于理念范畴的德加以分解，将其分层、分级导入操作层面，是显性化的道德，王国

维说“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 ②，乃是不刊之论。礼治即德治，号称“经礼三百、曲礼

三千”（《礼记·礼器》）。礼治的取径有三：制度，礼仪，思想。三者的结合，构成了举世无双的中

国治政之道，彰显了超绝一世的气魄与智慧。

制度　上古时代，世界各国无不以暴力作为执政常态，宫廷不过是王者一人兴之所至、生

杀予夺的空间，不受任何约束。周人摒弃暴政，开创以文化治国的先河，即所谓“文治”，从典

章制度、大经大法入手，不断拓展与细化，制定了议政制度、即位改元制度、五门三朝制度、国野

制度、畿服制度、巡守制度、册命制度、盟会制度、觐聘制度、朝贡制度、庠序制度、国恤制度、荒

政制度等，其中既有严格的刚性约束，亦有大量类似于今人所说“软法”的柔性指导 ③，各部

门、各地区分头践行，彼此呼应，浑然一体。作为公共管理空间，权力被分成类别、层级，所有官

员的职权都有明确的限定，业绩的优劣均有严格的考课，行政管理从此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

礼仪　礼仪是华夏民族的生活方式。人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以族群为基本生活单位，族

群的生活方式构成内部的文化生态，它与自然生态一起，对人们的性格、品行等共同发生作用。

氏族时代的族群生活，最初是自发的、散在的，率性而为，带有浓厚的原始风俗的色彩，缺乏人

文内核。周人高瞻远瞩，希冀通过构建道一风同的生活形态，逐步培植适合人与社会健康成长

的文化土壤。为避免强制的变革引发社会动荡，周人采取温和的、从俗到礼的方式，引导社会

走向文明，如氏族社会的成丁仪式、抢亲习俗，被改造成为文明的冠礼、婚礼；父母死后抛尸于

野的风俗，被改造成为入土为安的葬礼，以及慎终追远、光前裕后的祭礼。在旧俗中植入了人

文精神。在此环境中生活，而为仁爱庄俭、辞让诚信之风熏陶，乡风民俗日新月异，无疑是为德

治之一助。

思想　人有精神家园，有思想世界。人健康成长的动力，来源于内心的道德根基。道德

根基的形成，主要来自政府主导的教育机构的培植。政府“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

也”④。涵养德性，变化气质，赋予正确的人生态度，造就有德君子，是教育的核心目标，“君子先

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大学》）。周道四达、礼乐为交通，德治精神

传导于上下，朝野的国家信仰、文化认同、价值取向、生活方式日趋同一，礼治的文化土壤日益

丰厚。

礼的主旨是从内到外转变人，包括内在的思想与外在的形象，推动社会进步，故礼不空作，

一礼必内涵一义、必有操作的形式。孔子以“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一语盛赞周礼，进而

删述“六经”，七十子后学继述、阐发之，渐次形成《仪礼》《周礼》《礼记》三部经典，大体与

礼仪、制度、思想三者对应，是周公之典的升级、加强版，内容广泛、思想深刻，是为儒家文化的

①②④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王国维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32，142，141 页。

③	 彭林：《德主刑辅，道一风同——〈周礼〉所见古代地方首长的治政理念》，《人民论坛》201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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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宝库，标志着周代礼乐文明理论形态的形成。

二、“以天下为一家”，建立统一的官政制度

周公是中国道德礼治的创立者，其主旨在为万世开新局，而非建立一代之制：“其制度文物

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① 其后，

孔子提出“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礼记·礼运》）的天下大同的终极理想，令万民生

活在同一完美制度之下。此说反映了人类共同的理想，“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

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礼记·祭义》），成为万代景仰的高山。

《周礼》一书，以官政的形式诠解治国方略，可谓旷世罕见，在中国文化史上独树一帜。此

书树立了以分类、分级管理的方式来体国经野、设官分职的典范；其最精妙之处是以人法天，将

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与阴阳五行思想熔为一炉，铸为总御宇宙六合的政治框架 ②，天人合一的外

在色彩与道德理性的内核互补，体大思精，竑纤毕贯，后世职官类著作几乎无法超越。

《周礼》将行政管理机制导入体系化、理论化层面。六官分掌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

典、事典，对应宫廷、民政、祭祀、军政、司法、营造六大部类事务。大宰总掌十条官法，统御朝

野、官府、民众、财富：以六典治邦国、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则治都鄙、以八柄驭群臣、以八统驭

万民、以九职任万民、以九赋敛财贿、以九式均节财用、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以九两系邦国之民。

六卿下辖三百六十职，统理朝野万事，擘划详密，条理粲然。

《周礼》以简驭繁，将“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划分为吉、凶、军、宾、嘉五大类；将祭祀天、

地、祖先神祇的仪式，分为大祀、中祀、小祀三级，等差有序。服饰器皿，名目详备，应有尽有，如

天子冕服为大裘冕、衮冕、 冕、毳冕、 冕、玄冕等六种；天子礼神用玉，有苍璧、黄琮、青圭、赤

璋、白琥、玄璜等六玉；天子乘车，有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等五辂。如此等等，如网在纲，

有条不紊。后世史官，对这一中国轴心时代创作的官政大作，推崇备至，认为三代之制，“所以

为百世法者，以其华质适中也”③，无不视为典范而多方采撷。

后世设立当朝典制，凡遇聚讼，无不折衷于《三礼》。如帝王南郊祭天是祭礼的最高等级，

祭天之服，或说为大裘而冕，或说是衮冕，莫衷一是。宋英宗治平二年、神宗元丰四年、哲宗元

祐元年、高宗绍兴十三年，曾反复廷议，礼官与礼家激烈争辩，多引《三礼》为证，影响之大，不

难想见。

《周礼》所载制度，契合中国社会的国情、社情、民情，且多能与先秦典籍记载勾连，遂成为

历朝政府的政治标配、一体遵奉的典礼定式。至迟从隋开始，典制开始依傍《三礼》，如三省六

部制中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便是直接搬用《周礼》六官而来，成为定格，此后沿用至清，再未

变更。及至五代、辽金元清，多有四裔入主中原，但无论是谁，若要入承中华大统，都必须继承

《三礼》规定的政体形式，舍此就无执政的合法性，被视为异类，殊难坐稳江山。

金人觊觎中原已久，当年入汴，即潜心准备，“既悉收其图籍，载其车辂、法物、仪仗而北”。

①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王国维卷》，第 133 页。

②	 彭林：《〈周礼〉五行思想新探》，《历史研究》1990 年第 3 期。

③	 《宋史》卷一百四十九《志第一百二·舆服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34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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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世宗既兴，复收向所迁宋故礼器以旋，乃命官参校唐、宋故典沿革，开‘详定所’以议

礼，设‘详校所’以审乐”①，据以拟订金朝典制。太宗天德以后，按《周礼》所示，步步完善，

先是“常以冬至日合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于圜丘，夏日至祭皇地祇于方丘，春分朝日于东郊，秋

分夕月于西郊”②，后又设宗庙、禘祫、朝享、时享等礼 ③。

忽必烈建立元朝，刘秉中奉命定国号、设计元大都，刘氏用《易》“大哉乾元”语，定国号

为“元”，又据《周礼·匠人》“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语，奠定皇城内太庙、社稷坛、朝位、市场

分布的大格局；宫内建筑的琉璃瓦，亦按《周礼》之意，分别用五方色。又依《周礼》设天坛、

地坛、日坛、月坛，按时致祭，以示周家气象。

满清建国，直言欲“与三代同风”，以宣示接续中华法统，其典制虽有满族色彩，但大格局

则从《三礼》。《清史稿·礼志》云：

自虞廷修五礼，兵休刑措。天秩虽简，鸿仪实容。沿及汉、唐，讫乎有明，救敝兴

雅，咸依为的。煌煌乎，上下隆杀以节之，吉凶哀乐以文之，庄恭诚敬以赞之。纵其间

淳浇世殊，要莫不弘亮天功，雕刻人理，随时以树之范。故群甿蒸蒸，必以得此而后足

于凭依，洵品汇之玑衡也。斟之酌之，损之益之，修明而讲贯之，安见不可与三代同

风！ ④

清初考订礼制，“凡祭三等：圜丘、方泽、祈谷、太庙、社稷为大祀。天神、地祇、太岁、朝日、

夕月、历代帝王、先师、先农为中祀。先医等庙，贤良、昭忠等祠为群祀。”⑤ 其后不断有调整，而

大体遵从《周礼》。除天子外，“至亲王以下家庙，祭始封祖并高、曾、祖、祢五世。品官逮士庶

人祭高、曾、祖、祢四世”⑥，乃沿袭周代诸侯五庙，以及宋代品官及士庶人祭四代的传统。

可见，千年之中，尽管政权屡屡更迭于上，而国家文化形态并未出现颠覆，中华依然是中

华。其原因固然很多，而政权形态基本不脱《三礼》范围，应是重要缘由之一。

《三礼》典制，内涵深刻、仪式典雅，且传为周公手作，故被视为匡正风俗的准则，深受后世

追慕。贾谊厌恶“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的局面，切望文帝“定制度，兴礼乐”⑦。武

帝即位后，曾“议立明堂，制礼服，以兴太平”⑧。宣帝时，谏议大夫王吉上疏言，欲扭转当时“诈

伪萌生，刑罚无极，质朴日消，恩爱浸薄”的现状，就应“述旧礼，明王制”⑨。班固赞扬周礼是教

化民众的不二法门：

周监于二代，礼文尤具，事为之制，曲为之防，故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于是教

化浃洽，民用和睦，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囹圄空虚，四十余年。⑩

《礼记·经解》亟言朝觐之礼、聘问之礼、丧祭之礼、乡饮酒之礼、昏姻之礼的教化作用，在

敦化伦理、教人相亲。对此，《汉书·礼乐志》极为认同，故约引此语，并申述其义：

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

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⑪

可见，《三礼》记载的制度受到汉代学者的普遍认同，其影响之大，可窥一斑。

①②③	 《金史》卷二十八《志第九·礼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691-692，693，693-694 页。

④⑤⑥	 《清史稿》卷八十二《志第五十七·礼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 年，第 2483，2485，2486 页。

⑦⑧⑨⑩⑪	 《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1030，1031，1033，

1029，1027-1028 页。



《周礼》《仪礼》《礼记》与儒家的人文关怀

·9·

欧阳修以“礼”的虚与实臧否“三代而上”与“三代而下”的治道，“由三代而上，治出

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三代寓教于礼，“凡民之事，莫不一出于礼”，故能“使天下安习而行

之，不知所以迁善远罪而成俗也”；“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①，社会乱象丛生。

足见三代礼乐之治乃是欧阳修心中治平的典范。

《仪礼》文古义奥，不易卒读，但作为周公之典，始终受到尊重。汉魏皇太子冠礼、皇室嫁

公主仪式，以《士冠礼》《士昏礼》为基础。《乡饮酒礼》教民在揖让进退之际，学习尊老敬长

之礼；《乡射礼》教民习射，“发而不中，反求诸己”（《礼记·射义》），反观内省，涵养德性。二礼

在民间盛行千年，淳化民风，敦厚人伦，最足称道，直至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开始，因政府经费

紧缺方才停止。

《仪礼》影响民间生活方式，以宋最为典型。宋儒为与强势的佛道二教相抗衡，着意从

《三礼》中寻找适合民生日用的礼仪资源。司马光将《仪礼》之《士冠礼》《士昏礼》《士丧

礼》等篇删繁就简，而成《温公书仪》，率先推行于世。此后，又有《文公家礼》出，上承《书

仪》四礼规模而损益之，远播于朝鲜、日本等地，于当地社会生活的儒家化，厥功甚伟。

朱熹精通《三礼》，是宋代礼学第一人，因痛感礼制、礼学对乡风民俗、国家稳定的极端重

要性，晚年将《三礼》所见之礼依其新定结构重新汇辑，作《仪礼经传通解》。朱子《乞修三

礼札子》云：“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于本经之

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略有端绪”，包括《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等，以及未及完成

的《王朝礼》《丧礼》《祭礼》等篇，希冀为万世提供治国的大纲细目。

《三礼》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是使举国的文化认同不断凝聚，并且定格。

三、“以中国为一人”，塑造统一的人格标准

《周礼》专述官制，《仪礼》载记仪式，二经文字深奥冷僻，读者多视为畏途。《礼记》是

会通《周礼》与《仪礼》的桥梁，七十子对周代典制多所诠释、阐发，学者可执此而通彼。此

外，《礼记》出于七十子后学之手，所记所论，最得夫子之学的真谛，内容宏富，既有将礼学理

论化的内容，亦有对人生哲理、生命价值、涵养心性等重要问题的阐发，又有对人与自然相处的

法则、人与人交往的仪节的记述，堪称是儒家文化的百科全书，任何层次的读者，都可以从中汲

取各自想要的营养。中国人的思想世界、精神家园，由于《礼记》的影响而得以形成，天下士

子无不受其浸润。

周公制礼作乐，“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

之团体”	②，已含有“一道德”“齐风俗”之义。礼是齐一天下道德的器械，“道德仁义，非礼不

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礼记·曲礼上》），礼是全社会一切行为的准则。

“以中国为一人”，旨在塑造统一的人格标准，《礼记·乐记》云：“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

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政刑，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用政与刑推行礼乐教

化，使万民的德行归于齐一，使中华凝聚成为一个民族，是儒家的理想。

①	 《新唐书》卷十一《志第一·礼乐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307 页。

②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王国维卷》，第 1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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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经世济民的基本逻辑是修己、治人，《礼记》是儒家修己治人之学最核心的载体之

一。社会发展的起点是人自身的发展，即从动物学意义上的人成长为道德意义上的完人。孔

子将人的道德状态划分为五个层次，由下往上依次为：庸人、士、君子、贤人、圣人。以礼修身

立德，是人生第一需要。凡读《礼记》者，皆知礼与德为表里，而生以礼修身的强烈意愿。《荀

子·劝学》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

圣人。”从平庸之人起步，渐次成长为士、君子，礼是一以贯之的阶梯，是人格塑造的主要凭借。

《论语·颜渊》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士君子以先觉觉后觉，引导小

民上进，如此层层拓展，最终进入天下为公的境地。历代儒者崇礼、学礼、行礼之风，借由《礼

记》，而贯穿古代中国的始终。

近百年来，学界抹黑周代礼乐文明，对《三礼》的历史贡献讳莫如深。最典型的是宋代学

术研究，学者多说“理”而避谈“礼”，甚至刻意将“理”与“礼”截然对立。以致社会层面

普遍以为，宋儒好空谈心性理气，不食人间烟火，毫无生活情趣。事实恰恰相反。

宋儒惩于五季之衰乱与黑暗，以复兴儒学、改造社会为第一要务，故无不从现实生活中的

礼起步。朱熹说：“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①。宋人多推尊周

代古礼，周敦颐说：“不复古礼，不变今乐，而欲至治者远矣！”② 伊川先生云，“推本而言，礼只

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只此两字，含蓄多少义理”，“天下无一物无礼乐”③，“礼乐不可斯须

去身”④；认为《仪礼》可以提振大众文化品位，认为“冠礼废，则天下无成人”⑤，“养心莫大于

礼义”⑥。中华地域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中原与夷狄之别，是在礼与非礼。中原欲保持既有的

文明高度，必须群体守礼，否则文化必然倒退。二程说“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⑦，离

开礼，宋儒之学即成无本之木。

以下试以北宋五子之一、理学名家张载为例，考察理学家与礼学的关系。今人言张载，多

以诵其“四句教”为能事，而不复知有其他，张载之学遂被掏空。当知，张载之学最重礼，司马

光云：“窃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复三代之礼者也”⑧；“教人学虽博，要以礼为先，庶几

百世后，复覩百王前”⑨。《宋史》称，张载“与诸生讲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

如圣人而后已”⑩。

张载以礼为道德之最高体现：“礼即天地之德”⑪，“礼者圣人之成法也，除了礼，天下更无

①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九《本朝三》，王星贤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

第 3085 页。

②	 （宋）周敦颐：《通书·乐上》，《周濂溪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 106 页。

③	 （宋）程颐、程颢：《伊川先生语四》，《二程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276 页。

④⑦	 （宋）程颐、程颢：《二先生语二上》，《二程遗书》，第 82，94 页。

⑤	 （宋）程颐、程颢：《伊川先生语一》，《二程遗书》，第 192 页。

⑥	 （宋）程颐、程颢：《伊川先生语三》，《二程遗书》，第 225 页。

⑧	 （宋）张载：《司马光论谥书》，《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 年，387 页。

⑨	 （宋）张载：《又哀横渠诗》，《张载集》，第 388 页。

⑩	 《宋史》卷四百二十七《列传第一百八十六·道学二》，第 12724 页。

⑪	 （宋）张载：《经学理窟·礼乐》，《张载集》，第 2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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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矣” ①；“圣人亦必知礼成性，然后道义从此出”②。张载以礼为修身进德之津梁，人之成长，必

自礼始，感叹“进人之速无如礼”③；又云，“人必礼以立，失礼则孰为道？”④ 故人当“以礼成

德”⑤，“凡未成性，须礼以持之，能守礼已不畔道矣”⑥。又云：“学者且须观礼，盖礼者滋养人德

性，又使人有常业，守得定，又可学便可行，又可集得义。养浩然之气须是集义，集义然后可以

得浩然之气。严正刚大，必须得礼上下达。”⑦ 称礼可“滋养人德性”，使人“守得定”，“可学便

可行”，“可集得义”，“严正刚大，必须得礼上下达”⑧。

张载之学颇重视“诚”，但诚并非蹈虚履空的范畴，惟有与礼相须，方能有所征、有所见、终

至成就：

诚意而不以礼则无征，盖诚非礼则无以见也。诚意与行礼无有先后，须兼修之。

诚谓诚有是心，有尊敬之者则当有所尊敬之心，有养爱之者则当有所抚字之意，此心

苟息，则礼不备，文不当，故成就其身者须在礼，而成就礼则须至诚也。⑨

张载终身学礼、守礼，乐此不疲，不为物议所动：“学者行礼时，人不过以为迂。彼以为迂，

在我乃是径捷，此则从吾所好。文则要密察，心则要洪放，如天地自然，从容中礼者盛德之至

也。”⑩ 张载坚信，自庸人上跻至圣人，莫切乎礼，无法躐等而行：

学礼，学者之尽也，未有不须礼以成者也。学之大，于此终身焉，虽德性亦待此而

长。惟礼乃是实事，舍此皆悠悠，圣庸共由此途，成圣人不越乎礼，进庸人莫切乎礼，

是透上透下之事也。⑪

张载坚持以礼自治，亦主张以礼治民，认为“欲养民当自井田始，治民则教化刑罚俱不出

于礼外”⑫，此即《乐记》以礼乐政刑治民之说。张载重礼如此，周敦颐、二程、司马光、朱熹等

皆无例外，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入清，《三礼》之学勃兴，名家大作叠出，仕宦亦无不受其影响，曾国藩堪称典范。曾氏熟

读经史百家，谙熟儒家治国之道，晚年所作《圣哲画像记》，似以为子孙留学术遗言，云：“先王

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⑬；又言：“盖古之学者无所谓

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⑭，是乃深得礼学治世大义者。

《礼记》对历代学者人格的影响之大，堪称化入血脉，深入骨髓，无可替代。

四、当今社会，如何善待《三礼》

《三礼》是否还有当代价值？这原本是学术问题，但由于近代历史特殊背景的原因，在如

今的中国首先是一个观念问题。

①③⑥⑩⑫	 （宋）张载：《经学理窟·礼乐》，《张载集》，第 264，265，264，265，264 页。

②④	 （宋）张载：《横渠易说·系辞上》，《张载集》，第 191，192 页。

⑤	 （宋）卫湜：《礼记集说》卷五十九《礼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⑧	 （宋）张载：《经学理窟·学大源上》，《张载集》，第 279，279 页。

⑨	 （宋）张载：《经学理窟·气质》，《张载集》，第 266 页。

⑪	 （宋）卫湜：《礼记集说》卷一《曲礼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⑬	 彭林：《曾国藩〈圣哲画像记〉的经学底色与礼治指归》，《湖南大学学报》2019 年 4 期。

⑭	 曾國藩：《孙芝房侍讲刍论序》，《曾国藩诗文集》文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3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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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三礼》是农业文明时代的作品，如今已是工业文明时代，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

筑必须跟着变，《三礼》早已老旧、落伍，不可能再有现代价值。此说似是而非。

历史发展，有古今之别，但有人将“古今”切换成“新旧”，意在偷换概念。古今，是客观

表述时间上的先后；新旧，则带有褒贬的色彩。今人多喜新厌旧，凡新皆好，凡旧皆坏，旧文化，

一定过时、迂腐、封建。文革时，将五千年古文明统统归为“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

习惯，举国痛批。这种新与旧的分别，往往还与中西文化勾连，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西方人的

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中国人只有旧文化，西方文化无论古今，一切都新。如此，全盘否定中

国传统文化不仅顺理成章，而且理直气壮。

如果说工业文明之上只能有与之完全适配的文化，那岂止《三礼》，《诗经》《楚辞》，《老

子》《庄子》，《史记》《汉书》，唐诗宋词，四大名著，京剧昆曲等等，无一不是农耕文明的产物，

岂非都要“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西方文化亦并非都是工业文明创造的产物，古希腊是世界上

典型的奴隶制时代，耸立于其上的文化，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形

而上学》《伦理学》，以及《荷马史诗》等，奥运会点燃圣火仪式等，哪个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是

否也应该一并扬弃？英国的汽车制造业，无论品牌，抑或设计、动力、材料、工艺、产量、流水线、

电子化、舒适度等，无不领先于世界，而英国皇室至今用 18 世纪的皇家马车作为迎接国宾的最

高礼遇，按照某些人的逻辑，这岂不是食古不化，或者是企图复辟？

文化形态与经济基础确实有彼此适应的关系，但并非整体绑定、沉浮与共的关系。优秀文

化可以穿越时空，纵贯古今，历久弥新，魅力永在，无论西方东方，皆是如此。周人确立的道德、

仁爱、正义、秩序、和谐、修身、恭敬、庄俭等理性法则，不管社会发展到何种阶段，都不可或缺或

离，作为这些核心理念主要载体的《三礼》，正应作如是观。

或说，古代中国的礼节奏太慢，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会影响经济的发展。此说影响

很大，人们多人云亦云，不假思索即赞同，故亟待澄清。

中华礼仪会影响当代经济发展？看看今日之日、韩，其说即不攻自破。日、韩历史上深受

儒家文化浸润，近代以后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生活节奏不可谓不快，但两国至今沿袭自

古相传的儒家礼仪，日本皇室甚至保留了唐朝的宫廷礼仪。这一切，不仅没有影响两国的工业

化进程，而且在全世界树立了礼义之邦的形象。不知何故，同样的事情，一到中国就成为问题。

近代以来，我们扬弃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轨”，把自古以来的“改正朔”，改成了“阳

历”（格里高利历），宣布废除沿用了数千年的“旧历”，以为这样就跟上了世界的潮流，用上了

最先进的历法。可是，旧历是废除得了的吗？一百多年来，中国民众热衷的还是除夕、清明、端

午、夏至、中秋、冬至等节气；在盛夏与寒冬，老百姓依旧数着三伏、三九过日子，没有人理会阳

历。如此，中国的历法出现了“两张皮”的尴尬，举国要过两个新年：元旦与春节，国家领导人

要发表两个新年贺词。此外，我们断然放弃了“年号”纪年法，认为那是封建文化，生怕因此

影响我们进步到资本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亚洲最早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却始终没有

取消年号纪年法，而非用西历纪年。事实证明，日本的经济发展好像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

改革开放几十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国家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引领。一个民族

的文化形态，不能割断历史，生造硬凑，那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可能存活；亦不能抛弃民

族尊严，靠剽窃、抄袭异质文化来拼装本位文化，最终亦不可能为中国人接受。时下中学的成

年礼五花八门，有一千所中学就有一千种成年礼，令人哑然失笑。如今城里人的婚礼，几乎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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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西化，新娘身披白纱，近乎丧服，而新人乐此不疲。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居然创造不

出属于自己民族的婚礼，岂非咄咄怪事？

就《三礼》本身而言，其学术研究的空间依然很大，主要原因是，《三礼》文字古奥难读，

学术难点触目皆是，当代精熟《三礼》文本的学者寥若晨星，学术界任重道远。此外，《三礼》

在当代的社会价值，亦未可小觑。

首先，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类自身的发展，即人类自身的道德的提升与完美，这一命

题超越时空，《三礼》正是紧紧围绕这一主题而发。两千多年过去，人与社会的道德成长的任

务远未完成，当今社会的道德问题依然在《三礼》观照的范围之内，故犹有指导与借鉴意义。

其次，任何民族的发展，都必须根基于自身的历史传统与文化自信之上。《三礼》是今人

寻找文化血脉最源头、最权威的经典。这样说并非要回到周代，《礼记·礼器》说，“礼，时为

大”，礼的形式始终在与时俱进，但礼的精神是恒定不变的。如《士冠礼》旨在提示成年者的

成人意识，以及对社会的担当意识；《士昏礼》旨在提醒新郎、新娘“合二姓之好”（《礼记·昏

义》）的意识，共同承担家庭建设的责任；《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旨在事死如事生，追念

亡故的父母亲养育之恩，以光前裕后为毕生志向。如此等等内容，不正是我们社会千百年来始

终追求与遵循的文化精神吗？

再次，《仪礼》各篇所载尽皆周代典礼仪式，不少人由此断定为历史陈迹。殊不知，其中

亟待开发的、足以骄人于世的宝藏相当之多。如《乡射礼》，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记载射

箭比赛规程的文本，有教练、裁判、记分员、报靶员，有三种长短不同的射道，可进行三个等级的

比赛。此外，还将多项德行教育揉进比赛过程，教育射手树德立志，礼敬对手，正确对待失败，

发而不中，反求诸己云云，润物细无声，弥足珍贵。再如，《聘礼》是迄今所见、全世界最早的

外交礼仪的文本，令人惊讶的是，现当代国际外交礼仪中的外交对等的原则，以及出入境礼仪、

礼品致送、公私会见程序等范式，《聘礼》都已具备。我国如今的外交礼仪，几乎都是沿袭欧

美各国而来，将来如何在国际外交活动中彰显中华文化的特色，《三礼》是重要资源，只要深

入探寻，总有惊喜出现。	

《周礼》一书，有丰富的国家行政管理的资料可供今人借鉴，如《地官·大司徒》有在灾

荒之年如何防止灾民离散的十二条救荒之政：散利（贷给种子、粮食）、薄征（减轻租税）、缓

刑（宽待因饥荒而犯法之人）、弛力（停止徭役）、舍禁（开放平时禁止民众进入的山林等管理

区）、去几（免除关市的税收）、眚礼（简化礼仪过程）、杀哀（减省凶礼仪节）、蕃乐（收藏乐器

不奏）、多婚（鼓励婚配、增加人口）、索鬼神（寻找并修复已废弃的祀庙）、除盗贼（严防盗贼

趁乱作案）。用今日眼光看，十二荒政即是社会紧急救助的预案，面面俱到，值得参考。此外，

《周礼》在山林等自然资源的保护、物资进出库的管理、人口清查如何防范官员虚报等，思虑周

密，设计完备，可惜当下干部阅读过此书者，凤毛麟角。

《礼记》对于今日社会可产生的影响，依然位列《三礼》之首。如《礼运》篇，有孔子论

述大同、小康之说，堪称指引中华民族奋斗的灯塔，其地位堪与古希腊学者柏拉图的《理想国》

相颉颃，为每位国人不可不知者。康有为曾据之作《大同篇》，孙中山以“天下为公”号召万

众，影响之大，不难想见。《学记》是我国最早的教育理论专著，所倡导的因材施教、教学相长、

启发式教学等教学理念，精彩无比，完全没有过时。再如《乐记》，是我国最早的音乐理论专

著，讨论音乐的起源、教化作用、社会价值、乐教与政治等问题，提出声、音、乐三分的理念，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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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深刻，对于建立当代中国风格的音乐理论体系，大有裨益。又如《儒行》篇，孔子谈儒者的

十五条德行，论说气节操守，精辟峻峭，掷地作金石声。宋代皇帝多以此篇赠新科进士，勉励其

精忠报国。抗战时期，章太炎亦大力提倡此篇，激励国人勇赴国难。当今之世，国际风云波诡

云谲，青年学子尤其需要诵读与践行。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礼记》多修身立德之格言，富于人生启迪，民国时多所大学的校训即直接取资于此书。

《礼记》中有许多关于官风官德的警句与格言，表述简明清新，便于记忆与传诵，完全可作为政

府官员的基本守则。《礼记》的中国式表述，更接地气，大众耳熟能详，可为今日推进社会文明

的极好资源。

清末民初，孙诒让不满当时社会唯西方马首是瞻的风气，而作《周礼政要》，历数《周礼》

中与西方文化殊途同归之处。而当时举国为“全盘西化”之说裹挟，无人理会孙氏之说，至为

可惜。时至今日，我们理应以更加开阔的胸怀，善待古昔先贤留下的文化遗产，否则难免会化

神奇为腐朽。

将《三礼》的价值转化为大众的文化资源，尚需政府主管部门的认同与运作。北京奥运

会之前，笔者建议将《仪礼·乡射礼》作为开闭幕式的表演项目，既是历史，又是文化，还是原

汁原味的中国体育；北京冬奥会之前，笔者组织编写中小学传统礼仪教育的教材，希望以此提

升民族形象等等，但都难以得到有关部门官员的俯允。因此，日后行政官员的文化品位如何提

升，亦是一亟待解决的问题，否则，再好的人文关怀只能虚悬于空，无法落地。

（责任编辑：西　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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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 Li, Yi Li, Li Ji  and the Humanistic Care of Confucianism
Peng	Lin

Abstract:	The	Confucian	Classics	San	Li	(三禮,	The	Three	Books	of	Rites),	including	Zhou	Li	(周禮,	The	Rites	of	Zhou),Yi	Li 	(儀禮,	
The	Book	of	Etiquettes	and	Ceremonial )	and	Li	Ji 	( 禮記 ,	The	Book	of	Rites ),	are	the	three	Classics	written	in	the	Axial	
Age	in	human	civilization.	Beyond	the	victory	of	King	Wu	of	Zhou	against	Shang	Dynasty,	the	ruler	of	Zhou	established	
a	new	governing	strategy	that	concerning	the	civil	morality,	in	order	to	get	rid	of	violence	governing	norm.	By	advancing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such	as	policies,	 rituals	and	 thoughts,	 the	Zhou	government	can	utterly	change	 the	nature	of	
society	and	this	strategy	became	a	great	achievement	in	civilization.	San	Li 	recorded	the	essentials	of	cultural	policy	of	
Zhou	Dynasty,	with	modifications,	enhancements	and	lead	to	theoretical	and	systematic	results.

After	Qin	and	Han	Dynasty,	San	Li	 continuously	affected	 the	society	of	ancient	China.	 It	built	a	 thorough	pattern	
of	Chinese	culture	 including	government	system,	moral	 ideals,	patriarchal	system,	ethical	concepts,	 life	values,	 social	
etiquettes,	way	of	 thoughts,	 lifestyles	and	heaven-human	relation.	Furthermore,	 the	believes	and	behaviors	of	ancient	
scholars	were	also	colored	by	San	Li ,	especially	ideas	from	Li	Ji .	It	laid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is	 also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ity,	 that	 is	 strengthening	 and	perfection	 of	 self-
morality.	This	task	went	along	with	the	whole	human	history.	San	Li 	illustrated	the	constant	way	of	moral	advancement	
of	civil	and	society,	and	their	values	are	beyond	time	and	space.	It	is	now	the	time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yet	this	
task	is	far	from	completion.	Therefore,	San	Li 	are	still	significant	in	guiding	and	referencing	to	social	development.	They	
are	a	precious	arsenal	of	building	modern	civilization	that	longing	for	discovery	by	scholars	and	managements.	
Key Words:	Zhou	Li ;Yi	Li ;	Li	Ji ;	Confucian;	Rule	of	Virtue;	Rule	of	Li;	Contemporary	Value

The Creation of Huang Zongxi's Economic Thoughts
Sun	Baoshan

Abstract:	Huang	Zongxi	who	 lived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wa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figure	 in	 the	
practical	academia.	His	political	thoughts	were	discussed	a	lot	in	the	past,	but	his	economic	thoughts	were	as	creative	
as	his	political	thoughts.	He	proposed	that	land	allotment	should	give	consideration	to	both	equality	and	differentiation,	
that	the	currency	should	be	kept	liquid	to	promote	circulation,	and	that	tax	collec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with	low	tax	
rates	and	differences.	All	of	these	made	a	breakthrough	to	the	traditional	economic	thought	in	many	aspects	and	had	the	
factors	of	modern	economic	thoughts.	Huang	Zongxi's	thoughts	had	a	great	influence	over	China's	modern	transformation	
and	provided	assistan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	 times.	 It	 is	not	 intended	 to	 exaggerate	 and	
overplay,	but	due	to	its	inherent	theoretical	factors.	
Key Words:	Huang	Zongxi;	Economy;	Land;	Currency;	Tax

From "Xiangrenou" to "Renjihe" 
—Formation and Theorization of Confucius's Benevolence 

Wu	Shuchen	
Abstract: Confucius's	benevolence	refers	to	Confucius'	thoughts	on	benevolence.	By	analyzing	12	etymons	of	Chinese	
character	 "Ren"	 (benevolence)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the	 article	 defines	 the	 essence	 of	 ancient	 "Ren"	 as	
"Xiangrenou",	meaning	sincere	and	equal	care	and	love	between	one	another.	Confucius	developed	the	moral	standard	
of	"Ren".	By	proposing	the	thought	of	"Renjihe"	(harmony	between	oneself	and	others),	he	promoted	the	"Xiangrenou"	
to	a	higher	theoretical	level.	The	Confucius's	"Ren"	covers	three	aspects:	generosity	and	leniency	refer	to	the	benevolent	
practices	of	a	gentleman	in	governance;	filial	piety	and	kindness	are	the	precondition	of	benevolence	and	bottom	line	of	
consanguinity;	loyalty	and	forgiveness	are	the	way	of	benevolence	and	golden	law	of	natural	individual's	morality.	
Key Words:Ren;	Xiangrenou;	Generosity	and	Leniency;	Filial	Piety	and	Kindness;	Loyalty	and	Forgiveness;	Natural	
Individual

Review on the Expounding of the Classics and Writing the Commentaries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Gu	Jiming
Abstract: "Commentary	with	Exegeses"（义疏）	was	an	important	stage	both	in	the	history	of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exegetics."Shu"means	"declaring	in	different	aspects"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etymology.	Therefore	we	did	not	agree	with	
Mou	Runsun,	who	considered	"Shu"	as	written	records	of	a	sermon.The	ceremony	of	reciting	scriptures	and	arguing	by	
assistant	speaker	appeared	in	the	royal	expounding	of	the	text,	which	was	earlier	than	Buddhism.However,it	was	not	the	
key	problem	of	arguing	which	was	earlier.	Buddhism	commentary	with	exegeses	was	the	production	of	Indian	Buddhism	
and	Confucianism.	Meanwhile,	Confucianism	commentary	with	exegeses	was	the	outcome	by	fusing	Han-Jin	Confucian	
exegeses	and	Buddhism	commentary	with	exegeses.	
Key Words: Commentary	with	Exegeses;Confucianism;	Buddhism;	Ceremony	of	Expoun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