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1卷第4期

2009年8月

黄山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V01．¨．NO．4

Aug．2009

《论语》中的“人’’‘‘民"：意义人和事实人

周海春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摘要：比较流行的对儒家人学观念的理解包括几种：宗法人伦的人学观念、整体性的人学观念、私人

和公民的人学观念、焦点和场域模式。这些解读有其有效性，但在反映孔子思想面貌方面存在不足，需要进

行新的探索。其中把《论语》中的人学概念看作是意义性的，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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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于儒家入学观念的解读大致分为以下

几个取向：把中国传统人论中的“人”看作是“人

伦”，尤其是宗法人伦中的人．否认儒家有独立的个

人观念，自然《论语》的政治哲学也就与权威密切相

关；把《论语》中的君子、小人、民等概念理解为一个

阶级概念；安乐哲等提出的人的焦点／场域模式，力

求把握“中国似个人”，化解个入和社会、个人和传

统的矛盾。开出儒家的仪式性的民主；以西方的个

人观念观察中国的人。从而否定中国有个人的观

念：以西方的私人社会领域和公共社会领域的观念

观察中国传统的入学观念。这些解读有其有效性。

但在反映孔子思想面貌方面存在不足，需要进行新

的探索。

1．宗法人伦中的“人”

如杨适认为“中国传统人论中的‘人’主要是

‘人伦’的人。”陋“在中国传统的实际里，在思想文化

里，‘人’指的几乎全是、或主要是由人伦(核心是亲

属血缘人伦关系)来形成的家族、民族、国家这类整

体，和在这种人伦之网中被分别规定下来的一切个

人o”[t113

由于入是用人伦来定义的，人区别于动物靠人

伦；入的自觉人格的成就体现在人伦。“从西周直到

清末中国历史上实际存在的人伦，乃是一种特定的

人伦形态，把它称作‘宗法人伦’或‘宗法等级人

伦’，更恰当些。”illl9宗法制度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

血缘差别。包括男女、父子、夫妻等以及基于家族之

间的自然关系和自然差别被人为地经济化、政治

化、文化化的一种制度体系。在他看来，中国历史发

展实际上是宗法制自身调整的过程。宗法人伦是异

化入伦。“中国传统的宗法入伦是从天道自然的原

始人伦转变而来的．又与之对立，原先的平等和谐

变成了宗法制的不平等与对立．这可以说正是人伦

的自我异化。”1]1蝣

在杨适先生看来，先奏各家都和宗法人伦有关

系。儒家“是代表和维护在实际生活中占支配地位

的宗法入伦制度的派别。”flJl9“礼”就是为了辨别宗

法的差别和秩序；乐是为了求同，体现人情味；“仁”

则把这个宗法人伦体系的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墨

家在根本上是不反对宗法人伦制度的，但它比较强

调这种关系中的功利性、利益性的一面，看到了利

益冲突，注重兼相爱、交相利；看到了等级性，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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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这种等级性；看到了“尊尊”和“贤贤”的矛盾，

强调贤才：注意到了内部的劳动和不劳动的分工和

冲突．从而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道家也是不在根

本上反对宗法入伦制度的，但道家看到了其中自然

和人为的矛盾，强调自然性和自然情感；强调无为

来达到管理，让宗法等级人伦之道采取天道自然的

形式。法家也不反对宗法人伦制度，但更加看到了

利益本性。采取强制的办法来维护宗法人伦。

宗法人伦就是天人合一体。西方自然和人的区

别很明显，因而需要把一个方面合到另一个方面，

这就产生了唯物论、唯心论或二元论：中国的天人

合一主要指的是人本身的天然与人为、内与外的关

系：“宗法人伦是中国传统文化重天人合一的真实

根源。”11is6道家强调天然的一面。儒家强调人为的一

面。西方人对人的自由的追求是以人与自然的分别

为基本的逻辑前提的；是以灵与肉的分裂为前提

的；是以个人和整体的分离，个人成为逻辑前提为

前提的。但在中国宗法人伦中，自然和人、精神和身

体被统-N宗法体系之中，个人是被整体的差分来

定义的。

宗法人伦的说法有解释孔子思想的有效性，但

也有很大缺陷。主要是遮蔽了孔子“古之学者为己，

今之学者为人”所要表达的价值追求。

2．整体中的人

以西方的个人观念观察中国的人，一种典型的

观点是否定中国有个人的观念。“西方传统中自我

的根本意义至少依赖于三组区别：第一组利用由物

质、心灵、机体和意志的隐喻(metaphors)所规定的

四种基本的语义语境；第二组是构成灵魂三元功能

的思维、行动和感情这三种精神样式；第三组是性

别区分。”[2Iris自我是～个独立的、自主的个人。是有

着自我意识和自我利益、自我权利的人。一说到自

我就涉及到感情、爱、理性意识、知识、生理机体及

其欲望、需要和功能、目的和动机、意志活动、个人

的权利和利益以及相关的行为。个人涉及到个人的

人格。自我是一个行动者和认识者。自我总是关联

着个体性，个体性就是肉体和精神上的独特性。自

我总是和自我实现有关联。

在这种观念看来，提到自我总是涉及到个人和

社会之间的部分和整体，或者是个体与类的区分。

一种哲学。一种文化如果肯定自我，就意味着要保

留对个人作为部分的肯定。而在中国哲学的人学观

念当中，个体就是社会。把个人等同于社会。这种认

知逻辑把儒学的入学观念理解为一种集体主义。个

体自身的利益或者所属的群体利益要服从于更大

的社会群体的利益。“学者们经常把中国人视为‘无

我’、自我舍弃的人，以为他们的‘意识’、‘意志’、

‘欲望’和‘目的’全都为他们所属的社会、社群或国

家所占据。”∞，3在这种观念看来，中国的人的观念

似乎更能说明这样一个道理：自我是一个习惯的复

杂体．一个无中心的观念和习惯之网。这些习惯来

自于父亲、妻子、儿女等角色。当一个人被取消了这

些角色之后，就不再有任何东西。中国文化和中国

哲学中的人具有“无我”、“无心”、“无身”、“无目

的”、“非意志”的特征，从而可以说是没有个体性观

念的。但这一观念也包含着一定的自我矛盾。自我

首先要存在。然后才能谈牺牲。自我如果在逻辑上

是先在的．如何说中国没有个体性或者自我观念

呢?况且在儒家和道家那里．一个持续不断进行着

的教导弟子的话题就是要对来自社会的观念系统

保持必要的反思。

也有使用个体和特殊、一般的概念来把握中国

哲学的人学观念。“个体’可以指某一单个的、单一

的、分离的和不可分割的事物，由于某种或某些本

质特性，它被规定为一个门类中的一分子。由于它

是一个种类或一个门类中的一分子，它是可以取代

的。因此。所有的个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都是

实施人权的中心，都要给予同等的机会；每一个人

都是上帝之子，如此等等。对个体的这种界定产生

了诸如自主性、平等、自由、意志等概念。这样一种

自我同它的世界的联系只是外在的。”∞埒在中国没

有这样的个体性观念。这种解读逻辑实际上还是肯

定了东西方入学观念可以用同样一个个体和一般，

或者整体和部分的观念来衡量。既然是遵循同样一

个思维模式。那么为什么儒家文化会强调个体的可

替代性，而西方会强调自主、平等等观念呢?正如牟

宗三在《人文讲习录》中所说，中国文化的解悟是具

体的解悟，具体的解悟中的普遍是具体的普遍。最

高的普遍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个解析得到的抽象

的类。啪这一观念实际上还是用一般和个别的逻辑

来把握中国儒家观念中的人。

当然。这一观念也有其合理性。如可以把人理

解为是构成人的种类的人类。人是天地的果核和果

仁，是万物之灵，人是指作为人类存在的人，重点在

于同非人的对象相区分。作为这～意义的人。人可

以指他人。另一种引入个别和一般的逻辑方式是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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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重点讲得是个人，但可以是每个人，这样一来。

人就是指个人、社会和政治之间的和谐，就是指代

许多人之间的协作。“民”则是指人民的整体。整体

的“民”不能像个人那样贡献意义和价值，不能发挥

特定人的潜力。他们只能遵循“道”来行事，但不能

实现“道”。众人则是百姓，是分散的个人或者氏族，

是蒙昧的、一般的人。

3．私域和公域中的人．阶级人和文化人

如果把社会进行一定层次的区分．就产生了私

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区

分。在这种观念看来，提到自我总是涉及到与自我

相关的社会领域、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区

分。如“人”强调的是父子等私人领域中的人，“民”

与“君”相对．强调政治领域。

在这种观念看来，“民”和“入”的区别是阶级差

别。“民”在政治上没有权力，而“人”是上层阶级，具

有政治地位和特权。安乐哲和郝大维提出了阶级参

照之外的文化参照。“我们认为，两者之间的区别基

本上是文化意义上的而不是阶级意义上的。就是说，

政治特权和责任只是进入某种文化类型的条件。尽

管经济的、社会的地位无疑和一个人受教育的机会

有关，但出身并不是差异的决定因素。与其说一个人

无资格参与政治是因为他出身于‘人’这一阶级以外

的阶级，毋宁说其个人的修养和社会化才是使之不

同凡响的原因。成为人，要靠人的努力，而不是天生

的；成为人是取得的，而不是给予的。”141埘

4．焦点／场域模式

在安乐哲等看来。把个人等同于社会的观念不

适合解释儒学的观念。同时他也不认为应该把中国

的入学观念理解为个人拥有独立的，并先在于社会

的地位。在个人的观念中包含了对共同体的承诺。

社会是一个沟通的共同体。“为方便起见，这种关系

感被嵌入于～群同源字中：它以‘伦’表述关系，以

仪轨的‘轮’表述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又通过论

述(‘论’)波及开去(‘沦’)，由此将人界定为一个角

色网(a network of roles)。”嘲142“中国人关于人的概

念本身就包含了共同体的承诺，在这样的情况下，

由自由主义民主所渴望的价值观就不被视为一种

理想。相反。它被认为是-re病态。”[51146

“儒学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对自我作为个人的

理解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对比可总结为自我与环

境的部分，整体与焦点／场域这两者的对比。”四¨，“个

人”就是“具体的焦点”。“个人性”就在于一个入成为

为人公认的，具体社会关系的质素。“个人的具体性

是在奉行仪规化的角色与实践中得以实现的。”[51-悖

个人化通过仪规行动的具体方式来实现。这一事实

意味着共同体的出现在某种重要的方面将总是地

方性的。

个人是由关系构成的。这些关系通过交流而得

到实现与维系。孔子对正名和掌握熟练交流工具的

重视，就说明了这一点。

焦点／场域的自我模式要按照“情境化方法”加

以理解。情境化方法是～种“此一彼”模式。世界是

由情境化活动构成的，自我构成场域，又为场域所

构成，二者共同组成了情境。个人是具体语境下的

个人；而由仪规化的角色和关系构成的社会并不是

一个抽象的、超验的、普遍的、外生的理性秩序，其

中仍然包含了以人为核心的精神。

本文认为，鉴于上述解读方案的局限性，可以

尝试按照意义人的方式来进行解读。这个理解也包

含了事实入的层面。

1．事实入，意义入

这个观念首先强调孔子心目中的人是动态的

人。(1)动态人和静态入。人这个像形字乃是一个侧

身站立的人形。人这个字刻意突出人体的四肢，用

分工明确的胳膊和腿，表示人的本质；又用侧立之

形。寓意入的形色匆匆，四处奔波。入字带有行走的

意思，站立的意思，就是表示站立行走的人。汉字

中．凡是以“人”字组成的字，大都与人的行为状态

有关系，如“从”、“众”等等。从“人”字本身可以看

出，中国哲学中的“人”既可以是静态的人，也可以

是动态的人。“古典中国传统设定人是某个行为者

(does)，而不是某个身份者(is)。个人即是其如何

(how)在一个人的共同体环境下处事。”[51113人就是站

立行走于天地之间的人．站立不仅仅是事实上的站

立，儒家更重视价值意义上的站立，价值之立。行走

是一个不断完成的过程。在《论语》中关于“人”和

“民”，关于“君子”和“小人”基本上有三个参照系：

本体性的参照，以和天命、道德的接近程度、实现程

度来考察属于哪个层次的人；认识能力的参照，以

学、知、思等心灵生活的发展程度为重要参照系确

定人的运动状态和发展阶段；以在社会关系中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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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和伦理表现来确证人。中国哲学中的人是运动性

的、大化流行的。在社会关系和自然界、宇宙之中运

动的人。

(2)事实性个人，意义性个人。孔子认为，个人道

德完善的优先性，本身就具有政治意义。因而要侧

重从意义性个人来解决个人和社会的矛盾。意义性

个人。意义本身是一个系统，具有共性，个人实现意

义，把个人和社会的难题化解在了圣人、君子、小人

内部。

这两个关于儒学入学观念的假设具有什么意

义呢?有助于回答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问题。《论

语》注意到事实性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注意到社

会结构问题，但孔子更注意在意义性个人角度分析

社会的结构性和个人的紧密关系．并浓缩到君子、

仁者、圣人等概念之中。这样一来，每个人都可以不

受现实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和地位，及其结构的限

制，追求这些理想人格，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实现社

会和谐。这～思想具有普遍意义，可以和马克思主

义政治哲学相沟通。这一假设有助于澄清孔子关于

人的政治性问题的观念。可以认为．一方面孔子承

认人具有社会性、政治性，每个人的行为都有政治

意义。但又未必一定要在具体政治体系中实现这种

政治性。

2．-民”的事实性和意义性

宋永培对于《论语》中31个使用“民”的地方进

行考察后认为“民’’“往往与‘君’、‘上’对照着说，

‘民’的词义的实际所指是在‘知’和‘地位’上处于

‘下等’的众庶。‘民’的词义特点是‘下’。”10121《论语》

中单音词“民”出现了47次。《论语》中的“民”在事

实层面上看。具有和“君”相对的含义。但也不能就

此认为“民”一定就是和事实上的君主相对的一个

事实性的概念。

如果仔细分析《论语》的语境，就会发现，如《论

语·泰伯》孔子在说尧是君主的时候，后面实际上说

出了君主的意义内涵，这就是“则天”，所以《论语·

泰伯》日：“民无能名焉。”这里民和尧的差别就不仅

仅是现代语言环境中的“君主”和“民众”的事实上

的差别了，而是包含着价值意义的差别，这就是

“尧”能够“则天”，从而“巍巍”，从而“荡荡”。从而

“为君”。这里的“尧”要“为君”，也就是给君主赋予

意义内涵。这里的“民”自然也就不仅仅是事实上的

“民众”了，而是不能像尧这样“正名”，不能像尧一

样“则天”，从而成为意义上的“君”，具有“巍巍”、

“荡荡”的特征。

《论语·宪问》中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

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这里和“民”相对的是管

仲，民相比于管仲的缺点就是不能给予别人长久的

恩赐，而是一些被动的接受恩赐的人。《论语·宪问》

日：“民到于今受其赐”。

《论语·季氏》中说：“齐景公有马干驷，死之日，

民无德而称焉。”这里也不仅仅是齐景公和民众的

关系，而是一个追求个人利益的当权者和民众的关

系。在这种关系中的“民”没有了“德”的榜样来追

随。这说明。“民”是那种需要道德引导的入。

在《论语》中还有“君子”和“民”对应的关系。

“君子”既可以是“上位者”，也可以是道德意义上的

君子。君子的信，君子“笃于亲”等都会帮助“民”达

到“仁”。“民”需要逐步达到“仁”，“民”需要“济”。

在《论语》中当“民”和“上”相对应使用的时侯，

“上”有时是指作为事实性的上位者。但这些上位者

需要“好礼”、“好义”，也就是追求某种意义。有时候

的“上”是意义方面的“上”。《论语·季氏》：“生而知

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

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这是对“民”的最为本

质的一个规定。

3．-人”的事实性和意义性

宋永培在《(论语)‘民’、‘人’的实际所指与词

义特点》一文对《论语》中的“人”做了详细的统计分

析，认为《论语》中的“人”包括五个层面的含义。

“《论语》全书单音词‘入’总共出现134次，其中有

10次表述‘在位的仁人、贤人’的词义，有35次表述

‘不在位的仁人、贤人’的词义，有16次表述‘善士、

人才’的词义，有48次表述‘君王、诸侯、卿大夫等

在位者’的词义，以上词义可概括为两类，一是指有

仁德、有才能的人，二是指有位的人。”m人包括道
德意义上的“上”和现实政治地位上的“上”。人还有

任何人、每个人、他人。或者作为人的含义。但该文

没有把这两种主要的含义作统一的理解。如在解释

“为人谋而不忠平”这一句话的时侯，该文把“人”理

解成“君”。事实上，这里的“人”主要的还是意义性

的人，只不过在孔子心目中，可能相当一部分统治

者还是达到了“人”这个意义标准的。“人”的意义内

涵是道德较高、知识才华较好，相对于社会和自然

本体论地位较高等内涵。由这一意义内涵所规定，

自然孔子比较肯定“在位者”取得相对于他人的社

会地位这一人的事实性意义。人的这一意义说明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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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也有自己的存在论。只不过是入学存在论。

需要说明的是：事实入和意义入假设，不是优

先事实入，然后把意义人看成是一种“应当”的思

考。这种思维总是觉得先秦哲学家总是耍描述某个

事实性的世界．由此要对所描述的这个事实的或者

实际的世界有所肯定或者有所否定。就是说。哲学

思考是建立在对现实的事实性的世界的解释的基

础上的，然后有所价值的评价和选择，以便规范这

个世界。这显然反映了现代人的某种学术和哲学理

念，反映了现代人的一种思考。在历史上，尤其是在

中国历史上的哲学未必都是这样关心社会问题的。

未必一定要对现实政治或者社会生活有所了解和

解释，未必一定要肯定或者否定。可能更多的是一

种意义追求，至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如何，本

身就是一个意义的问题。或者在意义的领域被理解

和解释的。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孔子哲学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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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opular understandings of Confucian thought of man include： men are patriarchal，

holistic，private and civil as well ills focal and field theory．These interpretations have their effectiveness．

but there are some inadequacies in the reflection of Confucian thoughts．Therefore，new explorations are

needed among which regarding the concept of man in The A nalects of Confucius as conceptual ma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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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傅晏风.FU Yan-feng 《论语》"人"、"民"辨说——兼评赵纪彬《论语新探·释人民》 -重庆文理学院

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8(2)
    <论语>中的"人"、"民",在不同情况下,含义有所不同.前者多半泛指一切人,有时特指统治阶级;"民"则多指庶民百姓.两者具有种与属的关系.人中的

"君子"、"小人",是对个人品德、学养的评价,指无定则.文章对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论语新探·释人民>一文,把"人"、"民"分别归属于"奴隶主与奴隶

"两个阶级的观点进行了批评.与此同时,对<论语>中与"人"、"民"相关联的教、诲、爱、使等词语的含义分别作了论述.

2.期刊论文 吴秋燕.WU Qiuyan 试论《论语》中的人观思想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
    时代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传统文化经典.从人类学视角中的人观概念出发,《论语》中的人观思想主要表现在人类能力和活动的基础、自我

的观念以及情感的表达方式这三个方面.作为一部经典的文化著作,《论语》中的人观思想在个人以及社会的发展中有积极意义,但基于《论语》的成书时

代,其中的人观思想有其历史局限性.

3.期刊论文 宋永培 《论语》"民"、"人"的实际所指与词义特点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6)
    本文对<论语>中的单音词"民"与"人"的使用情况作了穷尽性的考察,认为<论语>"人"的词义主要指称"有仁德与才能者"、"在位者";"民"的词义指称

在"知"和"地位"上处于"下等"的众庶."民"的词义特点是"下","人"的词义特点是"上".这种"下"、"上"的区别反映出的社会现实是:在春秋时代,孔子与弟

子有仁德,仁人、贤人、善士、人才有贤能,但不在位;而居于上位的君王、诸侯、卿大夫大多"不仁"、"不德"、"不贤".众庶则处于为"君"所"使"的"低下

"地位.

4.学位论文 刘斌 民国《论语》学研究 2008
    作为一门有着悠久历史的经学分支，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迅速转型、传统文化面临慧命赓续和现代转换的民国时期，承接清代学术而来的民国《

论语》学，因为时代环境的缘由和学术文化的演进，在大批新旧学人的耕耘下，又有了自身的新发展，取得了许多新成绩。也暴露了一些新问题。

尽管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民国以后还废止了小学读经，整体上兵事不断、战火连连，但公私藏书机构还是收藏有不少《论语》类的珍本，而且坊间流

通的《论语》文本也还很多。此间的文献著录，在分类方法上多承《明史·艺文志》将＜论语》归入“四书”类中，其后编撰＜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时受日本相关分类方法的影响，《学》《庸》《论》《孟》乃各居一属与“四书总义”类并列著录。内容来看，清代《论语》学作品的著录特多，若

《清史稿·艺文志》、《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均是其例，惟有清一代文献特盛，兼之或成书仓促、或组织不力，漏载也还很多。而外，对辑佚类作

品的重视和著录，成为此间著录内容上的另一个特点，是亦辑佚之学在清代达到顶点、收获极丰的应有的回应。版本方面，同整个社会技术和文化事业

上的进步相关，此间《论语》类文献著录开始出现影印本、报刊本一类新本，且与清代以来丛书大行的文化史实相因应，著录丛书本极多。再从《学》

《庸》《论》＜孟》的著录数量来看，仍以《论语》类为最多，此当与前此四书传承中《论语》学特盛的文化背景有关；历史地来看，著录所及《论语

》学作品，特别是清人著作，恰也构成了《论语》学在民国时期继续前行的厚重积淀和逻辑起点。      同著录工作所反映的民国时期《论语》类文献

的藏弆情况有关，这一时期的文献刊刻，新作而外，以清代著作的刻印数量为最多，其中刘宝楠《论语正义》最受推重，其次焦循的《论语通释》也刻

印多次。清代以前作品的出版集中在如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韩李《论语笔解》、朱熹《论语集注》等经典注本上面。新作刻印方面

有两点需要特别提及，一是敦煌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和写本《论语集解》残卷的影印出版，在此一时期的《论语》学界堪称一件盛事，给民国的

《论语》学带来了新鲜气息，注入了新的活力；一是随着白话文运动的开展，白话《论语》读本颇为流行，仅张兆珞、沈元起编译的《白话论语读本》

自1928～1947的20年间就由广益书局先后出版了五次，另外民初白话文刚刚开始时江希张所著《四书白话解说》也是影响巨大、十分重要的本子。就出

版单位来看，此间刊印《论语》类文献最多的要数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大出版系统，两者刊印的《论语》类文献版种占民国时期总数的五分之三左

右。而外，随着政策和社会环境的变动，文献刊刻随着时间的变化表现出明显的起伏，其中由于民族危机、尊孔读经以及新生活运动等因素的综合推动

，以1930年代开初至抗日战争打响后的1938年一段出版最为兴盛。在晚清今文学疑经之风的启发和引导下，民国时期文献辨伪工作十分兴盛，流风所及

自然也包括《论语》。《论语》虽非伪书，但中古以来人们颇怀疑其中不少文句非是原有而是窜入，某些篇章也有其问题，是即所谓《论语》辨伪。前

代而言，辨伪工作，包括《论语》，至清人崔述达至一空前高度，民国时期的《论语》辨伪实即崔述工作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入。具体而言，我们认为同

民国古典研究的自然分野相关，此一时期的《论语》辨伪天然地划分为经学和史学两大阵营，经学阵营大体又包括古文学、今文学和宋学三系，史学派

中，有同经学联系紧密但治学能持以史家态度者，若梁启超、钱穆、周予同，有典型的“古史辨”派学人，若钱玄同、顾颉刚、童书业、赵贞信，还有

代表唯物史观派的杜任之等。同辨伪工作类似，民国时期的《论语》校勘工作事实上也是清人《论语》校勘工作基础上的继续，此由张国淦《论语异文

表》在接承阮元、叶德辉《论语》校勘工作基础上的继续努力可以看出。      当然，同上述相较，最能体现和反映此间《论语》学成就的还在大量《

论语》类专著、特别是经典文本的编撰。      简朝亮积十年之力撰成的《论语集注补正述疏》是此间古文学《论语》研究的代表性作品。该书在对《

论语集注》进行文字训诂的同时，复考信证实、借为发挥，补朱说之未尽、正《集注》之舛讹，强调通《易》以知《论语》，主张以史证经、通经致用

，自古文学立场出发强调沟通汉宋，即诸清朝以来汉宋学的发展来看，算得上经古文学《论语》研究的殿军之作。当然，有些地方也不免烦琐，遭人诟

病。马一浮的《论语大义》可以视作民国时期心性义理学派《论语》研究的代表作品。一浮治学取精用宏、大而化之、淹贯儒释、主以义理；思想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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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为教主，立仁心为本体，将涵养作工夫，以释为术，以儒为学，以知能合一为方法，以六艺之学为判教。《论语大义》正是如上体系中的一环。其

强调以儒家“六艺”来范围东西学术，质实而言仍是对作者心统性情、兼该理气的本体思想的呈现。作者以六艺论为架构对《论语》一书进行了新的解

释，此在民国《论语》学史上独树一帜。该书援佛理以说《论语》，自出机杼，揉合理学和心学，借《论语》谈六艺，以六艺见本体。当然具体来看

，一浮的学术思想及其文字著述方面也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不足，比如说以仁为理、理代逻辑，比如说为证己说曲为判释，比如说圣人情结太重，比如说

文字训解上的牵强，等等。      程树德《论语集释》可以说是而今最受推重的民国时期的《论语》注本，作者能在身患重病、生活困顿的情况下坚持

治学，不为贫病所折，其学问精神令人起敬。《论语集释》体例周密，资料宏富，能以一己之力让人望见整个两千余年《论语》学史的烂漫长景，更能

于不少地方有其自家之发明，又能持以相对公允的态度评判注家得失，整体而言实属不易。其强调版本校勘、注本和注人考订，能容摄释道之学，方法

上推重以经解经，复能以常情解经、生活解经。惟是圣人情结凝重，对朱子《论语集注》抵斥略过，有些地方还不免自相抵牾，稍显不美。不过，在经

学研究厌弃门户、强调公允、推尚调和的文化背景下，《论语集释》算得上民国《论语》学此一方面的代表。      赵纪彬所著《先秦儒家哲学批判》

(建国后改称《论语新探》)，是中国学术进入文化发展上的哲学时代后，在20世纪上半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和解读《论语》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该书的最大特点即在能主动将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思想同对传统儒家经典的研究结合起来，借以探讨春秋时代的社会性质问题，并由此向人们展示了马克

思主义理论在《论语》研究上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具体而言，该书在某些问题的考证上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如其关于“君子”、“小人”问题的

考证即有其一定的道理，而且在嗣后20世纪下半期的《论语》学史上影响极大。而外，作者所尊尚的具有明显时代气息的统计分析的《论语》研究进路

，也很有价值，对后此的《论语》研究有一定影响。不过该书确也存在着理论运用不免机械、具体考证有欠谨严等方面的不足。总之，此一时期的《论

语》学在儒门原典失位官学、传统经书角色转型的背景下发生，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包括西学冲击、话语流变等等在内的种种挑战和机遇，内容来看对前

朝的《论语》之学有明显的继承，更有时代性发展。这一期间，不仅出现了诸如《论语集注补正述疏》、《论语解注合编》、《论语集释》、《论语大

义》、《论语疏证》等许多重要注本，更端启了包括系统考索、援手哲学(若《先秦儒家哲学批判》)以及与结合出土文献重新判研(若王国维《书＜论语

郑氏注＞残卷后》)在内的嗣后《论语》研究的新趋向，在整个《论语》学史上有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5.期刊论文 朱文豪 《论语》中"人""民"的内涵 -语文学刊2008(5)
    文章以<论语>中"人""民"两字的含义为着眼点,集中分析两字在共用,单用时的具体情况,进一步阐释两字在<论语>中的不同内涵.

6.期刊论文 阳清.Yang Qing 《论语》语录形式与写人方式析论 -图书与情报2007(3)
    《论语》是以语录为主要形式的哲理性散文,故而全书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与文本的语言特质密切相关.具体表现在,《论语》语录形式的差异性,直接

决定其记载、描写人物之文学价值和艺术功能的高低.《论语》所采用的人物独白、人物品评、人物交流、客观叙述等多种刻画人物形象的方式,亦通过

不同的语录形式来付诸实现.总而言之,语录与人物的和谐统一,共同造就了《论语》的文学价值.

7.期刊论文 陈赘.Chen Yun "里仁"与人的居住方式——《论语·里仁》的思想及精神 -人文杂志2009(2)
    <里仁>在<论语>的结构中具有重要的位置,它是教学、政治、礼乐的归宿,三者依于仁而后才能有真实的生命.里仁的概念揭示的是一种居住方式,其

核心是与他人一道共同成为入.对<论语>而言,里仁生活的展开固然需要个人的立志与践行,但对更多的人而言,也需要一种立足于人而成为人的基本情感

的促动,但此种基本情调作为好恶的问题,必须藉由某种教化的氛围中得以生成.

8.学位论文 屈玉丽 《论语》朱熹注与刘宝楠注的比较 2008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著作，其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各朝各代为其作注加疏者不胜枚举。其中堪称《论语》注解中典范之作的，当

属宋代朱熹的《论语集注》和清代刘宝楠的《论语正义》。      朱熹为南宋著名的理学家、训诂学家，祖籍江西婺源，生于公元1130年，卒于公元

1200年。朱熹一生著述极为丰富，《论语集注》就是其中凝聚了他毕生心血、用功最多的一部重要著作。后世对《论语集注》的研究很多，但一般都将

视野锁定在朱熹“理学家”的身份上，对其训诂成就涉及较少。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从训诂学的角度研究其贡献，成果颇丰。      刘宝楠为清朝著

名的经学大师，江苏宝应人，生于公元1791年，卒于公元1855年，为“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曾与刘台拱、刘恭冕一起被誉为“宝应刘氏三世”，有

《宝应图经》等二十余部著作。其中，《论语正义》作为清代新疏之一，考证翔实，论说有据，是清代《论语》训解的集大成者。由于种种原因，这部

著作近几年才逐渐受到重视，研究成果不多。      《论语集注》和《论语正义》分别代表了宋代和清代的时代特色。本文对其进行比较研究，总结和

探讨朱熹与刘宝楠注解的共同点和不同之处，研究他们的训诂方法与理念，对今天的训诂学与训诂学史研究具有一定意义。      本文从训诂学角度对

《论语集注》和《论语正义》进行了比较研究，全文分为以下三部分：      第一部分：刘注与朱注的相同之处。本文所探究的刘注和朱注的相同之处

特指两人在训释《论语》时都能继承汉注传统训诂。主要从训诂内容、训诂方法、训诂术语三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      第二部分：刘注与朱注的不

同之处。本文认为刘注和朱注的不同主要体现在训诂和义理阐释两个方面。训诂方面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刘宝楠对朱熹训诂的发展和创新上。此部分依然

是从训诂内容、训诂方法、训诂术语等角度进行比较分析。义理阐释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对“学”与“仁”的不同阐释、对如何对待“人欲”的不同阐释

及对“性”的不同阐释等三个方面。      第三部分：刘注与朱注出现异同的原因。两人出现相同之处的原因在于二人的家学和深厚的儒学修养。两人

出现不同之处的原因在于二人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背景不同。总之，朱熹的《论语集注》和刘宝楠《论语正义》不仅代表了个人的学术成就，更体现了宋

、清两个时代的学术特点，在《论语》学与训诂学史上都留下了灿烂的一页。

9.期刊论文 陈婷婷 浅析下村湖人的《论语故事心解》 -科技信息(学术版)2008(24)
    本文通过浅析日本学者下村湖人的<论语故事心解>一书,分析比较此书同国内研究成果的异同之处,指出此书的创见与偏误,从而对<论语>研究起到一

定的补充作用.

10.期刊论文 李良 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浅谈《论语》中的情感因素 -文教资料2008(2)
    <论语>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它和<诗经>一样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体现着深厚的情感.此外,<论语>中还体现了更高的情感追求:希望人们能做一个有情有

义、至情至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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