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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魏晋 嵇氏的儒学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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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魏晋嵇氏家族成员在思想信仰或个人行为上表现出明显的玄学色彩。但并非说明自西汉以来

的家族儒学已被摈弃。恰恰相反。具有儒学家世的嵇氏三代都研读儒学经典，同时在孝、义、济世等问题上与

传统儒家士大夫并没有本质区别，体现出较强的儒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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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往往实

行高压政策。士入深感报国无门，故而将“治国平天

下”的念头融人“修身”、“齐家”之中，家的意识比国

的意识更为浓厚。余嘉锡云：“盖魏晋士大夫止知有

家。不知有国。”因此，魏晋时期出现大量有影响力

的家族，嵇氏家族就是其中一支。由于在嵇氏子弟

的成长过程中，家族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相对封闭

的教育环境。这样容易形成较为接近的思想观念和

情趣爱好以及生活方式并体现出一定的承传关系。

一、家世儒学以孝为先

中国的封建社会中。从来没有一种意识形态可

以彻底排斥取代儒家学说，在玄学最盛行的魏晋时

代亦是如此。儒家之“孝”成为当时士族特别看重的

品德之一．而这种儒家基本道德规范在魏晋家族内

部更是加以提倡与强化，因为对于嵇氏而言，在社

会局势动荡多变的时期，只有奉守孝道，家族的地

位才可得以巩固和发展。

而在“孝”这一问题上．人们对于嵇康与嵇绍认

识一直存在争议。前者是玄学的代表，后者出仕事

父仇，似乎都与“孝”字无缘。但嵇康以反抗当时的

礼法而著称，但在日常的生活中同样表现出对儒家

伦理道德规范的尊重。诚如鲁迅所指出的：“魏晋时

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

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

教，太相信礼教。⋯⋯叩】此语同样可以用来概括嵇

康对待“孝”的态度。由于父亲的过早缺席，幼年时

期的嵇康更多受到母亲的宠爱与庇护，他总是恋恋

不忘并设法加以报答。甚至在嵇喜人军这件事上也

以子女应向母亲尽孝加以阻挠。“仰彼凯风，涕泣如

雨!”“仰彼凯风，载坐载起。删《凯风》是《诗经》中的

篇章，是一首歌颂母亲的诗。“母氏劬劳”，“母氏圣

善”，嵇康用此典，意在表明母亲育儿的辛劳，子女

应留在母亲身边以尽孝道。母亲去世后，嵇康十分

痛苦，屡次在诗文中表达哀伤与怀念之情。另有《思

亲诗》为证。

而对于嵇绍事父仇一事．在嵇康临终前的所作

《家诫》中可以窥探其真正用意。他告诉儿子要“慎

言语”，以求全身远祸。因为嵇康知道，谨严的门风

是家族利益得以稳固的前提。托孤山涛．为的是嵇

绍前途，～定的政治地位又是这个家族发展与延伸

的保证。而山涛果不负厚望举荐嵇绍。山涛领选，启

武帝日：“《康诰》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绍贤侔

郜缺，宜加旌命，请为秘书郎。”帝谓涛日：“如卿所

言，乃堪为丞，何但郎也。”乃发诏征之，起家为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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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f1]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嵇绍的出仕实际上

也是对于他父亲意愿的最好遵从。因此晋入裴希声

在《侍中嵇侯碑》赞颂嵇绍为“孝”之典范。“夫君亲

之重，非名教之谓也，爱敬出于自然，而忠孝之道毕

矣”。㈨关于嵇绍的“孝”在本传中也有记载：“嵇绍，

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岁而孤，事母孝

谨。”难以想象崇尚“孝”的人会违背父意作出大不

孝的行为。关于这一点鲁迅先生在他著名的《魏晋

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

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

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

是不满足的。⋯⋯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

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11

因此，嵇绍的选择正是嵇康所希望的，也是在

真正领会了父亲的苦心所作出的“孝”的行为。对于

非议嵇绍，宋入陈普在《咏史下·嵇绍》中指出“驳舌

如簧乱孝思，竹林人物固猖披。御衣炯炯嵇生血，不

似王生泪着枝”。

魏晋嵇氏家族成员在“孝”的遵从上体现出一

定的承传关系，作为嵇氏家族的后辈嵇含在其《长

生树赋》一再表达对自己母亲的敬爱。

余婴丁闵凶，靡所定居．老母垂圣善之训，以为

生事爱敬。没。则无改。宜居墓次。瞻奉威灵，兼览艺

文，可以不殒先轨。祗奉慈令，遂家于坟左。扫除坛

封，种植松柏，松柏之下，不滋非类之草．猥有长生。

育于域内。岂老母至行，表征于嘉木哉。美我亲之仁

孝，固征瑞之必招，降祖宗之遣德，振奇木之青条，

结根擢干。栽生无渐。弱茎猗猗，绿叶冉冉，处阴冬

而愈茂，岂茎叶之有点，感自然以旌贤。谅有道之不

掩。

“孝”作为儒家文化中最主要的行为规范，它～

方面表现出家族中晚辈对长辈的的尊敬与爱戴，同

时对维系整个家族利益也至关币要。所以“孝”一直

受到嵇氏家族成员的蕈视。

二。立身之本以义行事

“义”是儒家道德观中一个重要的概念。《礼记·

中庸》有：“义者宜也”。即社会认为合宜的道理和行

为。孔子对此概念在《论语》中有过较多阐述。他说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云：“子路曰：‘君子

尚勇乎?’子日：‘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

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在孔子看来。“义”是君

子的立身之本，也是其行为的标准。凡事合于义则

做。不合于义则不做。

然当“义”与“利”发生冲突时，儒家圣人则果断

采取这样的取舍：。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

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四

以上儒家圣贤的言行不可能不对“家世儒学”

的嵇康产生深远的影响并决定着他的行为方式。在

“义”与“利”发生冲突时，嵇康能够舍“利”取“义”，

如与山涛绝交。在。义”与“生”对抗时。嵇康依旧是

“舍身取义”的实践者。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他与吕巽

和吕安兄弟的关系上。

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将自己的做事原则写进

《家诫》并教导和影响着嵇氏家族的其它成员。张溥

云：“嵇中散任诞魏朝，独《家诫》恭谨，教子以礼。”f2]173

“教子以礼”，即要求儿子按照传统礼教的规范做

人，如《家诫》对其子有这样的劝戒：“若临朝让官，

临义让生，若孔文举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节。”

嵇康认为做人应该讲求大义，应该坚持忠烈之节，

后来嵇绍临难不苟。殁于王事，恐怕与乃父的教育

分不开。对于那些攀龙附凤追名逐利之举，嵇绍更

是体现出当时难得的取舍标准。“时侍中贾谧以外

戚之宠，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托焉。谧求交于

绍．绍距而不答。”131

而嵇含又为嵇绍抚养成人，直到太康十年出仕

才离开他的身边，时年27岁。“(绍)与从子含等五

人共居，抚恤如所同生”。在长达27年的生活过程

中。形成相似的价值观与人生趋向也是必定的。含

投奔镇南将军刘弘并受到其礼遇。刘弘爱民如子，

在他死后百姓“士女嗟痛，若丧所亲矣”；对待下属

也是关心备至“弘每有兴废，手书守相，丁宁款密，

所以人皆感悦，争赴之”。刘弘病故，司马郭劢欲拥

成都王司马颖为主，而对于成都王颖文lj弘向来拒

之，“初，成都王颖南奔，欲之本国，弘距之。”嵇含坚

持刘弘生前主张，反对郭劢背信弃义之举最终为其

所害。‘‘劢疑含将为己害。夜掩杀之，时年四十四”。

三、开拓进取积极济世

事实上，魏晋时期兴盛起来的玄学虽使传统儒

学受到冲击，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儒学。在

某种情况下，玄学对人性的自然追求或许优于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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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但儒学所宣扬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学说等都为

玄学所未及，且这些对维护家族内部的伦理纲常都

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对于嵇氏家族来说，“济世志”和“荣进之心”已

经成为每位成员的自发性心态，即使嵇康也不例

外。如他在《卜疑集》中全面阐述自己政治观点和处

世态度．其积极国事、献身济世的糖神贯穿全篇。他

再三述志，表示要学习管仲，“吾宁发愤陈诚，谠言

帝庭”，“斥逐凶佞，守正不倾”。在《太师箴》强调为

政者切勿自恃尊贵与威强，“肆于骄淫”，而应该“唯

贤是授”，“顺乃浩好”。他希望以自己的“箴言”对时

局有所裨益，其对日益腐败的曹魏王朝真是忧心如

焚。当魏朝大权旁落时，他甚至想与残暴的司马氏

兵戎相见，以武力扭转乾坤。《三国志·王粲传》裴松

之注引《世语》：“毋丘俭反，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

以问山涛，涛日：‘不可。’俭亦已败。”嵇康身处风云

变幻之际。他毫不畏惧与司马氏集团抗衡，足以说

明他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只是随着魏晋时代政治

形势的变化，他的思想情绪也发生了很大波动而

已。正如容肇祖评日：“嵇康的思想，本不是消极的，

只因为时代及环境的关系深自贬抑，遂形成一种消

极的人生观。⋯⋯不是处为魏晋禅代之交，他断不

会有如此消极的人生观。”[6]4‘

嵇喜济世的愿望表现的比嵇康更为强烈。虽处

于乱世，他努力顺应时代，争取最大限度的实现自

己的人生价值。嵇喜于魏末，为司马炎抚军功曹，后

转入齐王攸府为卫军司马。入晋，迂江夏太守，武帝

泰始十年(274)，击破吴将孙遵、李承。迁徐州刺史，

太康三年(287)，故吴将莞恭等反，攻建邺，围扬州，

喜率军讨平之。转扬州束l』史，人为太常、宗正。￡，3他在

《答弟叔夜》诗中同样表明自己的这种人生观。如

“当流则蚁行，时至则鹊起。达者识通塞，盛哀为表

星”、“出处因时资，潜跃无常端”等。

嵇含一生颠簸流离为的是寻觅一块适合自己

发展的土壤。他先后投奔于楚王玮齐王同、长沙王

义、服务于怀帝、惠帝、受用于范阳王兢、镇南将军

刘弘。然终因时局动荡而壮志难酬。正如其在《自首

赋序》中倾吐的一样：

余年二十七，始有白发生于左鬓，斯乃衰悴之

标证、弃捐之大渐也。蒲衣幼齿，作弼夏后。汉之贾

邓。弱冠从政．独以垂立之年．白首无闻!壮志衄于芜

涂。忠贞抗于棘路；睹将衰而有川上之感，观趣舍而

抱蟥；蜉2叹。

四、习儒明经修身自勉

通过栋氏家族蘑要成员的生卒年不难发现，他

们大多是在魏明帝曹睿、曹芳、曹髦、曹奂与晋武

帝、惠帝期间。其中曹睿在位期间(227—239)与晋武

帝时期(265—291)正是嵇氏三代人生观、世界观形

成的关键期。

关于嵇氏家族习儒明经传统在魏晋以前虽未

有明确的记载，但从嵇喜对嵇康的描述中可见～

二。“(康)家世儒学，少有偶才，旷迈不群，高亮任

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这则史料说明嵇氏家

族有着很深的习儒传统。

嵇喜宗儒学，不尚放诞，有当世才。他常以孔子

对待人生的态度来自勉“孔父策良驷。不云世路

难”。其子嵇蕃崇尚儒家先哲的生活方式并以此来

鼓励朋友赵至“夫处静不闷，古人所贵；穷而不滥．

君子之美：故颜生居陋，不改其乐；孔父困陈，弦歌

不废”。【4l

在《三国志·王粲传》中谈及，嵇康也只是“长而

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附《嵇康传》也就是说，叔

夜年轻时主要接受儒家的传统教育，成年以后才渐

读老庄之书。我所以这样说，原因在于嵇康对儒家

学派的创始入孔子相当崇拜。他在赞颂孔子是“勤

诲善诱，聚徒三干，口倦谈议，身疲磬折，形若救孺

子，视若营四海”。其次，魏明帝(曹教)太和二年(公

元228年)下诏：“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申敕

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时嵇康6岁，处在曹魏发

祥地谯郡这样的特殊地区，接受儒学的教育和薰陶

应在情理之中。正是有了早期儒学的积淀，嵇康才

可能写出《春秋左氏传音》这样的著作。而从现存嵇

康的诗文中，可以看出，他对《诗》、《书》、《春秋》等

儒家经典相当熟悉，且运用自如。顽在穗康去世后，

嵇绍的出仕与通晓经典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世说新语·政事篇》载云：“嵇康被诛后，山公举康

子绍为秘书丞。”山涛推荐理由是“绍平简温敏，有

文思，又晓音，当成济也。犹宜先作秘书郎。”秘书郎

一职是魏晋时设置的，属秘书省，掌管图书经籍。由

此可见。在未出仕之前，嵇绍经过长达28年的储

备。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功底，其中断不可少对儒家

经典的阅读。因为在当时，通晓儒家经典是选拔官

吏必须参照的标准之一。晋武帝于公元268年(晋泰

始四年)，“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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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百家庸末，致远必泥。士庶有好学笃道，孝悌忠

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

嵇含少时好学能文并勤奋异常，自称“昼则负

笔而耨，夜则带经而息。”在《书钞》中他名其门为

“归厚之门”，室为“慎终之室”，以修身自勉。在嵇含

死后，怀帝即位，谥日宪。宪，敏也。《说文》“博闻多

能日宪”。在其《孤黍赋序》“余慎终屋之南荣，有孤

黍生焉，因泥之湿，遭雨之润，宿昔牙蘖，滋茂甚速。

途燥根浅。忽然萎殒。深感此黍。不韬种以待时，贪

荣弃本，寄身非所，自取凋桔，不亦宜乎!”【4】借“孤

黍”之枯萎说应加强自身的修养“韬种以待时”的道

理。

因此，余时英认为，汉代以后、宋明理学之前

“儒家性命之学未弘。故士大夫正心修身之资，老释

二家亦夺孔孟之席。唯独齐家之儒学，自两汉下迄

近世。纲维吾国社会者越二千年，固未尝中断也。而

魏晋南北朝则尤为以家族为本位之儒学之光大时

代。盖应门第社会之需要而然耳。”‘8聊所以过于强

调玄学与儒学的对立而忽视它们之间的渗透。是一

种偏颊的看法。在伦理道德、人生价值的实践中，儒

学的王统地位并没有根本上动摇。即便对于魏晋嵇

氏家族来说，情况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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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Departerment，Hefei teachers college，Hefei230061，China)

Aabstract：Jishi's family members of Weijin Dynasty have demonstrated obvious Metaphysics color in

the ideological beliefs or personal conduct，It is not to note that Confucian Tradition has been rejected

since Xihan Dynasty．On the contrary。Influced by Confucianism，three generations of Jishi's family have

read the Confucian classics，At the same time,They did not essentially different from Aristocratic family in

Xiao．Yi and saving society．It reflects a strong characteristics of Confucianism．

Keywords：Family Tradition of Jishi；Xiao；Yi；saving society；Confucian clas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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