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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视界中的《孟子字义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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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孟子字义疏证》是戴震的主要哲学著作，涵盖戴震的主要哲学思想。梁启超对中国学术思想深

有研究，而他对戴震的评价可谓极高，这与他看重《孟子字义疏证》不无关系。因而，从粱启超视界这个维度

来论述《孟子字义疏证>，不失为一个新颖的视点。从总体上来讲。粱启超对《孟子字义疏证》的评论符合实

际。较为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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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对戴震的评价极高．而这与他看重戴震

《孟子字义疏证>(以下非引文，则简称《疏证>)直接

相关。他说：“戴东原的《孟子字义疏证>，为清代第

一流著述，但其目的不专在释《孟子>，别于戴氏学

专篇论之。”【咖这一则肯定戴震的《疏证》是清代第

一流的学术著作，一则认为它有别于戴震考据学。

这个别于“戴氏学”的地方，就是戴震据此有所创

发，欲借此建立自己的哲学。而“专篇论之”一事，梁

启超果真作了《戴东原哲学>予以专门论述。戴震的

《疏证》能得到梁启超这位风云人物如此青睐，那么

他视界中的《疏证》究竟如何呢?

一、《疏证>目的阐述

梁启超关于戴震作《疏证>目的的阐述，主要表

现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他认为戴震作《疏证》目

的有二：一则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哲学．～则解宋儒

以佛老混淆儒学、以天理禁闭人欲之两蔽。关于前

者，梁启超说：“《孟子字义疏证>，盖轶出考证学范

围之外，欲建立一‘戴氏哲学’矣。”辫那么戴震有没

有欲建立自己哲学的目的呢?回答是肯定的。戴震

说：“当是时，群共称孟子好辩矣。⋯：一盖言之谬，非

终于言也，将转移人心；心受其蔽，必害于事，害于

政。⋯⋯苟吾不能知之亦已矣。吾知之而不言，是不

忠也，是对吉圣人贤人而自负其学，对天下后世之

仁人而自远于仁也。吾用是惧，述《孟子字义疏证>

三卷。嘲M这说明戴震确实欲建立自己的哲学，而

且是抱着上对先圣先贤下对届世仁入的态度。戴震

作《疏证》的另一个目的，当与他对程朱理学的批驳

相关。戴震批评宋儒说：“舍圣人立言之本指，而以

己说为圣人所言，是诬圣；借其语以饰吾之说，以求

取信．是欺学者也。诬圣欺学者，程朱之贤不为也。

盖其学借阶于老、庄、释氏，是故失之。凡习于先人

之言．往往受其蔽而不自觉。”嘲埘这是对程朱理学

夹杂老释之说的批驳。程朱以“理”禁人欲思想，也

是戴震批驳的对象。他说：“朱子亦屡言‘入欲所

蔽’，皆以为无欲则无蔽，非《中庸>‘虽愚必明’之道

也。有生而愚者，虽无欲，亦愚也。”睁戴震认为朱熹

对“欲”的界定不可取，认为“欲”理当符合人之情

性，对“欲”持肯定态度，肯定“情欲”的合理性，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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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禁欲的危害性。要之，梁启超对戴震作《疏证>目

的的阐述，可谓戴震之知己，深识戴震之意。

二、《疏证》哲学内容论述

梁启超没有专门作文论述《疏证》的哲学内容。

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基于《疏证>，认为戴震的哲

学是“情感哲学”。不过他曾专门作《戴东原哲学>，

而《疏证》是戴震的主要哲学著作，因此可以依据

《戴东原哲学》来看梁启超对《疏证》哲学内容的论

述。他在《戴东原哲学》中将戴震哲学内容概述为几

个方面：客观的理义、情欲主义、性的一元、命定与

自由意志、字宙观和修养与实践观。

梁启超认为戴震哲学内容之一便是客观的理

义，而且戴震在阐述自己这一哲学内容时结合了对

程朱理学的批判。程朱认为理“如有物焉。得于天而

具于心”。哪梁启超说：“东原以为这样讲‘理’只能

谓之‘意见’而不能谓之理。”阳的确如梁启超所言。

戴震认为程朱理学所谓的“理”并非真正的“理”，实

则是“意见”。为了辨明自己的“理”不同于宋儒之

“理”，在《疏证》一开始，戴震便给他的“理”下了一

个定义。他说：“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

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日肌理，曰腠理，曰文理。

得其分则有条不紊。谓之条理。”网1梁启超说：“依这

话，‘理’是要从客观的事物看出的。”陬梁启超所言

不假，戴震的“理”就是客观事物之理．而非宋儒主

观臆想的所谓“天理”。对宋儒的这个“天理”，戴震

驳斥为“意见”。他说：“夫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

而具于心’．未有不以意见当之者。今使人任其意

见，则谬；使人自求其情，则得。”阡要之。正如梁启

超所言，戴震反对程朱之“理”。斥之为“意见”，而认

为真正的理在客观事物之中。

梁启超认为戴震哲学内容之二是情欲主义。这

样的论述有失偏颇。戴震反对程朱理学的禁欲主义．

提出解放人之情欲，这是事实．但是这不等于要以情

欲为至上原则，因而不能说戴震哲学就是情欲主义

或情感哲学。戴震说：“孟子言‘养心莫善于寡欲’．明

乎欲不可无也，寡之而已。人之生也．莫病于无以遂

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于

戕人之生而不顾者，不仁也。不仁，实始于欲遂其生

之心；使其无此欲，必无不仁矣。然使其无此欲，则于

天下之人，生道穷促，亦将漠然视之。己不必遂其生，

而遂人之生。无是情也。”降可见，戴震肯定情欲，从

而证明情欲的合理性，认为情欲不与人性相悖，而非

提倡情欲主义。因此，梁启超认为戴震哲学内容之二

为情欲主义。实乃一个失误的论断。

梁启超认为戴震哲学内容之三为性的一元论。

他说．宋儒所说“性有义理之性有气质之性”，可以

叫做“性的二元论。”阳梁启超认为戴震主张性一元

论．而且是和孟子一样提倡性善论。他说：“东原是

个主张性善说的人。”m戴震说：“是孟子矢口言之，
无非血气心知之性。孟子言性，曷偿自岐为二哉!二

之者，宋儒也。”l,q30他又说：“孟子不日‘性无有不

善’，而日‘人无有不善’。性者，飞潜动植之通名；性

善者．论人之性也。”[4134可见，的确如梁启超所言，戴

震是赞同孟子性善论的性一元论者，而且强调孟子

言性善乃专指人性而论。

梁启超认为戴震哲学内容之四为命定和自由

意志。他说：“命定与自由意志，是哲学上很重要的

问题。这两件事像是绝对不相容。东原是两说都主

张而令他不矛盾。”阳什么是命呢?戴震说：。据其限

于所分而言谓之命。”咿戴震承认存在天命．就此而

言．他没有超越自孔子而下的儒家先贤的藩篱，但

是他有所突破和创发的地方则表现为对人的主观

意志即梁启超所言的“自由意志”的充分肯定。戴震

说：“君子不藉口于性以逞其欲，不藉口于命之限之

而不尽其材。⋯⋯不谓性非不谓之性，不谓命非不

谓之命。”[4ps可见，戴震认为有命定之说，但又应“不

谓命”。何为不谓命?就是说要发挥人的主观意志，

在天命的范围之内。尽最大的努力施展才能。这尽

管没有突破天命观的范导，却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观

能动作用。对此．梁启超之诠释可谓确解。他说：“不

能因为分限不如人，就不复求知，所以说‘不谓命’

——不藉口于分限。虽有性而不藉口于性以抹煞

命，是承认命定说，叫人安心在遗传环境下做分内

事；虽有命而不藉口于命以抹煞性，是承认自由意

志说。叫人常常向上一步实践道德责任。这便是东

原的意思。”[SJ'TJ-74要之，正如梁启超所言，戴震既肯

定天命的存在。又充分肯定人的主观意志。

梁启超认为戴震哲学内容之五为宇宙观。可

惜，对此，梁启超在其《东原哲学》中标注为“暂阙”，

没有予以论述。梁启超说：“我是为时侯不够，赶不

及做，容将来再补成。”[5174然而，更加可惜的是，他后

来大概也没有予以论述了。不过，他指出《疏证>解

释“天道条”含有戴震宇宙观思想。|5J74戴震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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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14121这无

疑便是戴震宇宙观。故而，梁启超认为戴震在《疏

证》中阐发了他的宇宙观，乃言之有据。

梁启超认为戴震哲学内容之六是对人生修养

与实践的阐述。这其实就是戴震的修养观和实践

观。梁启超认为，戴震对“宋儒讲的主静立极格物穷

理种种方法”，“不以为然”91-卵'4总结戴震关于修养和

实践的方法为两个，即“去私”和“解蔽”。即戴震说：
“私生于欲之失。”即因而戴震认为“欲之失为私，不

为蔽”。咿戴震“去私”的办法，梁启超认为便是“以

我之情絮入之情而无不得其平’同上疏证卷1=．t---(此

为梁启超原注，以小于正文字号书写，下同)，这就

叫做‘强恕’。能恕．私自然会去。结果叫‘不私，即其

欲皆仁也’卷下叶三”。即和“去私”相比较，梁启超认
为戴震更加重视“解蔽”，认为“去蔽是东原的修养

第一义”。刚的确如此，戴震有言：“凡去私不求去

蔽，重行不先重知，非圣学也。”旧那么“蔽”来源何

处?戴震认为“蔽生于知之失”。咿那么何谓“蔽”?戴

震说：“自以为得理，而所执之实谬，乃蔽而不明。”嘲

梁启超对此评论说：。东原所谓蔽者，莫过于不顾客

观的事情，而专凭主观的意见。”m此说符合戴震

哲学之旨。关于如何“解蔽”，戴震说：“解蔽莫如

学。”m怎样学呢?粱启超说：“他说：‘最要体会孟

子‘条理’二字。得其条理，由和而分。由分而合，则

无不可为’年谱叶四十五。拿现在话讲．即专从客观的

虚心研究事物条理。综合一番又分析一番，分析一

番又综合一番便是。不独如此，他还说：‘明理者明

其区分也，精义精其裁断也。’疏证卷上叶三综合分析

明其区分的工夫，是偏重客观方面，还要精其裁断，

便是看主观的判断力如何。不过这样裁断与区分工

夫并行，自然和纯粹主观的意见有别了。”[5176梁启超

的论述．可谓精当。

三、《疏证>评价

梁启超对戴震《疏证》的评价非常高。他在《戴

东原先生传>中说：“先生之学，体大思精。《原善》、

《孟子字义疏证>(书名号和顿号，笔者加，原无)两

书，语极简而义极丰，殆于～字一金。”m于此，来看

梁启超究竟如何评价《疏证>。

首先，梁启超对《疏证>学术属性的评价。他说：

“戴东原的《孟子字义疏证>，为清代第一流著述，但

其目的不专在释《孟子>，别于戴氏学专篇论之。竹11阳

这说明。一则梁启超认为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是

清代第一流的学术著作：一则认为它有别于戴震的

考据学，不是仅仅停留在注释《孟子》文本本身这个

层面，而是戴震据此有所创发。而这个创发就是戴

震欲借此建立自己的哲学。这正如梁启超所说：

“《孟子字义疏证>，盖轶出考证学范围之外，欲建立

一‘戴氏哲学’矣。”阳事实上，也正如粱启超所言，

戴震的《疏证》要在阐发他自己的哲学思想。从而构

建他自己的哲学体系。要之，梁启超认为，戴震的

《疏证》是清代第一流的著述，且是哲学著作，这样

的评价可谓确凿。

其次，梁启超对《疏证》所体现的戴震治学精神

的评价。他认为戴震的治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他的研

究方法上。称其方法为“求真求是”。梁启超说：。其

斥宋儒之糅合儒佛，虽辞带含蓄，而意极严正，随处

发挥科学家求真求是精神，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

奇书也。”[2·qo这里会引起争议的地方，便是“实三百

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这旬评语。如果就“求真求

是精神”而言，早在汉代河间献王就提出了“实事求

是”的治学方法和治学精神。因而不可谓“最有价值

之奇书”；梁启超大概是从它别于其他考据学家之

学术著作维度立论。果真如此，梁启超还是所言有

据的。

再次，梁启超对《疏证>学术地位的评价。其评

价主要表现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评价有些过高，

恐怕最易引发争议。他对戴震《疏证》学术地位的评

价．是将之置于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河中，而且

充分考虑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又从横向上将之与西

方文艺复兴思潮作比较。他说：“综其内容，不外欲

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就此点论之。乃与欧

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盖当时人

心．为基督教绝对禁欲主义所束缚，痛苦无已，既反

乎人理而又不敢违，乃相与作伪，而道德反扫地以

尽。文艺复兴之运动，乃采久阏窒之‘希腊的情感主

义’以药之。一旦解放，文化转一新方向以进行，则

蓬勃而莫能御。戴震盖有见于此，其志愿确欲为中

国文化转一新方向。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两千

年一大翻案。”m从主观上来讲。戴震是否如梁启超

所言。“确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已经很难确

定．不过考察当时社会与时代背景，戴震的《疏证>

确实扮演了这种角色。梁启超的评价易为人所诟病

的地方．就是在于他将戴震的《疏证>与欧洲文艺复

兴思潮作横向比较．而且认为二者同质同功。就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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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质疑者可能不多；但说到同功，说它真“可称两

千年一大翻案”．则的确有拔高之嫌而易招质疑。这

是其一。其二，梁启超认为《疏证>还体现了戴震主张

“平等”的精神，并予以了高度评价。他说：“其论尊卑

顺逆一段，实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一大革命。”即
这样的评价是否中肯呢?不妨看看那段文字。其文

为：“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

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虽得，谓之

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之所同欲达

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

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忡。尽管

戴震之时还没有像后来梁启超之时那样盛行平等思

想。但是这段文字确实表现出了戴震对尊卑、贵贱二

者地位不平等的不满，因而说它体现了戴震的平等

精神，大概没有失之偏颇。不过说它有伦理学上的重

大革命意义。大概也有拔高之嫌。

最后，梁启超对《疏证》影响的评价。在《清代学

术概论>中，他对《疏证》反响不大不无慨叹，并简要

分析了《疏证》反响不大的原因。他认为《疏证》影响

不大的原因有三。一是认为戴震弟子对《疏证：》已经

持论相左，而倡说者的力量显得相对较小；二是当

时“多数人”认为戴震著《疏证》只是为了“欲讳其不

知义理”，“以诋程朱”；三是反对者也不多，这从反

面也反映了《疏证>在当时没有能够产生相当的影

响。此外，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实则还揭示

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即当时的学术主流是考据

学，而戴震的《疏证》则是倡说一种“主义”，可谓不

合时宜。对此，他说：。然而论清学正统之运动，遂不

得不将此书除外。吾常言：‘清代学派运动．乃“研究

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也。此其收获所以不逮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丰大也欤?”弹1尽管如此。

梁启超仍然对《疏证》的价值充满信心和期望。他

说：“岂其反响当在今日以后耶?”[2141正如梁启超所

言，后来人们反对封建思想尤其是封建礼教，确实

从戴震《疏证》中吸取了不少思想。

要之，梁启超对《疏证》的评价极高，其评价甚

至超越了学术范围。总体而言，其评价较为中肯得

当。但也难免有失偏颇之处。

总而论之，在梁启超看来，戴震《疏证>非常重

要，是他最主要的哲学著作，‘因而也是他思想的集

中体现。在《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缘起>一文

中，梁启超说：“宋明以来之主观的理智哲学，到清

初而发生大反动。但东原以前大师。所做的不过破

坏工夫。却未能有所新建设。到东原才提出自己独

重情感主义，卓然成一家言。他这项工作，并不为

当时人所重视。但我们觉得他的话是在世界哲学

史上有价值的，最少也应该和朱晦翁、王阳明平分

位置。所以东原可以说是我们‘哲学界的革命建设

家’。”[5138-39客观而论，就哲学体系的完善性和精深

程度而言，戴震还是难比朱熹、王阳明，但是就哲

学思想之价值而言．则戴震大概并不在朱熹、王阳

明之下。因而，作为戴震哲学的代表著作《疏证>，纵

使放到哲学史的长廊中而论．也当是中国哲学史上

一个重要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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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of the Literal Meaning of The Mencius in Liang Qichao’S Ey馏
Ding Chengji，Yu Jianju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Anhui University，Hefei230009，

China；Department of philosophy，Anhui University，Hefei230039，China)
Abstract：Interpretation of the Literal Meaning of The Meneius is the main philosophical work by Dai

Zhen covering his main philosophical thinking．Liang Qichao waft an expert in Chinese academic thought

and he spoke highly of Dai Zhen mainly because he valu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Literal Meaning of The
Mencius．Therefore．it’8 a novel viewpoint to discuss Interpretation of the Literal Meaning of The Mencius

in Liang Qichao’s eyes．Generally speaking．Liang Qichao’8 conunent on Interpretation of the Literal

Meaning of The Mencius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ality and to the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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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位论文 王智忠 《诸子平议》训诂研究 2006
    《诸子平议》是一部训诂和校勘的笔记体学术专著，作者俞樾(1821-1907)，晚清小学大家。他读高邮王氏父子(王念孙、王引之)《读书杂志》、《

广雅疏证》、《经义述闻》诸书，好之，遂有治经意，而作《诸子平议》、《群经平议》。正如梁启超所言：“荫甫私淑石腥父子，刻意模仿，但他并

非蹈袭，乃应用王家的方法，补所未及。”但学术界尚无专门文章探讨此书的功过优劣，这与俞樾的学术地位是不相称的。

    本文拟从训诂角度，通过《诸子平议》一书，力求对俞樾小学学术成就和不足加以全面、中肯的分析。内容涉及《诸子平议》的训诂方法包括文字

、音韵、文法等；《诸子平议》训诂方法在校勘上的应用；《诸子平议》的误例分析。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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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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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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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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