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言与言:

早期儒墨之争的一个问题

颜世安

内容提要 《墨子》中记录了儒者公孟、吴虑对墨学最早的批评，认为墨家不应到处“言”说，墨子对此提

出自己的辩护。从文献可知，早期儒家多有持“不言”风格者。公孟、吴虑的批评，代表了儒家某种共同意向。
“不言”态度源于孔子本人，与早期儒家的政治学原则有关。墨子多“言”，则是因为确立了与儒家不同的政治

学原则。早期儒、墨“不言”与“言”的冲突，背后是两种政治观念的冲突。孟子学兴起，以“仁爱”批评墨家

“兼爱”，取代以往批评墨家多“言”，标志早期儒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变化。

关 键 词 早期儒家 墨家 儒墨之争 不言

先秦诸子学中儒墨之争影响深远，学者人尽

皆知。通常认为，儒墨之争起始于墨家批评儒

家。①墨子草创学派的年代在战国早期，其时儒学

已名声显赫，当此情形，墨学颇有必要借批评儒家

以显示自家学说宗旨，各草创阶段的墨学则未必

引起儒家人物注意。儒家对墨家的批评，学术界

都是从孟子说起。孟子自己言及批评墨学的原

因，是“杨、墨之言盈天下，天下不归杨，则归墨”。
可见战国中期墨学影响逐渐扩大，逼使儒家不能

不重视墨学。
但是孟子对墨家的批评，并非文献中所见最

早的儒家批评墨家之语，《墨子》中也记录了几处

儒家对墨家的批评。这些批评很简短，主要是说

墨家多“言”。这个批评一向无人在意。但是从

最早儒家批评墨家多“言”，墨家对此加以反驳，

提出“言”的理由，到孟子对墨家提出新的批评，

并一定程度转向多“言”，其间的曲折，透露了早

期儒家思想演变的某种线索，值得一探。

一

《墨子》中有《耕柱》、《贵义》、《公孟》、《鲁

问》等篇，记录墨子生平言论与活动，风格类似儒

家《论语》，学界一致公认是比较可靠的记述墨子

本人思想的文献。其中《公孟》篇记录早期儒墨

之争资料较多，主要是墨家批评儒家之语。但是

该篇的前两章，公孟向墨子提出一种观点，却记录

了儒家对墨家最早的批评，先看第一章:

公孟子谓子墨子曰:“君子共己以待，问

焉则言，不问焉则止。譬若钟然，扣则鸣，不

扣则不鸣。”
公孟是儒家人物应没有什么疑问。②他认为，

君子不应该主动游说王公大人，而应修身以待。
“共己以待”即“恭己以待”，“恭”是一种虔敬认真

的态度，就是修身。这是批评墨子游说政治上层

过于主动。这一批评遭到墨子反驳，大意是说，见

到统治者将有损害人民的行为，“虽不扣必鸣者

也”。也就是说不必等统治者来“扣( 叩) ”( 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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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请) 也要“鸣”( 游说、宣讲) 。从这一争论看当

然是墨子更有道理。一个君子，以“义”为己任，

难道眼看统治者举措不当，危害人民，也还是不闻

不问，非要等统治者来请教，才发表意见吗?

但儒家何以主张“不扣则不鸣”，必有道理。
因为是墨家学派的文献，公孟如何回应，没有记

录。下面接着一章，公孟主张“善人”不应自我炫

耀，意思与“不扣则不鸣”有相似之处:

公孟子谓子墨子曰: “实为善人，孰 不

知? 譬若良玉，处而不出有余糈。譬若美女，

处而不出，人争求之。行而自炫，人莫之取

也。今子遍从人而说之，何其劳也?”子墨子

曰:“今夫世乱，求美女者众，美女虽不出，人

多求之; 今求善者寡，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
相较于前一章，公孟的观点有了一些展开的

说明。在公孟的理想中，“士”应该放弃一切“行

而自炫”的行为，默默坚持个人修养，只要坚持，

机会自然到来，即使“处而不出”，亦会“人争求

之”。当然，为什么一定只能默默坚持修德，而不

能主动宣讲，这里还是没有解释。这毕竟是墨家

的著作，记录儒家的观点是不会很清晰的，但至少

能使我们知道儒家的态度。墨家反对的观点是清

晰的，我们后面再分析，这里且辨析早期儒家的观

点。
在《鲁问》篇，有一位“自比于舜”的人物与墨

子有一段对话，含义与公孟墨子的对话很接近:

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于

舜。子墨子闻而见之。吴虑谓子墨子: “义

耳义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翟以

为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

而察其辞，上说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
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 匹夫徒步之士用吾

言，行必修。……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

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 若得

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益进哉?”
吴虑为鲁人，鲁国是儒者的大本营，此外吴虑

“自比于舜”，所说的不应到处宣扬“义”，与前引

公孟的说法很相似，判断吴虑为一位儒者，应该没

有什么问题。③吴虑对墨子的质疑，同样语言简

约，但基本意思明确，认为“义”不需“言”，只要力

行就可以。“言”可以理解为自我标榜，也可以理

解为劝别人行义，政治意义的“言”就是游说。与

公孟批评墨子“行而自炫……遍从人而说之”相

互印证，他们的立场无疑是一样的。
公孟与吴虑对墨子的质疑，语言都很简短，只

有《公孟》篇的第二章稍长一些，其他两章的质

疑，都只有一句话。这大概是因为他们的话记载

在墨家文献中，就像《孟子》中记载“墨者夷之”的

话也很简短一样。④可是把这几处简短的质疑综

合起来看，还是可以看出那时儒家对墨家的批评，

似乎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墨家到处“言”，说的太

多，有“自炫”的嫌疑，而且主动向统治者“鸣”，似

乎也有失尊严。这一种批评，与孟子中记录的儒

家学派以“仁爱”批评“兼爱”，以“爱由亲施”批评

“二本”大不相同。《墨子》中记录儒家批评或质

疑墨家的还有两处，一处仍是在《公孟》篇:“公孟

子谓子墨子曰: 子以三年之丧为非，子之三日之丧

亦非也。”这表面是质疑墨家，实质却是捍卫儒家

“三年丧”礼。也就是墨家批评儒家“久丧”在前，

儒家回应在后，故不能视作对墨家的主动批评。⑤

另一处是《耕柱》篇: “子夏之徒问于子墨子曰:

‘君子有斗乎?’子墨子曰:‘君子无斗’……”儒家

主张“有斗”，质疑墨家“无斗”，这可能也是早期

儒、墨之间有争议的另一个问题，但是儒、墨两家

文献说到这个问题甚少⑥，可见无关宏旨，可以从

略。从《墨子》中记录早期儒家少数批评墨家的

言论看，值得注意的主要就是认为墨家多“言”。
早期儒家刚开始接触墨家，何以首先注意墨

家多“言”? 墨家重游说肯定是事实，但早期儒家

人物何以注重并反感这一点，与儒家自己的风格、
主张又有什么关系? 这是以往思想史研究从未注

意的问题。战国中期孟子批评墨家，标志墨家影

响日渐加大，引起儒家认真的回应。但是孟子批

评墨家已不是多“言”，而是认为“兼爱”的主张

“二本”、“无父”。不仅如此，孟子自己就到处游

说，是倾向多言的。孟子曾为他的“好辩”特别作

出解释，说: “予岂好辩哉? 予不得已也。”( 《孟

子·滕文公下》) 这可能就是因为儒家内部崇尚

不“言”或少“言”的传统带给他某种压力，否则何

必辩解? 孟子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 他倾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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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与以新的宗旨批评墨学有没有关系? 这都

是早期儒家思想史上隐伏未明的问题。
下面我们主要探讨两个问题。第一，以文献

记载的早期儒家资料看，公孟、吴虑反对“言”而

崇尚行是否代表儒家某种共同的立场? 如果确是

儒家早期共同立场的一种表现，那么我们就可以

知道，这种批评不是偶然的意见，而是涉及儒墨两

家之间基本立场的分歧。第二，探讨这种分歧的

思想史含义，分析儒家不“言”主张的源流，并从

这一思想分歧，看孟子学的兴起。

二

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公孟、吴虑的主张

是否为前孟子时代儒家的某种共同主张。孟子之

前的儒学发展情况，文献资料不多。韩非子有

“儒分为八”之说: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

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

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 《显学》)

八家之中，子张、颜回、漆雕开是孔子及门弟

子，子思、乐正子是孔子隔代传人。⑦时间都比较

早，但是这些人代表的学派，除子思外，我们所知

甚少。
《史记·儒林传》记孔子殁后弟子活动及分

化的情况: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

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
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

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

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

师。⑧

司马迁把七十子之徒分为三类，后面所举子

张等人，未言属于哪一类，但子夏、子贡等人肯定

是前两类，之所以特别说到子夏影响之大，则因历

史学家著史书，叙人物事业，更重视参与政治活

动、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人，是可以理解的。但司马

迁并不轻视“隐而不见”的一类人，他在《游侠列

传》开篇写道:

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

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

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

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
季次、原宪都是孔子弟子，《论语》和诸子书

中多处提及原宪，提到季次较少。⑨两人都是“隐”
派代表，司马迁说他们虽与当世不合，但死后四百

余年仍有这一派的弟子传人追随他们的踪迹，可

见其并非完全“隐而不见”，只是不愿积极入仕，

怀独行君子之德，在社会上仍有相当的影响。
司马迁说孔门传人中有隐者一派，对照公孟、

吴虑对墨子的批评，可知这两人大体即是隐者派

的人物。有人可能认为，公孟主张“不叩不鸣”，

只是反对主动游说，并不是主张隐居避世。问题

在于，司马迁虽用了“隐而不见”四个字，其实只

是相对于“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者

而言，也即这些人没有游说王侯，所以政治圈中不

见他们的身影。但孔门传人中的隐者派，应当不

同于扬朱、庄子以及孔子南游时遇到的长沮、桀

溺。区别在于，后者对救世已经不抱希望，避世以

求自保，前者却怀抱着救世的理想与热情，只是他

们的方式有别于积极游说王侯的人。他们主张救

世，却不肯主动游说政治人物。他们坚信只要修

养德性，就一定会产生影响，如公孟所说“譬若良

玉，处而不出有余糈。譬若美女，处而不出，人争

求之”。季次、原宪怀独行君子之德，应该也是有

良玉、美女的自信。
严格说来，司马迁称为“隐而不见”的这一派

人其实不应称为隐者，他们是力行修身而不愿多

宣传，更不愿游说王公的怀抱救世理想的君子。
公孟的话表明他们对力行修身将能产生的影响抱

着大信心，把他们称为“修身”派也许更合适。对

于早期儒学的“修身”派，文献中有关的记载不

少，只是研究儒学史的人，未曾注意把这些资料串

合起来，以考察早期儒学的传承轨迹。公孟、吴虑

对墨子的批评，来自儒家以外学派的记载，并且目

的是为了记录墨子的大段反驳，却给我们提供了

一个线索，原来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儒者中多有

一些践行修身，不事王侯，也不愿到处宣扬的人。
他们很像隐者，又不同于隐者，因为他们抱着“良

玉”“美女”的自信，认为德性、学问自有力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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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会发生影响。这些人未必代表早期儒者的全

部，但肯定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早期儒者是

有一些人走上仕途了，但还有许多人，如知名的季

次、原宪，不太知名的公孟、吴虑等，在民间坚持着

儒者的理想。这些人是否代表着早期儒者的某种

重要倾向呢? 我们现在试着汇整相关的零散的文

献记录，看能否理出一个早期儒者群体“修身派”
的轮廓。
《晋书·石苞传》:“( 石崇) 尝与王敦入太学，

见颜回、原宪之象……”又《三国志·秦宓传》，

“宓答书曰: ‘……仆得曝背乎陇亩之中，诵颜氏

之箪瓢，咏原宪之蓬户……’”魏晋时期，颜回、原
宪并称，太学以颜回、原宪像并立，当是因为此二

人类型接近，是孔子弟子中注重修身而不事王侯

一类人的代表。原宪已如上述，司马迁把他与季

次相并，为“独行君子”的师祖。颜回在《论语》中

多次被提到，是孔门弟子中最得孔子赏识者。他

有那样高的品行学问，却从不谈从政话题，风格很

近于后来的修身派。他的安贫乐道，甚得孔子赞

赏:“贤哉，回也!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

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论语·
雍也》) 颜回在孔门的声望远超过季次、原宪，为

何司马迁以后者为“隐”派( 修身派) 的代表，而未

提颜回? 一个可能的答案是，颜回去世早，殁于孔

子生前。在孔子之后出现的学派分化中，季次、原
宪等人有传授门徒的活动，而颜回没有，所以后世

相传季次、原宪是“独行君子”的师祖。但是另一

方面，因为颜回的名声大，很可能有修身派的早期

儒者，虽不是颜回的传人，却愿意打颜回的旗号，

所以韩非列的儒者八派中就有“颜氏之儒”。郭

沫若推测庄子就是出自“颜氏之儒”一系。⑩庄子

是真正的隐者，已不抱拯救世道的热望，但他的风

格确与儒家修身派有相似之处。庄子是否出于颜

氏之儒，还需进一步的史料证明。但这个问题对

本文不重要，重要的是春秋战国之交，可能确有颜

氏之儒，即并非出自颜回之门而打颜回旗号的一

批人。这些颜氏之儒是什么人呢? 肯定是与季

次、原宪之徒相类的人，是与公孟、吴虑持共同主

张的人。魏晋时以颜回、原宪并称，其来源应当就

是早期儒家传承中，颜回、原宪虽地位不同，却影

响了同一类人。
《韩诗外传》卷三:“孟尝君请学於闵子，使车

往迎闵子。闵子曰: ‘礼有来学无往教。致师而

学不能学; 往教则不能化君也……’”这位战国时

的闵子不知何人，孔子弟子有闵子骞，属于德行一

科，行事作风与颜回接近，“德行: 颜渊、闵子骞、
冉伯牛、仲弓”( 《论语·先进》) 。孟尝君欲求教

的闵子与闵子骞不知是否有关系，如果有，当为两

种情况，第一，是闵子骞的后代，第二，是儒门中人

而打“闵子”的旗号，是“闵氏之儒”的传人。当然

也有可能与闵子骞无关，为一儒家人物，恰好姓

闵，如此而已。“礼有来学无往教”似乎是战国儒

家礼学派的一个重要原则，《礼记·曲礼上》也说

“礼闻来学，不闻往教”。这个原则与公孟所说

“不叩不鸣”是一个意思，但包含了更丰富的内

容。礼学是孔门大宗，传礼的学者相信礼是经国

治民的根本。《礼记·乡饮酒义》: “孔子曰: 吾观

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这不一定是孔子本人

所说，可能是礼学派的儒者假托孔子之言。“观

于乡”就是观乡饮酒礼，是《仪礼》所载礼典之一。
乡饮酒礼是致王道之礼，其他礼典同样如此。传

礼的学者身为学问重镇，守着自信可致王道的学

术，却师门相传“礼闻来学无往教”的教训。他们

为什么要这样? 儒家治学，最终目的是致王道，为

何手握王道之学，又不肯主动宣教，一定要等王侯

前来求学? 岂不是太过傲慢。但这里的根本原因

不是儒者傲慢，而是儒者对学术和政治关系有一

种理解。《吕氏春秋·劝学》援引儒家观点说:

“故往教者不化，召师者不化，自卑者不听，卑师

者不听。”儒者主动去教，就是丢掉了学术的尊

严，一定教不进去; 王侯召师来学，就是轻视老师

代表的学术，也一定听不进去。儒者相信，学术引

导政治，但是学术必须有尊严，才能在政治中发生

力量。这是他们不肯“往教”的原因。闵子不肯

“往教”是在战国中期以后，但有理由相信这是源

自早期儒学的一个原则，《曲礼》可能就是较早的

儒家文献。“礼闻来学无往教”的态度，与公孟、
吴虑反对多“言”的态度当然是一致的。
《论语·泰伯》:“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

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 人之将死，其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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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 动容貌，斯远暴慢矣; 正

颜色，斯近信矣; 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

则有司存。’”曾子的风格在孔门也是重修德而不

重从政。他在孔子殁后影响很大，两戴记中记曾

子的言谈活动甚多。现在简帛文献出土，子思派

成研究热门。有一种说法认为子思之学传自曾

子，可见曾子之学影响甚广。但曾子学的传承中，

肯定有一支严格的修身派。《大戴礼记·曾子立

事》有言:

君子爱日以学，及时以行……以殁其身，

亦可谓守业矣。
君子博学而孱守之，微言而笃行之，行必

先人，言必后人……
( 君子) 行无求数有名，事无求数有成;

身言之，后人扬之; 身行之，后人秉之。
君子好人之为善，而弗趣也，恶人之为不

善，而弗疾也……
《曾子立事》旧说为曾子所作，更大的可能是

曾子后学所作，应是较早的曾子派作品。该篇主

要讲修身，不特别注重“不言”。但“不言”似乎正

是修身的一部分。如上述引文所言: 君子日日进

学修德，却不求名声，只求传之后学; 君子重力行，

不重言说; 君子力行修德，不求迅速有名; 君子向

往人人行善，却不催促别人。这是何等庄严的立

场、从容的气度! 《礼记·中庸》篇讲“中庸之为

德”与《曾子立事》甚为相似，可以相互发明。《中

庸》也是比较早期的作品，至少前面讲“中庸”的

十几章比较早。首章讲“慎独”，似乎就是提出儒

家修身的中心问题。“慎独”并非指一人独处，而

是指乡居生活瑏瑡，也即“隐”或“藏”的生活。《论

语·述而》:“子谓颜回:‘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

我与尔有是夫。’”“慎独”就是乡居生活中力行修

身，不急不躁，严格操守。修身不是做给别人看，

所以必有“不言”的气象。《中庸》和《曾子立事》
都没有特别强调“不言”，但是“慎独”的乡居生

活，本身就体现“不言”的气象。《中庸》说:“君子

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君子素其位而

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 素贫贱，行乎

贫贱……”《曾子立事》说: “行无求数有名，事无

求数有 成”、“人 知 之 则 愿 也，人 不 知 苟 吾 自 知

也。”两者都体现了这种不肯多言的气象。
《曾子立事》中有一句话特别值得考察: “君

子好人之为善，而弗趣也，恶人之为不善，而弗疾

也。”前引《墨子·公孟》篇，墨子在反驳吴虑的批

评时，说“言”的作用有二，一是“王公大人用吾

言，国必治”; 一是“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

修”。前者是游说王公，后者是宣教民众。不论

墨家还是儒家，“言”的主要活动都是游说王公，

以期影响政治。但是宣教民众也是一件重要之

事，墨子提到，儒家文献也常提到。《论语》记孔

子说: “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

百姓。”《大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

有一个从修身到教育影响身边人群，到治理邦国

的过程。教育影响身边小众人群( 此为“齐家”本

义) 是儒家修身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问题在于

怎样教育影响，是“言”还是“行”? 《曾子立事》说

君子不要“趣”( 促) 人为善，便是说不必多言，盖

“趣”只能通过“言”。郭店楚简《尊德义》说:“民

可导也，而不可强也。”“强”类似于“趣”，都是语

言督促。教育民众不在语言督促，而在自身表率。
“好人之为善，而弗趣也”，自然就能“恶人之为不

善，而弗疾也”。重要的不是批评别人，而是严格

律己。早期儒、墨之间“不言”与“言”之争，主要

涉及政治游说，但也与教育民众相关，墨子对吴虑

的反驳已指明这两层意思。
以上所列文献涉及原宪派、颜子派、礼学派、

曾子派。早期儒学的分派情况我们所知甚少，这

些派之间未必泾渭分明，彼此可能多有相互交叉。
如本文所指礼学派，主要是指撰述《仪礼》、《礼

记》中礼节仪文各篇的儒者归属的派别，这一派

相信礼仪制度是“王道”的基础。可是颜子派、曾
子派又何尝不重视礼? 只是他们可能更在意修

身、内省，不甚在意“笾豆”一类仪节，是以与礼学

派有分别。颜子派与曾子派的分别，我们也所知

甚少，只是从文献所示线索大略言之。上述诸派

皆有“不言”风格，则“不言”尤其不可视为一个门

户清晰的“派”，而是早期许多儒者共同推重的态

度。有的派比较激烈，如季次、原宪之徒瑏瑢，有的

派不很激烈，如主张“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礼

学派、主张“行无求数有名，事无求数有成”的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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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派，故而对多“言”的戒备，是许多儒者一致的

态度。他 们 不 仅 批 评 墨 家，对 自 己 也 有 警 示。
《礼记·表记》说: “君子不以辞尽人。故天下有

道，则行有枝叶; 天下无道，则辞有枝叶。”又说:

“君子耻有其辞而无其德。”把这些零散材料汇合

起来看，我们可以确信，公孟、吴虑批评墨子多

“言”不是偶然的说法，是代表早期儒家中许多人

认同的一种态度。

三

早期儒家为何主张不“言”? 这个问题要到

《论语》中寻求答案。归根结底，早期儒家不“言”
的态度源于孔子本人。

孔子主张从政。他时常寻求机会从政，同时

也期待弟子学问有成，将来能参与政治。如下说

法可以印证: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

“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 ‘不

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论语·先

进》)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 不患莫己

知，求为可知也。”( 《论语·里仁》)

但孔子虽愿从政，却坚持从政必须恪守礼乐

的原则。礼乐不是简单的教条，而是深厚的古典

知识和教养。孔子与弟子的对话贯穿一个意思，

一个人必先“学”才能成为君子，成为君子才能领

导民众。所以“政”虽是目标，“学”却是基础。一

部《论语》所记孔子师生对话，谈得最多的就是

“学”。“学”不仅是学习古典礼乐知识，而且是由

古典礼乐知识培育一种内在生命态度。确立这样

的生命态度就是有了内在德性，称为“仁”，这是

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哀公问: “弟 子 孰 为 好 学?”孔 子 对 曰:

“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

死矣! 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论语·
雍也》)

孔子竟说颜回去世以后众弟子一个“好学”
的也没有，这可能是针对什么特别情境说的话。
但孔子确是希望弟子安心向“学”，培育深厚的学

养和内在的德性，不要急于从政。这不易做到，所

以他要说弟子一个“好学”的也没有，有时又说弟

子甚少有“仁”德。瑏瑣对急于从政的弟子，孔子往往

严厉批评: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 “贼夫人之

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

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论

语·先进》)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

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 《论

语·雍也》)

孔子希望弟子能有机会从政，但是德性学问

是政治的根据，如果德性学问的培植不够，急于从

政，便是舍本逐末。可是德性学问的培植是长期

的，也可说是终身的。何时是尽头呢? 所以冉有

说:“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便是畏惧这无止

境的修养过于艰难。我们知道冉求行政能力很

强，他说这话的意思，便是曲折地表示自己达不到

孔子要求，希望老师放过他。瑏瑤可是孔子不许，“力

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由这些对话我们

可以想见孔门的风气，也可以理解为何颜回、曾子

深得孔子赞许。颜回、曾子以及原宪的态度，就是

源自孔子本人的态度。他们传下的学派彼此见解

或有不同，但都着力于培植学问根基，反对急于从

政。主张“不言”便以这个态度为根据。“言”是

游说、宣传，孔子说: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

能”，便是觉得根本不用宣传，真正重要的是内在

品质。只 要 有 优 秀 人 品，根 本 不 用 担 心“不 己

知”。此外孔子个人的气质也不喜欢夸夸其谈的

聪明人，“巧言令色，鲜矣仁”，“刚毅木讷近仁”。
这种性格倾向也对早期儒门风格有影响。

早期儒者不“言”的态度背后有一些颇深的

内涵难以一下说清。简要地说，可以归于一种政

治学的见解。在孔子看来，政治的目标是教化民

众，教化者自身一定要有美德，政治才有根基。美

德源于古典文化，教化者必须先“学”，领悟古典

文化之美，并且进入内心。这是一个认真学习和

自修的过程，不可性急。“言”其实就是着急，急

于表达，急于让别人知道。一旦着急，德性修养便

不扎实，政治教化的基础便不稳固。这是儒家反

对“言”的主因。先秦儒家文献对于政治教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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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各有不同偏重，但对以下两点一致赞同: 第

一，君子是政治之本，君子是有内在美德的人; 第

二，修身是君子之本，修身是“学”和自省相结合

的缓慢过程，性急不得。各派儒家对这两个原则

具体表述不同，倚轻倚重之间有出入，但是大致的

见解一致。《论语》中孔子与弟子对话，已经确立

了上述两点原则，同时也决定了儒家不“言”的基

本倾向。孔子反感“巧言”，喜欢“木讷”，可能与

性格有关，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与上述政治学原则

有关。孔门弟子中有原宪、颜回、曾子传下以修身

为本、反对急于求仕的学派; 也有在求仕上比较主

动的后学，但即使是，对儒家基本政治学原则也是

接受的，他们对墨家式的多“言”可能也会批评。
事实上这两类人很难截然区分。修身派虽有决心

“遁世不见知而不悔”( 《中庸》) ，但如果有机会

“友教士大夫”当不会拒绝; 入仕派虽寻求从政，

但一定会尊重沉静自修的学习过程，因为这是儒

学的根基。公孟说不“言”的理由:“譬若良玉，处

而不出 有 余 糈。譬 若 美 女，处 而 不 出，人 争 求

之。”所言很难判断是求仕的一类，还是“遁世不

见知而不悔”的一类。似乎只要是儒家，就有可

能反感墨家那样的性急。
再来讨 论 墨 家 的 立 场。墨 家 为 什 么 喜 欢

“言”，并在遭遇儒家批评后为“言”辩护? 这是因

为墨家另有不同的政治学原则，并形成不同的道

义感。墨家之学原本出于儒门，也讲三代圣王，引

诗书，讲忠信。但后来墨家反出儒门，确立了新的

政治学原则，即墨学的“义”。瑏瑥墨家认为政治的最

大问题是要面对民生苦难，寻求解决，而且不可等

待; 一切怠傲、迟缓都是不义。《墨子》中批评儒

家言论甚多，最主要的一条，是反对儒家礼学讲究

仪典繁文，对解救民生疾苦毫无意义。学术界一

致认为，墨者注重解决民生疾苦，与墨子及其徒众

多是出身社会下层有关，颇有道理。墨家学派为

底层贫苦民众说话，重功利，信鬼神，追求温饱，性

情急切，都像是下层民众情绪的反映。但这只是

问题的一方面，墨家之“义”的另一个原因，应该

是与战国初年社会状况变化有关。孔子生活在春

秋社会末期，其时虽然贵族社会正走向衰败，但战

争之祸尚不酷烈。墨子活动大致在公元前 5 世纪

后期至前 4 世纪前期，战国初年( 5 世纪后期) 开

始的大战，这时已经对社会民众生活发生严重影

响。《墨子》中多次说到战争之祸的惨烈及对人

民生计的严重破坏。墨家游说诸侯的中心话题即

是“非攻”。儒家批评墨家多“言”有其理由，已如

上述。墨子的回应也有自己的理由，决非强辩。
墨家的立场是面对民众苦难，不肯久等。儒家认

为政治一定要以学问德性为根据，不能性急，可是

墨家就是要急，要马上见效。墨子曾对人解释何

以要“急”:

子墨子自鲁即齐，过故人，谓子墨子曰:

“今天下莫为义，子独自苦而为义，子不若

已。”子墨子曰: “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

人耕而九人处，则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

故? 则食者众，而耕者寡也。”( 《墨子·贵

义》)

墨家站在耕者的立场，觉得最底层的人生存

难保，便不能不急。墨子回答公孟和吴虑的质疑，

都是说“言”可以尽快见功效。儒者希望扎好根

基，教化社会，但其从容不迫的做派在墨家看来却

是怠惰甚至傲慢。《墨子·非儒》批评儒家有两

句话非常传神:“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

安怠傲。”指儒家任命，安于贫困，不在意当世急

务，怠惰而高傲。我们看儒家修身派的自我描述

是:“素 富 贵 行 乎 富 贵，素 贫 贱 行 乎 贫 贱……”
( 《中庸》) 、“行无求数有名，事无求数有成”( 《曾

子立事》) 。对照他们双方的说法，真是活画出儒

家的神态。我们现在叙述早期儒、墨分歧，不作是

非褒贬。儒家确实文化根基深厚，从容大度，气象

辽阔; 但在战国初年急剧的社会动荡中，也确实高

傲迂缓，不能应对时变，注意民生苦难。检阅先秦

儒家文献，不仅《论语》未曾以民生疾苦为中心问

题，而其他较早的文献，如《仪礼》，两戴《礼记》中

一些篇章如《曲礼》、《檀弓》、《中庸》、《曾子立

事》等，还有新出土的简帛文献如《性自命出》、
《六德》等，都在空前战乱的背景下产生，可是没

有一种文献关注民生苦难，把解救民生视为政治

的中心问题。墨家批评儒家“倍( 背) 本弃事而安

怠傲”，自有其正面的理由。早期儒、墨“不言”与

“言”的冲突，各有不同的政治学立场，在这冲突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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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可以看到早期儒学思想发展的某种重要特征。
公元前 4 世纪下半叶，是孟子活动的年代。

孟子的出现，标志早期儒学思想发展的一大突破，

也标志儒学的某种转向。孟子是儒家中最先把注

意力转向民生疾苦的人。孔子政治思想的中心是

“德治”，注重教化; 孟子政治思想的中心是“仁

政”，注重保民。“德治”与“仁政”，是此后两千年

儒家政治思想的两个主要观念，它们并非同时出

现，而是由孔子和孟子先后提出。瑏瑦“仁政”思想的

提出，主要是因为孟子把注意力转向了民生苦难。
这一转向的主因是战国初年社会形势的逼迫，但

同时也是因为受到墨家学说的刺激。比照对读

《墨子》和《孟子》，会发现两家注重民生疾苦的政

治学主题十分相似，甚至有些语句都相似。孟子

的时代《墨子》可能尚未编辑成书，但是散篇肯定

已经广泛流行，孟子说“杨、墨之言盈天下”就是

证明。孟子一定看过《墨子》的散篇，并受到思想

上的冲击。孟子对墨学有严厉的批评，但与此前

儒家对墨学的批评已大不一样。不是批评墨家多

“言”，而是批评墨家“兼爱”。这个新的批评实际

上表明，孟子与墨学有了一个一致的出发点: 以对

民众之“爱”为政治的根本。孟子认同了新的政

治根本问题，才与墨学之间形成新一轮争论。瑏瑧

公孟等人批评墨家多“言”，是依据孔子教化

政治学的立场。教化必以修身为本，故不愿主动

游说，鄙视性急。孟子批评墨家“兼爱”，是认可

了对底层百姓的“爱”是政治的中心问题。在这

个立场上，孟子援引并发展孔子仁学，以“性善”
说论证了“爱”的根据，所以他提出的问题是，爱

的根源何在? 墨学虽提倡“爱”，却是功利主义的

“兼爱”，没有内省的根据，被孟子斥为“二本”，实

即无本。新一轮的儒墨之争，大大扩展了古代思

想史的内涵。现代学者对之极为重视，这是应该

的。但如果由此认为早期儒墨开始就是“仁爱”
与“兼爱”之争，那就忽略了早期儒学思想演变的

脉络，不仅不能理解儒家政治思想原有的立场，也

不能理解孟子政治思想新立场的由来。
孟子以仁爱批评墨家兼爱，同时还伴随一个

变化，就是他本人倾向“言”。孟子是一个四处游

说君王的人，他并不是想做官，而是想救民于水

火。对于“解民倒悬”瑏瑨，孟子与墨子有相似的

“急”，与“行无求数有成”、“立命缓贫而高浩居”
的儒者大不相同。他说: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

溺之也; 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

其急也。”这是谈论“性善”时生发的感情，但同时

表达了救民“溺”“饥”的急迫心情。他游说齐国

不成功，离开的时候在边境等了三天，希望齐王悔

悟。有人指责他: 你知道齐王不怎么样，还来找他

说这些大道理，这是不明智; 人家不理你，你走还

不快些离开，这是不爽快。孟子回答传话的人说:

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 不遇故去，岂

予所欲哉? 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昼，于

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

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

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 王由足用为善。
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

庶几改之，予日望之。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

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去

则穷 日 之 力 而 后 宿 哉? ( 《孟 子·公 孙 丑

下》)

看这段话，就觉得批评孟子的人很像是“立

命缓贫而高浩居”的旧派儒者，爱惜羽毛，在乎形

象。孟子则另有一种悲怜苍生的感情，因此，觉得

这样的人是“小丈夫”。齐王如果愿意行仁政，

“天下之民举安”，只要有一点希望他都愿意等:

“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
由此转 变，可 以 理 解 孟 子 的“好 辩”。《孟

子·滕文公下》: “公都子曰: ‘外人皆称夫子好

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 予不得已

也。’……”接着一大段话解释何以“好辩”: 政治

昏乱，人民苦难，杨、墨之言又“充塞仁义”。“仁

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好

辩”当然是多“言”，孟子不得不“好辩”，是因为有

墨家类似的“急”。有一种观点，认为墨家开了百

家争辩的先河。这是不错的，但不能因此把孟子

“好辩”理解成诸子争辩时代的变化。事实上战

国仍有许多儒者保持不“言”的传统，《史记·儒

林传》所记的传授经典的学者、李斯建议秦王禁

私学时提到的民间教学的儒生，大体如此。孟子

“好辩”主要不是因为墨学引发辩论之风，而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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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面对民生苦难，内心有“急”。
孟子仍然是儒学大宗。他开创了“仁政”的

政治学原则，但并未放弃“教化”政治内涵的理

念，不仅没有放弃，而且有重要的创新，开创出儒

家心性学的修身传统。教化之本为君子，君子之

本在修身。君子修身之学是孔子学术的核心，孟

子以“性善”论、“心性”说开拓了修身之学的新境

界，并成为日后宋明理学的中心思想。这一学术

思想史的线索学界熟知，无需赘言。需要阐明的

是，“心性”学的修身之学，与早期儒学有一脉相

承之处，认为修身是缓慢的过程，不可性急。“揠

苗助长”的故事就是孟子以此比喻“心”的成长绝

不可 急，“必 有 事 焉 而 勿 正，心 勿 忘，勿 助 长 也

……”( 《孟 子·公 孙 丑 上》) 孟 子 有 认 同 墨 家

“急”的地方，在救民于水火; 也有继承早期儒家

雍容沉静的地方，在喜好古典、在内省修身。早期

儒家“不言”的风格，不能应对战国初年的形势变

化; 但从长远看，儒学立定根基，传续文化，不计一

时成败利钝，最终成为古代文化正宗，持久的功效

远非求急用的墨家可比。孟子为儒学大宗，虽受

墨学影响，认可解救民生苦难是政治主题，但未失

儒家根本，而且对修身之学有重要创新。
“不言”与“言”是早期儒、墨之争的一个重要

问题，归源于“不急”( 《曾子立事》所谓“行不求数

有成”) 和“急”。“不急”是一种高尚的感情，觉得

伟大的事业必须从容培植; “急”也是一种高尚的

感情，觉得救民水火刻不容缓。二者各有源自内

心的根据，它们的冲突是两种不同精神价值的冲

突。孟子在早期儒学发展中的突破，很大程度在

于汇合两者。
最近十多年来，因为新出土的简帛文献陆续

公布，学术界正出现一个研究“孔孟之间”儒学思

想史的热潮，重点是子思学派和心性学的起源。
其实这只是前孟子时代儒学发展的一个线索。新

出土文献的一部分如果最终可以确定是子思派的

著作，写作于孟子之前，那确实可以丰富对早期儒

学的认识。但即使如此，也不能认为思孟派的思

想传承是早期儒学唯一值得重视的线索，甚至不

见得是主要的线索。早期儒学的思想传承是丰富

而复杂的。本文引用公孟、吴虑的批评为引导，尝

试探索这一时期儒学思想传承的一个面相，可扩

展我们对早期儒学思想发展及儒、墨关系的认识。

①墨家批评儒家的言论，《墨子·非儒》有较多记录，但是这一

篇文献可能出现较晚，其中有些说法应不是墨子在世时批评

儒学的论点。《公孟》篇有一段话大体可以概括墨子在世时

批评儒家的几个主要论点: “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

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悦，此足以丧天下。又厚

葬久丧，重为棺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

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

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 为下者行之，必

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

②孙诒让《墨子闲诂》:“惠栋云: 公孟子，即公明子，孔子之徒。

宋翔凤云: 孟子、公明仪、公明高，曾子弟子。公孟子与墨子

问难，皆儒家之言。孟与明通，公孟子即公明子，其人非仪即

高，正与墨翟同时。诒让案:……此公孟子疑即子高，盖七十

子之弟子也。”上海书店 1986 年版，第 271 页。

③吴虑或疑拟“无虑”，似道家。但孙诒让《墨子闲诂》注: “毕

云:《太平御览》引作‘吴宪’。”上海书店 1986 年版，第 286

页。又吴虑赞同“义”，显然与道家观念不同。应是儒门中隐

者派。

④《孟子·滕文公上》引墨者夷之质疑孟子，孟子反驳，不记夷

之回应。

⑤《公孟》篇还记录公孟与墨子其他争辩，大都是公孟陈述儒家

观点而墨子辩驳，非公孟批评儒家墨家观点。

⑥《孟子·公孙丑上》有北宫黝养勇，孟施舍养勇，不知是否与

儒家“有斗”有关。《荀子·正论》: “子宋子曰: 明见侮之不

辱，使人不斗。人皆以见侮为辱，故斗也; 知见侮之为不辱，

则不斗矣。”按: 宋钘为墨派，是为墨家主“不斗”的一个支

派。但是“墨侠”为墨家主流，武力御暴，与“不斗”大相异

趣。可知“不斗”绝非墨家主要观点。

⑦子思是孔子孙，他是否受过孔子直接教育，学术界有争论。

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子思曾从学于曾子。乐正子为曾子弟

子。

⑧“大者为师傅卿相”，《索隐》按曰: “子夏为魏文侯师。子贡

为齐、鲁聘吴、越，盖亦卿也。而宰予亦仕齐为卿。余则未闻

也。”“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之下《索隐》无按语。

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公晢哀字季次( 《索隐》曰: 《家

语》作‘公晢克’) 。孔子曰: ‘天下无行，多为家臣，仕于都。

唯季次未尝仕。’”

⑩郭沫若: 《十批判书·庄子的批判》，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194 页。

瑏瑡《大学》解释“慎独”: “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

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

益矣。此 谓 诚 于 中，形 于 外。故 君 子 必 慎 其 独 也。”可 见

“独”并非一人独处，而是“闲居”，与“见君子”( 接触上层人

物) 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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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瑢《史记·游侠列传》说他们“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

这是与“当世”对抗的姿态，所以说比较激烈。

瑏瑣《论语·雍也》: “子曰: 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

至焉而已矣。”

瑏瑤《论语·先进》篇，冉求曾对孔子讲明他的政治抱负: “方六

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

以俟君子。”他认为自己有财政能力，但不能领导“礼乐”政

治。所以他对孔子说并非不向往“道”，而是“力不足”，应该

是希望孔子同意他退而求其次，只做一个能“足民”的财政官

员。

瑏瑥《淮南子·泛论训》:“夫弦歌鼓舞以为乐，盘旋揖让以修礼，

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

瑏瑦学术界有人认为“仁政”思想源于孔子。如萧公权说: “孔子

论政，以仁为主。孟子承其教而发为‘仁心’、‘仁政’之说。

其说遂愈臻详备。”《中国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 2005 年

版，第 58 页。但孔子论政以仁为主并不是爱民，而是君子为

政，主要还是说教化。孟子仁政有继承孔子仁学的地方，但

仁爱百姓，制民之产，却是孟子首创。

瑏瑧参见吴戈《试论孟子仁政思想与墨学的关系》，台湾《孔孟学

报》第 90 期，2012 年 9 月。吴戈为笔者的研究生，他以听课

笔记为基础撰写此文，对孟子思想受墨学影响的问题有比较

详细的梳理。

瑏瑨《孟子·公孙丑上》:“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时者也; 民

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时者也。……当今之时，万乘之

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

作者简介: 颜世安，1956 年生，历史学博士，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潘 清〕

《明史·艺文志》经部标点正误( 二)
王宣标

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点校本《明史·艺文志》“经部·
诸经类”著录:“杜质明《儒经翼》七卷。”( 第 2369 页) 此

为“杜质《明儒经翼》七卷”之误。
杜氏此书，《千顷堂书目》卷三“经解类”著录，上海古

籍出版社 2011 年出版的整理本第 84 页未加书名号，故正

文中不知如何标点，然据所附《千顷堂书目著者索引》:

“杜质明: 儒经翼。”( 同上，第 456 页) 则与点校本《明史》
一样，误以为作者是“杜质明”。

按，朱彝尊《经义考》卷二四九著录:“杜氏质《明儒经

翼》七卷。未见。”下引“贡安国《略序》曰: 吾友杜质氏壮

年从学，五十有闻，念圣经久湮，而明儒之论有契于古者，

采辑成编，皆有本之言，将以羽翼六籍，俟诸百世。辑既

成，梅守德纯父氏题曰《明儒经翼》，予又为叙其编次大意

云。”( 《经义考新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477
页) 可知，《明儒经翼》七卷的作者是杜质，作“杜质明”显

然是错误的。
考嘉庆《太平县志》卷六《儒林》有杜氏传记，云:“杜

质，字惟诚，号了斋。少补诸生，从钱绪山、王龙溪游，多所

指授。家甚贫，浩歌自如。邹颖泉视学东鲁，重其德望，聘

主讲席。时张江陵禁道学，质闻之曰: 彼禁伪耳，吾自真

也。但易其名为申明乡约，讲勿辍。一以至诚相感发，满

座改容。四方学者皆称杜宛陵。著有《明儒经翼》行世。

卒祀乡贤。”( 《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 62
册，第 127 页) 从中略知杜氏生平。

朱彝尊《经义考》称“未见”，则此书至清初或已稀见。
今考此书除有贡安国《序》外，尚有王畿( 1498 ～ 1583) 《明

儒经翼题辞》一篇，略云:“杜子质笃志好学，久从予游，与

闻师门宗要。其于六经之义，博而求之，恍然若有所契。
乃集师说及同门诸君子、与夫明兴诸先辈之言有契于经

旨者，裒而聚之，厘为若干卷。千圣之血脉，若有所待明

也，其用心亦良苦矣。梅子纯甫题为《明儒经翼》。贡子

玄略既为之序，而复执以请正于予。”( 《王畿集》，凤凰出

版社 2007 年版，第 420 页)

此书今存明刻本，这是“杜质《明儒经翼》”最直接最

有力的证据。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群经总义类”著

录:“《明儒经翼》七卷。明杜质辑。明万历十六年李戴刻

本。”(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360 页) 今藏南通市图书馆、武陟县文化馆。其中，南

通市图书馆藏本，2009 年入选第一批《江苏省珍贵古籍名

录》( 见江苏《省政府关于公布第一批江苏省珍贵古籍名

录和第一批江苏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的通知》( 苏政

发〔2009〕28 号，2009 年 1 月 14 日) 。第一批《江苏省珍

贵古籍名录》第 148 种云:“《明儒经翼》七卷。( 明) 杜质

撰。明万历十六年( 1588) 李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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