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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读稿札记
后叙暨《孔子评传》书后

蒋广学

(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江苏南京 210093)

2012 年 4 月 24 日下午，当我校完了本书最后

一篇《读〈孙中山评传〉》的校样之后，我的心情并未

像以前所想象的那样轻松。那些为《中国思想家评

传丛书》作过不同的贡献但已经离开了我们的学人

们，一个个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1 对《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主编匡亚明教授和已

逝作者的怀念

第一个耸立在我面前的是《中国思想家评传丛

书》的主编，长期担任南京大学校长、名誉校长的匡

亚明教授。1990 年 5 月，我的人生遇到了极大的困

难，蒙他老人家不弃，把我安排在自己的门下做《中

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书稿的“拾遗补缺”工作。那时

他已经是八十五岁的老人，许多人不理解他为何在

这风烛残年还要下这样一盘自己注定下不完的险

棋，而他低吟《诗·王风·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的诗句，期

待我与他、与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同仁一道共镶这

空前宏伟的工程: 以 200 卷、6000 万言的巨大篇幅完

成毛泽东提出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

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历史性任务。
匡老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是在顽强地与严重疾

病作斗争、与超负荷的工作任务相磨挫的状态中渡

过的，我们这些在他周围的人，无时无刻不担心那一

刻的到来，1996 年 12 月 16 日在突然间来到了。在

无比的悲痛中我写下的这首诗:“青松无声夜染霜，

意随寒风游八方。君将愁心与明月，九州此时是一

乡。”表达了作者、编者、审稿者和出版者的共同决

心: 一定不会辜负匡老的期望。2006 年 9 月，在纪

念匡老百年华诞之时，200 卷“评传”按预定计划整

体出版，老人家的英灵大概是可以安息了吧。
仅我个人所知，在组撰《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的二十年间，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作者就有多位不幸

逝世。给我留下难以磨灭印象的，有《庄子评传》的

原作者卢育三，《二程评传》的原作者冯憬远，《汉武

帝评传》的作者庄春波，《潘季驯评传》的作者贾征，

以及《王念孙王引之评传》的作者薛正兴等。
卢先生和冯先生与所写传主厮磨有年，均有相

应的论著问世，无奈承接“评传”的写作任务后便患

上了重病，而在我到天津和郑州访问他们的时候，两

先生的目光中充满着期待: 他们既爱恋与之朝夕相

磨的传主，同时更想将自己大半生的心血流入无尽

的事业之中，希望我们能再给他们一点时间。这让

我想起了近年来病逝的萧萐父先生。
萧先生是我国最为著名的研究王夫之的专家，

很早认领了撰写《王夫之评传》的任务。然而，多年

来他一直饱受严重的哮喘病的折磨，中国思想家研

究中心的领导同志和我本人曾多次到府上拜访，我

也暗示他尽快退写，但他始终不松这个口，后来终于

同亲炙弟子许苏民教授一起了却了自己的心愿。然

而，他觉得该书仍然存有一点遗憾，即“稀有与传主

王夫之及其亲友们的影子怡然相对的悲喜同怀与心

灵相通”。所以，在其弁言中，将半个世纪以来每读

船山遗书、每访湘西风情旧物而即兴所赋的大量诗

作中选出十首展于全书之前，以醒读者之目。其中

两首曰:“当年瓮牖秉孤灯，笔隐惊雷俟解人。三百

年人神不死，船山应共颂芳春。”“盘藕修罗梦未圆，

无穷悲愿堕情天。屈吟贾哭俱陈迹，唤取狷狂共着

鞭。”我想，像萧先生这样，在其爱徒的帮助下终于

完成了五十万言的鸿篇巨制仍深怀稀有与传主心灵

相通之遗憾，卢育三先生和冯憬远先生天大的遗憾，

则随着生命的悄然离去而不能倾诉，这是多么大的

悲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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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无限悲哀的还有庄春波和贾征两位青年副

教授，以及新近离世的薛正兴教授。贾征是明代水

利工程学家潘季驯“评传”的作者。在我华中师范

大学招待所里见到他时，一个胖礅礅、圆实实的青年

与我面对面地侃侃而谈，没想到在《潘季驯评传》出

版不久便因患癌症而去世了。庄春波走得更突然。
《汉武帝评传》前后修改了数遍，在他写信通报稿件

已经改定之后，突发脑溢血经多日的抢救无效而离

去。薛正兴教授虽然是在《王念孙王引之评传》出

版后而过世的，但他在承接这本书的写作任务时，就

患有严重的高血压，他突发脑溢血逝世，显然与撰写

60 万字的书稿有相当大的关系。
作为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思想家

评传丛书》的常务副主编，我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

向作者做“讨债式”的催稿。因而，每想到他们的不

幸，我总有一种负罪感，于是常常反问自己: 如果不

是像债主那样逼迫他们，他们会不会就这样的不幸。
然而，让我宽慰的是: 没有一位的家属向我提出这样

的问题。庄春波的夫人刘春明女士在她为《汉武帝

评传》所写后记中说道:“史学之于春波是生命的重

要部分。我曾笑他是为了‘秦皇汉武们’活着。”“春

波为著《汉武帝评传》，几年来呕心沥血，废寝忘食。
2001 年 6 月底，书稿已经杀青，仅有些微技术性工

作需要再处理。就在我们怀着喜悦等待胜利的时

候，他突然倒下了。”在送走春波的第二天，她流着

眼泪开始为春波的遗作《汉武帝评传》核对原文，最

终完成了出版社要求的“齐、清、定”稿。在那篇后

记的末了她提到:“几年来，蒋广学先生以及审稿人

王文清先生给了春波多方面的指导与帮助，春波一

直是铭记在心的。在此谨致诚挚的谢意。”
是的，凡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而逝去的同

志其生命都是与这套丛书联为一体的。而众多现在

仍然健在、多年来将自己的宝贵年华付诸这套丛书

的作者，何尝又不是如此。我毫不夸张地说: 200 部

书稿，有 200 个生动和感人的故事等待我来述说。
如果将来我的精力还好，我会将它们写出来，让后人

看一下，活跃在 20 与 21 世纪之交中国学术界的“国

学”研究者们的精神风貌。这正是: “雕鹰夜战到黎

明，杜鹃吐血征人行。秋阳高照雁南飞，朔风呼啸邀

鲲鹏。”

2 作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常务副主编的心路

历程

二十年来我所做的，则是在丛书众多作者治学

精神的感召下，对其书稿的学术思想的内容进行概

括和评价。匡老在他逝世前的一个月( 1996 年 10
月) ，曾以“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立传，写好中国思

想家评传”为题，向南京地区的作者提出过殷切的

希望。时过十多年，他的原话我已经记不准确了，但

大体意思是: 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特别是从孔子以

来，秉承立德、立功、立言的古训，每一时代都有一批

知识分子，在为国家、为人民建功立业的过程中，创

造出那一时代的特殊思想文化。这是我们民族的宝

贵财富。大家要有这样一个自觉，通过自己的辛勤

劳动承继这份宝贵的遗产，创造新的精神财富，照耀

当代，遗教后人。这是一项十分光荣的任务，你们的

工作一定会载入史册。
所有的评传作者，其探求历史真相的劳动都是

十分艰辛的，但他们原创性的成果都受到了保护和

尊重，这比起“文革”以前的学术界又是极为庆幸

的。而我作为一位每部评传的“拾遗补缺”者，虽然

比每位作者更加辛劳，但是，比起大家，我却多了一

分庆幸。每部评传的作者，他们研究的是历史上的

一个( 或少数几个) 人物，心心相照，写出了那一段

的光辉篇章。而我则在他们劳动的基础上，以及在

审稿人、分管副主编的启发和主编、终审组老师的帮

助下，将一颗颗的心串联起来，上溯唐尧，下联康、
梁、孙、章，形成一条认识我们民族思想发展的金光

大道，这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
一开始我就怀有这样的自觉、这样的情怀，所以

在阅读书稿时努力寻找两颗心: 传主的心和作者的

心。只有找到这两颗心，全书的内在结构才能显现

出来，思想意义才能明亮起来，以此为基础来“拾遗

补缺”，发表的意见才能真正有补于作者。由于来

思想家研究中心之前我并未系统地学习过传统文

化，寻找“两心”的工作十分艰难。这反而刺激了我

认真读稿的自觉。慢慢地，我竟把每部书稿当作意

中人来迎接: 朝也斯、暮也斯、醒也斯、梦也斯，岁岁

年年不离斯，与每部书稿页页相切相磋，形成了不少

文字，这便为我撰写《〈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读稿

札记》形成了扎实的基础。
真的，本书是我晚年朝夕相伴的“梦中情人”，

她与我虽然没有卿卿我我的儿女情长，但我本人在

通过历史探求祖国未来发展道路时所流出的辛勤汗

水，却是由她来为之冲洗; 本人在探求真理所缺乏的

智慧，也是由她来开导。她使我晚年的生命充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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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享受着笔耕者的乐趣。所以，在我初写的后叙

中，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此情只配天上住，强落人

间有几数? 仙子怜我老夫心，伴我朝朝又暮暮。”今

天，我仍将它一字不改地插入后叙新稿，展现我二十

年来的精神生活。
最后，我要特别说明的是: 作为我同传主、作者

思想神交与冥合的写照———每篇札记的“神会庐主

曰”，其文或长或短，均是我灵府之节动，愿借匡老

神灵之荫助，让它如山涧流水，不因天塌而断流，不

因地陷而干涸。不错，这本书不可能将作者、审稿者

和编辑者的心血收集殆尽，但 200 卷“评传丛书”
在，故而心血点点收不尽，无废江河千古流。我含老

泪为之祷矣。
当然，这部书不是在梦中写成的。我要感谢几

十年来支持我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工作的妻子、孩
子和其他亲属。人入花甲，各种疾病接踵而来，没有

他们的支持和佑护，要想完成这样的任务是不可想

象的。我还要感谢对本书有直接贡献的陈晓宁先

生、李昱博士、责任编辑。

3 “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孔

子评传》书后

孔子( 公元前 551 ～ 前 479 年) ，鲁国陬邑昌平

乡( 今山东曲阜城东南尼山) 人，祖上为宋国贵族，

其六世祖孔父嘉参与“宫廷政变”被杀后、五世祖木

金父东逃至鲁，后数代不见史书，直至乃父叔梁纥两

立战功、“以勇力闻于诸侯”，方进身陬邑大夫，至花

甲之年，生有九女和一残疾子，无奈，便在六十六岁

时与不满二十岁的颜征在“野合”，鲁襄公二十二年

“祷于尼山”时生下一男，故名丘字仲尼，后世不敬

者，直称“孔老二”。
本书特别强调了丘在三岁逝父、由母带到曲阜

阙里抚养之后的贫贱生活，“吾少也贱，故多能鄙

事”，帮人放养牛羊，乃至充当乡里红白喜事的吹鼓

手，在参加鲁国贵族季平子为“士”而设的家宴时，

居然被家臣阳虎拦在门外，真是狗眼看人低了。丘

十五志于学，开始研习六艺，从此“学而不厌”; 鲁昭

公十年( 前 532 年) 二十岁后，出任看管仓库和牛羊

畜牧的小吏;“三十而立”，大体上“确立了以‘仁’为

内容，以‘礼’为形式，即内容与形式相结合而又以

‘仁’为主导的反映了突出尊卑贵贱等级的封建宗

法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整套伦理观、政治观和社会

观”，( P36，此为《孔子评传》的页数，下同) 同时形成

了“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的人生哲学。约于此时，

收颜由( 颜回之父) 、曾点、子路、颜回、冉雍、冉求等

为徒，设坛讲学。
鲁定公九年( 前 501 年) ，孔子五十一岁时任中

都宰，次年出任大司寇，又“摄相事”。此时的鲁国，

“礼崩乐坏”、“陪臣执国命”，权可抵国的季氏家族，

竟由家臣阳虎“专鲁之政”，故实行强公室、抑大夫、
贬家臣之策。在“堕三桓”失败后，率徒周游列国，

继续宣传其政治主张，颠沛流离十四年，鲁哀公十一

年( 前 484 年) 六十八岁时无功而返。然“不知老之

将至”，继续聚徒授业。一生“弟子三千，身通六艺

者七十二人”。又删《诗》、《书》，定《礼》、《乐》，修

《春秋》，释《易》，集前两千余年之大成，启后两千余

年之伟业。哀公十四年( 前 481 年) 七十一岁时，西

郊打猎而获麟，预感末日将近，哀叹“吾道穷矣”; 又

遭得意门生四十一岁的颜回病故之击，悲痛至极，失

声痛哭曰:“噫，天丧予，天丧予。”鲁哀公十六年，卧

病七日而殁，享年七十三岁。
本书之末，特引用司马迁“‘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后的一段话，突出中华学

术成于“布衣”之意:“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

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

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

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

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

圣矣。”
评价孔子，首先涉及到自然是政治问题。历朝

历代均是如此。本书作者匡亚明( 1906—1996 年) ，

自幼喜读《诗》《书》，1924 年后发表多篇论孔孟文

章，宣传孔子的思想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相似性;

1926 年参加革命后开始将孔子作为封建主义的总

代表而走上否定孔子之路; 后在恽代英的影响下，认

识到“一旦进入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时仁就会

射出更加灿烂的哲理思想的光辉”，于是又重新肯

定了孔子( P491 ) ，且以“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

有杀身以成仁”自励，囚于铁窗囹圄不改志，战于枪

林弹雨仍从容; 1942 年至延安，曾与毛泽东主席一

起论孔，主席希望他在举国安定后，“来总结中国丰

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对孔夫子的批判继承和评

价问题”。( P492) 此后数十载，目睹全盘否定孔子

之新害，实不小于两千余年奉孔子为至圣先师之余

毒，便于 1981 年辞去南京大学校长职务后，在洪家

义、阎韬、贾平年、方延明、石连同等人的帮助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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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齐鲁书社版的《孔子评传》的写作; 而本书，则

是在齐鲁版基础上，呕心沥血，孤灯独照，进一步损

益而成。
在本书中，匡老不仅要回答“布衣孔子”为何能

够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伟大奠基者，更重要的，是要

分析这位哲人究竟在哪些方面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

赖以繁衍和发展的基础。
本书先将孔子生活的时代定位为封建领主制的

社会，而不是郭沫若“西周奴隶制”说，尽管如此，社

会仍处于大变动的前夜，“礼崩乐坏”的形势需要一

代哲人为其指明变革的方向; 而就其“意识形态”而

言，西周时期，一些开明的政治家，已经从人类的进

化中看到“天命靡常”，春秋时产生了“天道远而人

道迩”的意识，认识到“‘天命’是通过民意表现出来

的(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而且人民所

求，‘天命’必从(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 P111)

从而产生了“以德配天”、“保民”、“裕民”的民本主

义思想。而孔子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文

献整理家”，在整理六艺的过程中，“不 语 怪 力 乱

神”，即以悬置“天命”的办法，将对神秘天意的“追

问”，转换对人与人关系的研究，从而创建出后来被

匡老称之为“人学”的思想体系。
这个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就是“仁”，出发点就

是“爱人”，当然，爱有等差，而非墨子平等无差的

“兼爱”，但有了爱人之心，就可推己及人，己立立

人、己达达人。“人学”中没有“彼岸世界”，它首要

的任务就是教人在现实的生活中怎样做人: 在家讲

孝悌，出门讲忠信、泛爱众，对人要恭敬，做人要智

勇，下至百姓，上自天子，当然首先是王公大人，要通

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最后实现大同理想。而作为第一步，要宪章文

武，忠君尊王、齐之以礼，举贤才，庶民，富民，教民，

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而，较为完整地说，匡老

认为，孔子的思想体系，乃是以悬置天命、崇尚民本

为前提，以等差爱人为基本出发点，以仁为核心与以

礼为形式，两者结合，并且通过庶、富、教民，逐步由

忠君尊王的礼乐小康社会，而实现“天下归仁”的大

同社会。
现在看，匡老对于孔子思想的论述似乎没有惊

人之语。然而，如果联系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思想

界、学术界的特殊背景，便可强烈地感受到，本书对

于孔子研究以及整个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大历

史意义。
首先 在 研 究 方 法 上，他 克 服 了 机 械 的“二 分

法”，而明确提出“三分法”:“一、对其封建性糟粕进

行批判和清除; 二、对其人民性精华进行继承和发

扬; 三、对其封建性和人民性相混杂的部分进行批判

分析，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即扬弃。”( P9) 而在解释

批判封建性的糟粕时，匡老这样说: 诸如“忠君尊

王”这一类，曾是封建社会中长期统治人民束缚人

民思想的“三纲五常”的基础，这当然要批判，但是，

“和它们决裂，并不意味否定它们在当时特定历史

条件下存在的合理性。这些观念对于建立当时历史

条件下等级制阶级社会政治和生产的正常秩序、维
护国家的统一，都起过某种历史作用”( P9 /P388 ) 。
此论对于其后逐步兴起的弘扬我国优秀传统的思想

运动起了先锋作用。
其二，用“仁为核心礼为形式的仁礼观”来概括

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内容，对于全面把握孔子的思想

具有历史性的影响。
中国近现代一百多年的政治史、思想史和学术

史，尊孔派和反孔派最大的分歧点就在于对孔子思

想体系的认识上: 尊孔派认为孔学的核心是“仁”，

而反对派则异口同声地认为孔子的思想核心是礼。
匡老的这一观点，用意不是要调和两派的矛盾，而是

还孔子思想的本来面目。匡老指出: “礼是宗法等

级社会的制度、规范，它强调的是尊卑长幼之序，是

具有不同名分的人之间的区别与对立。仁按其本义

是一种人道主义思想，强调人们之间的仁爱、谅解、
关怀、容忍，也强调广大人民物质生活的安定和提高

( 安、信、怀和庶、富、教) 等等。从社会政治方面看，

如果只有礼而没有仁，那就会加深对立，导致矛盾激

化，造成社会危机。如果只有仁而没有礼，就会产生

没有差等的仁爱，以致模糊上下尊卑的界限。这两

极都是孔子所不希望出现的，于是他用中庸的办法，

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使仁和礼相互制约，相互辅佐，

从而达到一种有等级但不过分对立，有仁爱但不无

区别，亦即等级与仁爱对立与和谐的统一，和大家生

活安定富裕的理想状态。”( P195) 匡老认为: 只有实

事求是地看到这两面，才是“发现”了一个真实的孔

子。
其三，匡老认为，孔子乃是以教育为手段来推动

社会改革的思想家。所谓教育，就是传承数千年中

华文明的优秀成果，教人有做人的自觉，故而以其整

理过的六艺定本为教材，“有教无类”，广收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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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坚信，人性是可以改变的，所谓“性相近，习相

远”; 教育家的责任，就是通过对学生的全面而系统

的教育实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目

标。本书引用《礼记·经解》中孔子的话，解析其教

学内容:“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 疏通致

远，《书》教 也; 广 博 易 良，《乐》教 也; 洁 静 精 微，

《易》教也; 恭俭庄敬，《礼》教也; 属辞比事，《春秋》
教也。”匡老说:“这说明了‘六经’的教育意义和教

育价 值，并 表 明 了 寓 德 育 于 智 育 之 中 的 作 用。”
( P304) 作者说此话时，凝结了一位教育家本人的终

生经验，而对数十年的空头教育，不啻为当头棒喝。
本书还讲到孔子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在分析《论

语·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

反，则不复也”的意义时，则用朱熹的解释: “愤者，

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

为开其意。发，为达其辞。物之有四隅者，举一而知

其三。反者，还一相证之义。复，再告也。”对于何

为启发式教学，给予了全面的阐释。书中特别提到

“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让学生对孔子崇敬不已。
子贡曾说: “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 仲尼，

日月也，无得而逾焉。”( P320 引) 教育家之孔子，其

业绩如日月也。
神会庐主人曰: 我到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

中心任职时，本书已经发稿。读者可知: 当年，我在

初读匡老新书时，与现在的心情竟有天壤之别。那

时，我时时为有无高拔孔子而担心; 而今日，每读到

批判封建主义的字句，倒有些“触目”了! 噫兮，何

其怪哉，何其怪哉?

不过，在强烈的反差之下，对于匡老在耄耋之年

亲赴西双版纳边远山区，考察当地祖传遗迹，佐证西

周社会性质为“封建领主制”的做法有了新的认识:

考定了西周及孔子所处时代的性质，是确定孔子学

说性质和历史地位的基础。匡老说:“分封制、宗法

制、等级制相互渗透，三位一体，形成了西周封建社

会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它不仅是西周而且是尔

后长达三千年中国封建社会表现在上层建筑方面决

不应忽视的重要特征。”( P110 ) 以此为基础来认识

孔子，尽管他对当时为何会产生礼崩乐坏政治局面

的客观规律缺乏认识，但他绝不是“复辟狂”，亦不

可一味地用“保守派”来名之。他是一位不满现实

和立志改革现实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孔子教“士”、教从政的“君子”怎样做一个人，

其论述有着不朽价值。“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知

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矣”、“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见利

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

矣”、“己立则立人，己达则达人”、“己所不欲忽施于

人”、“朝闻道，夕死可矣”，等等，等等，片言只语，则

可启人圣心，不以时迁，不因人异，无视此言，岂有丽

天红日? 当然，话也要说回来: 对于一个客观上必须

改造的政治制度，主要地依靠教育、改造“仕”者的

“人心”是远远不够的。这恰恰是孔子学说的局限

所在。当时之中国和之后之中国，都需要新的思想

家来提供新的学说。
匡老重视孔子，又不以孔子为“至尊”。他有更

为高远的政治理想，更为深邃的理论思考。这就是

他于八十岁之后为何主编 200 卷《中国思想家评传

丛书》的原因所在。他希望通过研究百家之学来启

迪后人。我来思想家研究中心时，匡老不断地用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

此何人哉”启我心志，在学风日益功利化，有形无意

地驱赶着人们追名逐利之今日，岂敢忘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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