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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在言说与解读之间袁有着一个巨大的须填充的空间遥 借助现象学尧语言哲学的问题意识袁以通达并填充这一空

间袁也许可以对相关问题获致一定程度的野正解冶遥 子贡野得闻夫子之文章冶而野不得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冶袁他之所惑袁实为

儒门千古一惑遥 对这一事关形上学探讨中的纠结袁历来解说纷纭遥 如果从语言哲学视角进行野现象学还原冶袁由概念的讨论

回溯到野事实本身冶袁我们似乎可以更好地呈现原始儒家在野性与天道冶问题上所存在的形上追问的困境遥在还原野子贡式困

惑冶的野自身被给予性冶过程中袁我们似可发现困惑产生的原因袁即既由于孔子特殊的启导方法袁又由于远比孔子小的子贡

及门太晚袁资质所限袁等等遥
关键词院叶论语曳曰孔子曰子贡曰言说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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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言说与解读之间有着一个巨大的须填充的

空间袁这个空间在叶论语曳文本中孔门师徒之间以及

在历来的读者同叶论语曳文本之间都是存在的遥 子贡

野得闻夫子之文章冶而野不得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冶袁
本文称这一有关儒学形上学的现象为 野子贡式困

惑冶遥 对这一事关形上学探讨中的纠结袁历来解说纷

纭遥 笔者打算借助现象学尧语言哲学的问题意识袁以
通达并填充言说主题与解读者之间的这一悬隔袁希
望对相关问题获致一定程度的野正解冶遥

一尧野子贡式困惑冶的文本解读

叶论语窑公冶长曳有载院野子贡曰院耶夫子之文章袁
可得而闻也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袁不可得而闻也遥 爷冶
子贡觉得野可以得闻冶夫子之野文章冶袁而野不可得闻冶
夫子所谈论的野性与天道冶遥 据嘉庆四年叶端木氏家

谱序曳袁子贡这段话被认为是野数语阐大圣千古学术

之宗冶遥 这一野子贡式困惑冶也说明袁子贡对所得夫子

之文本尧我们对叶论语曳之文本这样的古今解读与言

说之间有着巨大的须填充的野视域融合冶空间遥
那么袁 这一似关儒学形上学问题是如何生成其

野自身被给予性冶的钥这段话所引发出两个问题院夫子

文章传及子贡的袁其中没有夫子所言的野性与天道冶
的部分曰 抑或有袁 则可能是子贡暂不可抽绎出而心

解遥 不管怎样袁这段话都可以进一步探讨遥
首先袁从研讨原始儒学最可靠的文本即叶论语曳

中找一下可能支持子贡的证据遥
确实袁据杨伯峻先生叶论语译注曳后附叶论语词

典曳的统计袁叶论语曳文本中袁除上引子贡言袁野性冶只出

现 1 次袁野天道冶没再出现遥除去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

对孔子教授内容尧 对话的整理而可能遗漏相关话题

的因素外袁似乎孔子谈野性与天道冶话题的野机会冶并
不多遥

那么袁与野性冶尧野天道冶相关的形上学问题袁比如袁
有关野天冶尧野命冶尧野天命冶尧野道冶等话题袁孔子有没有讨

论呢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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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论语曳文本的字数不多袁作综合比照的文字梳

理工作并不难遥 关于野天冶袁据杨伯峻先生统计袁叶论
语曳中共出现 19 次袁除 3 次表野天空冶义外袁另外 16
次表野天神尧天帝或天理冶义遥 关于野命冶袁叶论语曳中共

出现 21 次袁其中袁2 次为野寿命冶义袁10 次为野命运冶
义袁2 次为野生命冶义袁1 次为野辞令尧公文尧政令冶义袁5
次为野使命冶义袁1 次为动词野命令尧召诰冶义遥关于野天
命冶袁叶论语曳中共出现 3 次遥

由于野道冶与野天道冶最为接近袁以下便进行略为

详细的列叙遥 叶论语曳中野道冶出现凡 90 次袁除少数如

野死于道路冶尧野道听途说冶尧野相师渊师冕冤之道冶等表

具体意义上的道路袁如野夫子自道冶尧野乐道人之善冶尧
野忠告而善道之冶 等表言说外袁 所说无非 野人间之

道冶遥 比如袁野鲁一变袁至于道冶尧野邦有道冶尧野邦无道冶尧
野天下有道冶尧野天下无道冶尧野道之不行袁 已知之矣冶尧
野文武之道冶尧野杀无道袁以就有道冶等袁指的是治国之

道尧天下之道曰君子所野谋冶所野忧冶所野守死善道冶尧野行
仁义以达其道冶尧野直道而事人冶尧野人能弘道冶尧野道不

同袁不相为谋冶尧野由学以适道冶尧野安贫乐道冶等袁指的

是为君子之道曰野大臣以道事君冶指的是臣道袁野子言

卫灵公无道冶指的是君道曰还有野小人之道冶袁有野说
君子之道冶袁有野说小人之道冶袁有士所弘毅之野士道冶遥
如果再细分袁又有如叶学而曳篇中野君子务本袁本立而

道生冶为道德之野道冶袁叶里仁曳有野吾道一以贯之冶为
学术思想之 野道冶袁野朝闻道袁 夕死可矣冶 为真理之

野道冶袁等等遥 由此可见袁上引这些有关野道冶论袁都是

人间的尧日常伦理之野道冶袁而非直接指陈的野天冶之
野道冶遥 孔子眼中的野天冶袁是没有人格的袁野孔子显然

把耶天爷看成是一种非人格的道德力量袁一种人的道

德意识的宇宙副本袁或者说是一种保证袁即在一定

程度上从真正的宇宙特性的角度肯定了人的正义

感遥 冶[1]渊P141冤在孔子有关野天冶的观念中袁保持了非人格

性的道德神的意识袁野孔子也有一种理想的宇宙和

谐的意识冶袁野孔子无意识地构建起了一种与宗教有

一定关联的宇宙秩序遥 冶[1]渊P145冤

其次袁从孔子与孟子的言说中袁我们也确实可

以看到袁孔子较之孟子袁确实不如孟子那样袁野孟子

道性善袁言必称尧舜冶渊叶孟子窑滕文公上曳冤袁随处可

见有关野性冶与野天道冶的相关讨论遥 比如袁孟子于野尽
其心者袁知其性也曰知其性袁则知天矣冶渊叶孟子窑尽心

上曳冤中表达了他野天人合一冶的思想及认识论曰于
叶孟子窑离娄上曳直言野是故诚者袁天之道也曰思诚者袁

人之道也冶袁表述了一种天道尧人道相贯通的思维遥
叶论语曳中袁孔子所野罕言冶者袁唯有野利冶袁如野子

罕言利袁与命与仁冶渊叶论语窑子罕曳冤所言遥 叶论语曳中袁
野利冶字出现凡 10 次袁有好处尧利益尧利用尧使有利尧
尖锐尧使锐利等义遥 野利冶字出现袁为数不少袁而意涵

亦丰富袁孔子野罕言冶者袁实际上是不赞成唯利是图

的袁而赞许渊野与冶冤野命冶和野仁冶遥 野仁冶在叶论语曳出现

凡 109 次袁可见为孔门所重视遥 杨伯峻先生说院野我
则以为叶论语曳中讲耶仁爷虽多袁但是一方面多半是和

别人问答之词袁另一方面袁耶仁爷又是孔门的最高道

德标准袁正因为少谈袁孔子偶一谈到袁便有记载遥 不

能以记载的多便推论孔子谈得也多遥 孔子平生所

言袁自然千万倍于叶论语曳所记载的袁叶论语曳出现孔

子论耶仁爷之处若用来和所有孔子平生之言相比袁可
能还是少的遥 诸家之说未免对于叶论语曳一书过于拘

泥袁恐怕不与当时事实相符袁所以不取遥 冶[2]虽然孔子

不轻许人以野仁冶袁却常常强调仁爱的道德意义与伦

理标准遥 如野我欲仁袁斯仁至矣冶袁野仁者爱人冶袁不但

提及野仁冶袁并给予了相应的界定遥
解读原始儒家的文本袁固然不能拘泥于统计概

率袁但透过这些归纳尧统合尧参互比读袁可以发现先

儒对时代把握的野纽结冶袁发现他们理性智慧的野出
场冶模式袁这对于提升今人的思维水平尧拓宽对于相

关问题的应答维度尧增强解读能力大有益处遥
二尧野子贡式困惑冶的场景野还原冶
用今天的话说袁上述野子贡式困惑冶实为儒门千

古一惑遥要解此惑袁需要合理的诠释方法遥 虽然不一

定必然达至真实野场景冶袁但方向确然是朝向野逼近冶
真实而行进的遥

如何野还原冶当时儒学困惑发生的场景呢钥 换句

话说袁 子贡之所以有这样的发问是否有其他的依

据钥 从叶论语曳等原始儒家文献中能否找到较为合理

的解释钥
学界一般认为袁孔子早先只是个普通的儒者和

要野束修冶而野有教无类冶的富有解放色彩的教书先

生遥 可以预想的是袁孔子本人的学说在当时也是在

不断地创进的遥 孔子的地位在历史进程中也是在不

断地经历升降浮沉变化的遥
孔子弟子众多袁从学者不仅年龄各别尧出身不

一袁而且入门早晚相异遥 子贡渊公元前 520 年要公元

前 456 年冤袁复姓端木袁名赐袁卫国人袁孔子及门弟

子袁比孔子小三十一岁遥 据叶史记曳尧叶孔子家语曳尧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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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曳 等可知袁 孔子在三十岁左右开始开门授徒袁因
此袁子贡绝不是孔门最早的入门弟子之一遥

叶论语曳中记载的场景多有随机性尧独特性遥 由

于时间的区隔袁特定话语由于具体时空情景的规定

和限制而呈现出殊异性内涵遥 场景的野还原冶袁是为

了再造野文化现场冶袁野活化冶问题的可能性向度遥
一种极可能的情景是袁在子贡就学前至少到子

贡发问前袁孔子并没有直言野性与天道冶遥 孔子的学

说处在动变过程中袁野三十而立袁四十而不惑袁五十

而知天命袁六十而耳顺袁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冶遥
孔子学说在生活磨砺中日益圆融袁可能要到晚年才

发展出成熟的学说体系袁慢慢有了野性与天道冶等形

上学在内的意涵遥 这样袁子贡野不可得闻冶这类形上

层面的论说袁当属可解遥
另一种可能的情景是袁假使孔子于子贡之初来

乍到前已言之袁而又未被门人记载下来袁也就未被

传之出去而达于子贡袁子贡也是不可野得闻冶的遥 因

为孔子当日所言袁未必当日记载袁叶论语曳的编纂成

书也有一个过程袁 多为弟子日后回忆而后整合尧编
排而成的遥 因为在初入孔门时袁子贡与同门师友间

的过从与切磋应该尚不充分袁所以他未能闻知遥
第三种可能的情景是袁 子贡一定听到某些风

声袁传闻孔子有关于野性与天道冶的讲说袁可他并没

有从同门学友那里获得孔子的这类论说的记录袁所
以袁他止不住要老师亲自回答遥

以上三种野还原式冶臆测虽然未免粗糙袁但就孔

子本人思想也是变化的而言袁这种推测也是可资参

考的遥 当然袁如果孔子当时的回答能记下来袁一切推

测都不必要了遥 古人有野恨不能起孔子于九原之下

一问之冶的感慨袁今人当也不乏同慨之人遥 实际上袁
真相只有一个袁但对真相的解读却随着历史情景的

变化而蕴含无限的可能性向度袁野还原冶被遮蔽的真

相的方式也具有多样性遥 涵藏无限的可能袁启导无

穷的追问袁哲学问题的趣味正在于此遥
现在可见袁在今本叶论语曳中袁出自孔子之口的袁

恰有一句影响儒学较大的有关人性的论说遥 据叶论
语窑阳货曳篇载袁孔子曰院野性相近也袁习相远也冶袁孔
子点到了人性即人的本质遥 也就是说袁对于野性冶袁孔
子毕竟还是说了的遥

另外袁后人对儒学最为认同的承担意识袁也与

叶论语曳中孔子之言野天道冶尧野天命冶尧野斯文自任冶有
直接的渊源关系遥 据叶子罕曳篇载袁孔子道院野文王既

没袁文不在兹乎钥 天之将丧斯文也袁后死者不得与于

斯文也曰天之未丧斯文也袁匡人其如予何钥 冶面对公

伯寮的毁谤和子服景伯的高义相助袁子曰院野道之将

行也与袁命也曰道之将废也与袁命也遥 公伯寮其如命

何钥 冶渊叶论语窑宪问曳冤这里显见得孔子是以文化传续

者自相期许袁 言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和终极担待

的袁而人间之道一旦打上了野命冶的印记袁便会使君

子人格具有了终极关怀的意味袁这个人间之道就有

了天道的意涵遥
总之袁孔子也是言野性与天道冶的袁虽然还不是

那么的系统遥 子贡一问袁虽然真相唯一袁但野子贡式

困惑冶却是一个需要认真回答的儒学大问题遥
三尧野视域融合冶院野子贡式困惑冶之可能突破

作为解释学的重要概念袁野视域融合冶渊Fusion of
Horizons冤 主要指阐释者与阐释对象之间发生的相

互交融尧沟通尧对话等袁使得阐释对象因野可被阐释冶
而使野理解冶得以可能遥

毋庸讳言袁从一般意义上袁对于绝大多数门人

弟子而言袁不野得闻冶夫子之言野性与天道冶者袁盖可

从上述之入门晚尧文本记载的野场景冶获得等原因来

解释遥 然而袁直接或间接野闻冶某类形上学话语而不能

野理解冶袁却当由野视域融合冶等更多层面进行解析遥
如果当时孔子确已野言冶及野性与天道冶袁那么当

下记载孔子之言者和已听闻所言而观其记载者当

是野得闻冶的遥 然而袁如果我们从子贡的立场出发袁不
管孔子有没有在子贡提问之前谈及 野性与天道冶问
题袁当我们关注子贡何以发问这一具体的野文化现

场冶时袁那么所谓的野子贡式困惑冶问题就可阐释为

以下个人性问题院子贡本人为什么不得野闻冶孔子本

人野言冶野性与天道冶钥
这是一个有关 野个人性冶(Individuality) 发问与

野公共性冶话题之间的关系袁因此要先分析发问者的

人性特征遥
子贡有善于言谈的特长袁有野好方人冶的癖好袁

是个心里搁不住事儿的主儿袁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一

有疑问袁未经反复忖度袁便即直言陈述遥 这不免让人

想及后世的禅宗公案话头中的情景袁常见有些初入

佛门的弟子袁向方丈尧首座等探问野何为真如冶尧野何
为佛性冶等问题遥 子贡的困惑极有可能发于初及孔

门之时袁在儒学修为尚颇不足之际袁急切求道袁以致

有偏离体验尧体悟式思维的危险袁也因此造成了儒

门千古一惑遥

黄敦兵：原始儒家“性与天道”问题的现象学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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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在举证孔子未曾制作或删正六经时袁将
叶论语曳与叶易曳叶彖曳叶象曳所谈之野天冶作对比袁发现二

者野极端相反冶袁即为原因之一遥 冯先生于此也旁涉

了子贡之言遥 因有助于本文袁兹引于此院野或者可以

说叶论语曳中所说袁乃孔子对门弟子之言袁是其学说

之粗浅方面袁乃耶下学爷之事遥 叶易曳之叶彖曳尧叶象曳等中

所说袁乃孔子学说之精深方面袁乃耶上达爷之事袁群弟

子所不得知者遥 所以子贡说院耶夫子之文章袁可得而

闻也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袁不可得而闻也遥 爷渊叶论语窑
公冶长曳冤但叶论语曳中所载袁孔子所说耶天之将丧斯

文爷尧耶天生德于予爷之言袁并非对弟子讲学袁而乃直

述其内心之信仰遥 若孔子本无此信仰袁而故为此说

以饰智惊愚袁则是王莽欺世的手段袁恐非讲忠恕之

孔子所出遥 冶[3]

冯先生于此袁或忽视了那些能理解并记载孔子

野精深冶思想的弟子袁以及如野闻一知十冶的颜回那样

能野举一反三冶的弟子们的存在袁因为他们可能能领

会孔子高妙的论说袁能理解孔子野知其不可而为之冶
的矢志追求之精神遥同时袁以叶论语曳中所载仅为孔子

对门下弟子所言的野学说之粗浅方面冶的看法也不无

商榷之处袁而且冯先生似无必要说出最后那句假设

来袁这种假设只会削弱论说的主题袁野信仰冶之说又

复使孔子儒学思想的主旨发生游移遥
但是袁冯先生将孔子言说分为野下学冶尧野上达冶

两类袁确有启发意义遥 孔子日常言说袁与其经过精思

而被编撰的野精深冶的东西确有差异袁如野天生德于

予冶袁野祖述尧舜袁宪章文武冶遥 解读哲学家思想时袁如
果仅看到理想性与现实性的隔阂袁理论学说与日常

生活不能打成一片袁这也是常有的话语缺憾袁也极

可能遭遇野子贡式困惑冶之类的形上学困境遥
孔子的生活与哲学是混成一体的遥 孔子确实欲

通过言说的东西尧野在场冶的东西尧日常语言袁引领别

人达到野不在场冶的尧不可言说的东西遥 语言具有说

出来的东西背后还需要野暗示冶才可以野理解冶的属

性遥 即使不被渊如子贡冤理解渊或闻而不解尧不思而弗

通冤袁那也是可能的袁孔子仍会笃信自己野内心之信

仰冶遥 野道不行袁乘桴浮于海遥 从我者袁其由舆钥 冶渊叶论
语窑公冶长曳冤野君子之仕也袁行其义也遥 道之不行袁已
知之矣遥 冶渊叶论语窑微子曳冤这些都说明孔子已知自己

的学说行不通于当世袁而大圣如孔子也绝不会强迫

自己的弟子甚或时人都持守自己所传的学说袁便欲

到更远的海外去传播自己的学说袁如去朝鲜尧日本袁

正如某些学者所言袁野子欲居九夷冶 而不觉其远鄙袁
夫野何陋之有冶钥遥 孔子以更宽容尧豁达的胸怀去拥抱

他的宏阔世界袁知我罪我袁任人评说袁我行我素袁无
怨无悔袁持守我之本色遥

孔夫子日常言语野无隐冶袁所言本只为日用伦常

之事遥 正如冯友兰指出的那样袁孔子所讲袁野本只及

日用伦常之事冶袁且野只以人事为重袁此外皆不注意

研究也冶遥 [3]我们于叶论语曳中所见之孔子也更多的是

一位血肉丰满的长者袁 叫唱歌好听的人再唱而和

之袁为颜回之死而过度悲伤袁和弟子相为诉其志向袁
去探望生病的冉伯牛袁 他并不像是一位高高在上尧
远离大众尧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哲遥

但毋庸置疑的是袁孔子确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学问

者之一袁 在思想表达方式上袁野他有时毫不犹豫地用

一种只能被称为毫不在意的方式解释各种书籍的

内容袁以便得出自己的论点遥 冶[1]渊P29冤顾立雅就抓住孔

子随意解经的这一特点袁认为孔子从根本上看不是

学者袁而是为全体人民谋利益的野政治要社会改革

者冶遥一般认为袁孔子是野述而不作冶的遥但在笔者看来袁
孔子在野述冶即解释经典时随机接引袁因时发挥袁其实

正是在野作冶即原创袁他的野作冶实可套用后儒野创通

大义冶一句来拟议遥
明清之际的哲学家顾炎武叶日知录曳认为袁子贡

野以文章与性与天道为二冶是不对的袁因为他野不知

夫子之文章袁无非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冶袁比如孔子最

大的文章是叶春秋曳袁而野叶春秋曳之义袁尊天王袁攘夷

狄袁诛乱臣贼子袁皆性也袁皆天道也冶遥 [4]顾炎武还说院
野夫子之教人耶文尧行尧忠尧信爷袁而性与天道在其中

矣遥 冶[4]孔子曾道院野二三子以我为隐乎钥吾无隐乎尔遥
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袁是丘也遥 冶渊叶论语窑述而曳冤
野隐冶常表现为有野言冶之野隐冶袁但也有野大音希声冶式
的野无言冶之野隐冶遥 子贡似乎并不能领会这一层遥 当

孔子表示野予欲无言冶时袁子贡却答以野子如不言袁则
小子何述焉冶袁而孔子对野天何言哉钥 四时行焉袁百物

生焉袁天何言哉浴 冶渊叶论语窑阳货曳冤子贡既然有野惑冶袁
其野惑冶确也始终如一袁所以自然野疑其有隐者也冶遥
这种情景可用一幅改叶论语曳而集就的对联形容之院
我无隐乎尔袁汝不得闻也遥

四尧结语

以上笔者尝试着化用野后溯式冶的野现象学还

原冶方法袁重新审视儒学野性与天道冶命题的野出场冶袁
力图寻找野子贡式困惑冶的答案遥 同时袁野子贡式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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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冶带有一定的普遍意义袁如果从新的问题意识出

发袁从语言哲学视角进行野现象学还原冶袁由概念的

讨论回溯到野事实本身冶袁似乎可以更好地呈现原始

儒家在野性与天道冶问题上所存在的形上追问的困

境遥 子贡盖因有较强物质操控能力袁所以生活感知

能力更多见胜于形下层面之思考袁 如经商才能尧外
交能力袁却拙于体悟孔子的形上关怀遥 作为商人的

子贡袁 初入孔门时对孔子思想可能并不甚了解袁这
不仅让人想到王充的野圣人难知冶论遥 据叶论衡窑讲瑞

篇曳载院野子贡事孔子一年袁自谓过孔子曰二年袁自谓

与孔子同曰三年袁自知不及孔子遥 当一年尧二年之时袁
未知孔子圣也袁三年之后袁然乃知之遥 冶王充由子贡

的经历推知袁若同圣人无野三年之接冶袁那是不能仅

凭野仓促之视冶就可以了解圣人的遥
叶论语曳文本中子贡野得闻夫子之文章冶而野不得

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冶袁就子贡而言袁原因既可能在

于远比孔子小的子贡及门太晚袁资质所限袁不能领

会孔子野譬况式冶的启导方法遥 对于儒门这一有关

野文章冶与野性与天道冶问题的公案袁朱熹在叶四书章

句集注曳中认为院野文章袁德之见乎外者袁威仪言辞皆

是也遥 性者袁人所受之天理曰天道者袁天理自然之本

体袁其实一理也遥 言夫子之文章袁日见乎外袁固学者

所共闻曰至于性与天道袁则夫子罕言之袁而学者有不

得闻者遥 盖圣门教不躐等袁子贡至是始闻之袁而叹其

美也遥 冶他还引二程之言证成自己的观点院野程子曰院
耶此子贡闻夫子之至论而叹美之言也遥 爷冶子贡也是

由野见闻之知冶不断野上达冶袁终于领会并欣赏儒门

野德性之知冶的高深遥
虽然我们在叶论语曳文本中并没有看到孔子系

统尧深入地论述野性与天道冶的问题袁但这丝毫不影

响孔子的伟大遥 叶论语曳文本本身就是一个可随时代

推进而不断开掘的知识富矿与文化富源袁 由此袁我
们可以真切地尧同情地去了解孔子袁了解儒家袁了解

那个野礼崩乐坏冶而又野异说蜂起冶的时代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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