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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提要
隋唐時期，《論語》被視爲六經之精華，是研讀六經的入門書，其文句不僅出現
在詔書、奏章、家訓及詩歌中，而且還滲入到社會生活中。《孟子》地位有明顯的升格
跡象，不僅引述、評價、闡釋等散見於各種文獻中，而且還出現了專題討論的文章和
列爲考試科目的訴求。《大學》、《中庸》開始引起學人的關注，探求《大學》與儒家心
性、《中庸》與佛教之間關係的文章次第出現，其學術地位也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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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論
在隋唐時期，《論語》的流傳進一步廣泛，其文句不僅出現在詔書和奏
章中，而且出現在文章及詩歌中。《孟子》獲得了新生，其引述、評價、闡釋
等散見於唐代文獻中，地位有明顯的升格跡象。《大學》、《中庸》開始引起
學人的關注，其學術地位有所提升。
學界關於這一時期《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流傳和地位變遷
的文章不多，其中涉及單經的主要有陳祥龍〈論《論語》在學校教育中的嬗
變〉(《陰山學刊》2016年第4期)、李峻岫的《漢唐孟子學概論》(齊魯書社2010
年版)、鄒憬〈《中庸》成書公案與今本《中庸》的流傳與升格〉(曲阜師範大學
碩士論文，2008年)等；涉及“四書”的主要有束景南和王曉華的〈四書升格
運動與時代四書學的興起——漢學向宋學轉型的經典詮釋歷程〉(《歷史研
究》2007年第5期)、王銘的〈唐宋之際“四書”的升格運動〉(陝西師範大學碩
士論文，2002年)等。基於此，本文擬在此方面有所拓展。

二、《論語》的流傳與影響
隋唐時期，《論語》被視爲六經之精華，是研讀六經的入門書。據《舊唐
書》〈薛防傳〉記載，穆宗常謂侍臣曰：“朕欲習學經史，何先?” 放對曰：“經
者，先聖之至言，仲尼之所發明，皆天人之極致，誠萬代不刊之典也。史記
前代成敗得失之跡，亦足鑒其興亡。然得失相參，是非無准的，固不可爲經
典比也。” 帝曰：“《六經》所尚不一，志學之士，白首不能盡通，如何得其
要?”對曰：“《論語》者《六經》之菁華，《孝經》者人倫之本。窮理執要，真可
謂聖人至言。是以漢朝《論語》首列學官，光武令虎賁之士皆習《孝經》，玄
宗親爲《孝經》注解，皆使當時大理，四海乂寧。蓋人知孝慈，氣感和樂之所
致也。”上曰：“聖人以孝爲至德要道，其信然乎! ” 正因爲此，它被人們所研
讀，爲人們所徵引、所效仿，不斷釋放著自身的能量。
第一，隋唐時期出現了兩部模仿《論語》的專著——《中說》和《女論語》。
《中說》乃記載隋代大儒王通弟子薛收、姚義根據其聽課筆記仿《論語》
例整理而成的一部著作。據《新唐書》〈王績傳〉記載，王通“仿古作《六經》，
又爲《中說》以擬《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又，
宋人王觀國論述頗詳，其〈文中子敘篇〉云：
阮逸注《文中子》，又作〈敘篇〉曰：“文中子之教，繼素王之道，故以
〈王道篇〉爲首。古先聖王俯仰二儀，必合其德，故次以〈問易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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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地卑，故次之以〈禮樂篇〉。事君莫如周公，故次之以〈周公篇〉。周
公之道，神乎《易》中，故次之以〈問易篇〉。易之教化，莫大乎禮樂，
故次之以〈禮樂篇〉。禮樂著明則史，故次之以〈述史篇〉。興文立制，
變理爲大，故次之以〈魏相篇〉。既變理，則至於命，故次之以〈立命
篇〉。通性命者，關氏之《易》，故次之以〈關朗篇〉終焉。”觀國按：王
通死，門人薛守、姚義綴通之說，名之曰《中說》。杜淹爲御史大夫，
索其說於通弟王凝，凝退而求之，得《中說》百餘紙，雜記不著篇目。
貞觀十九年，凝以《中說》授統之子福畤，福畤始編爲十篇，勒成十
卷，其事備見於福畤所撰《王氏家書雜錄》，其篇目但以篇首二字爲
之：如《文中子》曰“甚矣! 王道難行也”，即以〈王道〉爲目；房玄齡問
事君，即以〈事君〉爲目；劉玄問《易》，即以〈問易〉爲目。十篇皆此
類，非通所自定。亦如《論語》篇目，乃門弟子所纂集，止取篇首二字
爲目：如“學而時習之”，即以〈學而〉爲目；“爲政以德”，即以〈爲政〉
爲目，非有他意義也。阮氏不察，乃以《文中子》十篇作敘篇，曲折附
1
會而爲之說，則誤矣。

可見，《中說》無論是從篇目來源來說，還是從內容來說，確爲仿《論
語》之作。
《女論語》是唐代貞元年間宋若莘、宋若昭姐妹模仿《論語》而撰寫的一
部女子訓誡教材。據《新唐書》〈宋若昭傳〉記載，“若莘誨諸妹如嚴師，著
《女論語》十篇，大抵准《論語》，以韋宣文君代孔子，曹大家等爲顏、冉，推
明婦道所宜。若昭又爲傳申釋之”。另據《舊唐書》〈宋若昭傳〉記載，“若莘教
誨諸四妹，有如嚴師，著《女論語》十篇，其言模仿《論語》，以韋逞母宣文君
宋氏代仲尼，以曹大家等代顏、閔，悉以婦道所尚。若昭注釋，皆有理致。
貞元中，昭義節度使李抱貞表薦以聞。德宗俱召入宮”。該書共分“立身”、
“學作”、“學禮”、“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訓男女”、“營家”、
“待客”、“和柔”、“守節”十二章，詳細具體地講述了女性爲女、爲妻、爲母所
應遵循的行爲處事原則。堪稱中國古代儒家女性教育的代表作，對儒家禮
教思想在女性群體中的傳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第二，《論語》被廣泛徵引。在唐代，《論語》成爲人們徵引較爲廣泛的經
典，這在《全唐文》中有據可查。其徵引涉及到《論語》的所有篇目，既有直
引，也有間接引用。直接引用，如《全唐文》卷十四高宗《冊紀五慎澤州刺史
文》中有“造次於仁”句，出自〈里仁〉篇；卷二十七玄宗《緩徵詔》中有“百姓
不足，君孰與足”句，出自〈颜淵〉篇；卷一百五十五馬周《上太宗疏》中有“吾
不與祭，如不祭”句，出自〈八佾〉篇。間接引用，如《全唐文》卷二十玄宗《命
張說等與兩省侍臣講讀制》中有“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既富而
教”和“道德齊禮”句，分别引自〈述而〉篇、〈子路〉篇和〈爲政〉篇；卷九十六
武皇后《搜訪賢良詔》中有“十室之邑，忠信尚存”、“三人同行，我師猶在”
句，分别引自〈公冶長〉篇和〈述而〉篇。有時是直接引用和間接引用並行，如
卷一百六十六盧照鄰《與洛陽名流朝士乞藥直書》有“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
1

王觀國，《學林》，頁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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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 未有力不足者”、“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在輿則倚於衡”和“仁遠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句，分别出自〈里仁〉篇(前两句)、〈衛靈公〉篇和〈述而〉
篇，其中既有直引，也有間接引用。卷三百二十二蕭穎士《爲陳正卿進續尚
書表》中有“堯之爲君也，煥乎其文章”和“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
可知也”句，兩者分别来自〈泰伯〉篇和〈爲政〉篇，也是直引和間引並用。
第三，《論語》已滲入人們的社會生活中。
一是《論語》經文在唐代家訓中頻頻出現。如曾任唐中宗宰相的蘇瓌在
其子蘇頲出任宰相時寫了一篇戒子從政的文字，名曰《中樞龜鏡》。其中在談
到邊防事務時引用了《論語》〈子路〉篇“不教而戰，是謂棄之”，告戒兒子要注
意邊防建設：“欲庶而富，在乎久安。不教而戰，是謂棄之。佐理在乎謹守制
度，俾邊將嚴兵修斥堠，使封疆不侵。不必誤廣，徒費中國，事無益也。”2 又
中唐散文大家李華《與弟莒書》曰：“昔田仁、任安俱爲大將軍舍人，臥馬廄
中。無何，詔大將軍出征匈奴，遣大夫趙禹選大將軍官屬，舍人衣服鮮明，二
子冠帶憔悴。趙禹獨與二子言論於禁中，即日召見，皆拜二千石。汝有二子
之實，未遇趙公之舉。馬廄高眠，古今一也。又仲尼嘗爲委吏，歎曰：‘富貴
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魏舒爲郎官，時屬沙汰，乃袱被而出，自言
曰：‘當自我始。’大才當大用，如時人不識，何爲歎憤哉! 先師曰：‘不患無
位，患所以立。’汝當自修，況事叔父。吾之休廢，永無榮耀於伯仲之間。自非
深仁高義，長才厚德，又焉肯惠於朽壤枯木哉? 莒省吾意，當努力也。”3 李華
這封書信，突出強調了孔子所說的“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諄諄教導弟弟人
貴自立，不怕沒有名分和地位，只怕缺乏立身於世的志氣和本領。
二是品評人物徵引《論語》。如楊炯《常州刺史伯父東平楊公墓志銘》
說：“公簡貴不交流俗，非禮不動，非禮不行。望之儼然，聽其言也厲。”4 其
中“非禮不動，非禮不行”間接引用了〈顏淵〉篇中的內容，“望之儼然，聽其
言也厲”來自〈子張〉篇。韓愈《答胡生書》中評價胡生說：“謀道不謀食，樂
以忘憂者，生之謂矣。”5 其中“謀道不謀食”、“樂以忘憂”分別出自〈衛靈公〉
篇和〈述而〉篇。李翱《楊烈婦傳》說：“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
有勇。’楊氏當之矣。
”6 其中“仁者必有勇”來自〈憲問〉篇。
三是《論語》成爲愉心悅情的酒令。在唐代，《論語》成爲飲酒時的酒令
籌。1982年1月，在江蘇省鎮江市丹徒縣丁卯橋出土了唐代“論語玉燭”酒令
籌筒，中有令籌50枚，形制大小相同，每枚令籌正面刻有令辭，上半段選錄
《論語》語句，下半段是酒令的具體內容，包括飲酒的對象、方法和數量。具
體內容如下：
2
3
4
5
6

陸林，《中國家訓大觀》，頁272-273。
陸林，《中國家訓大觀》，頁280。
董誥等，《全唐文》，頁1978-1979。
董誥等，《全唐文》，頁5592。
董誥等，《全唐文》，頁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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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說)乎。上客五分。
巧言令色，鮮矣人(仁)。自飲五分。
愛眾，而親人(仁)。勸意到。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請人伴十分。
君子不重則不威。勸官高處十分。
恭近於禮樂，遠恥辱也。放。
敏於事而慎於言。放。
7
貧兒(而)無谄，富兒(而)無嬌(驕)。任勸兩人。
8
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官上高處十分。
9
管仲之器小哉。放。

擇不處人(仁)，焉得智(知)。上下各五分。
未曾(不能)以禮讓爲國乎。好爭令處五分。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恭默處七分。
10
朋友數斯疏矣。勸主人五分。
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自飲十分。
聞一[以]知十。勸玉燭錄事五分。
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律事五分。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請許兩人伴。11
乘肥馬，衣輕裘。衣服鮮好處十分。
與爾鄰里鄉黨乎。上下各七分。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勸大戶十分。
一簞食，一瓢飲。自酌五分。12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上主人五分。
擇其善者而從之。大器四十分。
苟有過，人必知之。新放盞處五分。13
不在其位，不謀其正(政)。錄事五分。
14
學而(如)不及，猶恐失之。自飲七分。
子罕言利與命與人(仁)。放。
吾少也賤，固(故)多能鄙事。錄事十分。
瞻之在前，忽然(焉)在後。來遲處五分。
君子居之，何漏(陋)之有。自飲十分。
後生可畏。少年處五分。
15
疋(匹)夫不可奪志也。自飲十分。
《論語》，〈學而〉。
《論語》，〈爲政〉。
9 《論語》，〈八佾〉。
10 《論語》，〈里仁〉。
11 《論語》，〈公冶長〉。
12 《論語》，〈雍也〉。
13 《論語》，〈述而〉。
14 《論語》，〈泰伯〉。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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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不□(厭)精。勸主人五分。
16
唯酒無量不及亂。大戶十分。
17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任勸意到。

尅(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在座勸十分。
出門如見大賓。勸主人五分。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放。
死生有命，寶貴在天。自飲十分。
四海之內，皆爲兄弟(皆兄弟也)。任勸十分。
駟不及舌。多語處十分。18
19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錯)手足。觥錄事五分。
20
樂然後□(笑)，人不猒(厭)其□(笑)。勸意到。
21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放。
22
陳力就烈(列)，不能者止。放。

割雞焉用牛刀。勸律錄事七分。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在座各勸十分。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末座兩人各十分。23

由上可見，這些酒令籌的文字，有的缺筆，有的簡化，有的通假，有的
異體，還有的錯漏，但無一例外都出自《論語》，只是與通行之版本略有不
同而已。酒令籌的下半部分，規定酒令的內容，所涉及對象有25種之多，共
分飲、勸、處、放四種情況。“飲”主要包括自飲、自酌、請人伴、許請兩人
伴、上主人飲、上下飲、大戶飲、大器飲、上客飲、就錄事飲、玉燭錄事飲
等；“勸”主要包括任勸、任勸兩人、勸主人、勸意到、在座勸、在座各勸、
勸大戶、勸律錄事等；“處”指處罰酒，主要包括官上高處、頻得勸人處、恭
默處、來遲處、少年處、多語處、好爭令處、衣服鮮好處、新放盞處等；
“放”即每人都不飲，重新開始。飲酒之量有五分、七分、十分、四十分之
說。按，唐人以“十分”爲一杯，也就是少則半杯，多則四杯。2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論語》，〈子罕〉。
《論語》，〈鄉黨〉。
《論語》，〈先進〉。
《論語》，〈顏淵〉。
《論語》，〈子路〉。
《論語》，〈憲問〉。
《論語》，〈衛靈公〉。
《論語》，〈季氏〉。
《論語》，〈陽貨〉。
陸九皋、劉興，〈論語玉燭考略〉，頁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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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玉燭》的出現，說明《論語》在唐代已經相當普及，業已深入人們
的日常生活。
第四，出現了就《論語》中的某個問題予以專論的文章。如《全唐文》卷
五百三十四中李觀的《辨曾參不爲孔門十哲論》、卷五百五十七韓愈的《省
試顏子不貳過論》、卷五百八十四柳宗元的《乘桴說》、卷五百九十八歐陽詹
的《懷州應宏詞試片言折獄論》等。其中柳宗元寫道：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 ” 子路聞之喜。子曰：
“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說曰：海與桴與材，皆喻也。海者，聖
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遊息者也。桴者，所以遊息之具也。材者，
所以爲桴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 則天地之心者，聖人
之海也。復者，聖人之桴也。所以復者，桴之材也。孔子自以拯生入
之道，不得行乎其時，將復於至道而遊息焉。謂由也勇於聞義，果於
避世，故許其從之也。其終曰“無所取材”云者，言子路徒勇於聞義，
果於避世，而未得所以爲復者也。此以退子路兼人之氣，而明復之難
耳。然則有其材以爲其桴，而遊息於海，其聖人乎? 子謂顏淵曰：“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由是而言，以此追庶幾之說，
則回近得矣。而曰“其由也與”者，當是歎也，回死矣夫。或問曰“子必
聖人之云爾乎? ” 曰：“吾何敢?吾以廣異聞，且使遁世者得吾言以爲
學，其於無悶也，揵焉而已矣。
”25

此處，柳市專門圍繞《論語》〈公冶長〉篇中的“乘桴浮於海”展開論述，
在他看來，“海與桴與材”皆是比喻之說，並非孔子真實想法，他只是藉以抒
懷而已，其意圖旨在與弟子“復於至道而遊息焉”。
第五，出現了以《論語》經文爲主題的賦文。如白居易的《省試性習相近
遠賦》(以“君子之所慎焉”爲韻)和君子不器賦(以“用之則行，無施不可”爲
韻)、王起的《弋不射宿賦》(以“君子仁及飛鳥”爲韻)、浩虛舟的《行不由徑
賦》(以“處心行道，有如此焉”爲韻)、蔣防的《草上之風賦》(以“君子之德，
風偃乎草”爲韻)等。其中白居易的《省試性習相近遠賦》寫道：
噫! 下自人，上達君。德以慎立，而性由習分。習則生常，將俾夫善惡
區別；慎之在始，必辨乎是非糾紛。原夫性相近者，豈不以有教無
類，其歸於一揆；習相遠者，豈不以殊途異致，乃差於千里。昏明波
注，導爲愚智之源；邪正歧分，開成理亂之軌。安得不稽其本，謀其
始。觀所恒，察所以。考成敗而取捨，審臧否而行止。俾流遁者返迷
途於騷人，積習者遵要道於君子。且夫德莫德於老氏，乃曰道是從
矣；聖莫聖於宣尼，亦曰非生知之。則知德在修身，將見素而抱樸；
聖由志學，必切問而近思。在乎積藝業於黍累，慎言行於毫釐。故得
其門，志彌篤兮，性彌近矣；由其徑，習愈精兮，道愈遠而其旨可
顯，其義可舉。勿謂習之近，徇跡而相背重阻；勿謂性之遠，反真而
相去幾許。亦猶一源派別，隨渾澄而或濁或清；一氣脈分，任吹煦而
爲寒爲暑。是以君子稽古於時習之初，辨惑於成性之所。然則性者中
之和，習者外之徇。中和思於馴致，外徇戒於妄進。非所習而習則性
25

董誥等，《全唐文》，頁5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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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得所習而習則性順。故聖與狂由乎念與罔念，福與禍在乎慎與不
慎。慎之義，莫匪乎率道爲本，見善而遷。觀誠僞於既往，審進退於
未然。故得之則至性大同，若水濟水也；失之則眾心不等，猶面隔面
焉。誠哉性習之說，吾將以爲教先。26

該文以“君子之所慎焉”爲官韻，圍繞“學習和慎重選擇學習內容對於人
社會本性養成這一問題陳述己見”，“不僅切中題意鋪衍成文，而且自覺迎
合時代精神，語必宗經，言中章句，顯示出其深厚的經學根底；同時在程
式的規範下通過迎合命題旨趣展現了自己的學優才高”，27 成爲了唐代科場
試賦作品中的典範。

三、《孟子》的流傳與升格
隋唐時期，《孟子》是學者們喜歡研習的儒家典籍之一，誠如楊倞《荀子
序》所言：“《孟子》有趙氏《章句》，漢氏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
子，多好其書。”28 伴隨著儒學復興運動的興起，孟子其人和其書的地位也
漸趨提升。這主要表現在：
第一，《孟子》成爲士人時常引述的經書之一。這一點主要體現在《全唐
詩》和《全唐文》中。通過檢視二書，“我們發現，唐代士人對孟子的關注從初
盛唐到中晚唐明顯地呈現出漸次增強的態勢。初盛唐時期，只有魏徵、劉知
幾、盧照鄰、王勃、張九齡、李華、楊綰、趙匡等人在其詩文中提到孟子，但
是到了中晚唐，人數就明顯增多了。如梁肅、柳冕、韓愈、柳宗元、孟郊、李
程、李翱、李宗閔、李德裕、權德輿、白居易、張籍、皇甫湜、王叡、杜牧、
李商隱、羅隱、皮日休、陸龜蒙、林慎思、李磎、來鵠、程晏等。這其中不僅
有韓愈、柳宗元、白居易、李商隱、杜牧等詩文大家，還有李宗閔、李德
裕、權德輿等在政治上有影響力的士人。可見，在中晚唐的士人階層，關注
孟子已成爲一種很普遍的文化現象”。29 如王勃曾提及孟子的“浩然之氣” 思
想：“有時無主，賈生獻流涕之書；有志無時，孟軻養浩然之氣。”30 梁肅
《梁高士碣》中有 “孟子稱：‘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句，31 語出
《孟子》〈盡心下〉；《房正字墓誌銘》中有 “孟子云：‘雖有錙基，不如待時’”
句，32 語出《孟子》〈公孫丑上〉。韓愈《上張僕射書》中有 “孟子有云：今之諸
26
27
28
29
30
31
32

董誥等，《全唐文》，頁6675-6676。
王士祥，〈筆精思密 —— 論白居易性習相近遠賦的藝術特徵〉，頁24。
董誥等，《全唐文》，頁7522。
蘭翠，〈韓愈尊崇孟子探因 ——兼論唐人對孟子的接受〉，頁27。
董誥等，《全唐文》，頁1824。
董誥等，《全唐文》，頁5286。
董誥等，《全唐文》，頁5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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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
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句，33 語出《孟
子》〈公孫丑下〉。
第二，力圖將《孟子》納入科考經書之列，從制度層面推崇孟子。這主
要體現在楊綰和趙匡的上疏中。唐肅宗寶應二年(763)，禮部侍郎楊綰上疏
請求將《孟子》列爲孝廉舉人兼習可考試的經書：“孝廉舉人，請取精通一
經。每經問義二十條，皆須旁通諸義，深識微言；試策三道，每日問一道，
問古今理體。取堪行用者，經義及策全通爲上第，望付吏部便與官；義通
七、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第者罷之。《論語》、《孝經》，聖人深旨；
《孟子》，儒門之達者，望兼習此三者爲一經，其試如上。”34 建議將《孟子》
與《論語》、《孝經》一起列爲一經，意欲拉升《孟子》的地位。趙匡也曾提出
類似的建議，其《舉人條例》說：“其有通《禮記》、《尚書》、《論語》、《孝經》
之外，更通《道德》諸經，通《元經》、《孟子》、《荀卿子》、《呂氏春秋》、《管
子》、《墨子》、《韓子》，謂之茂才舉。”35 及至皮日休，他更上層樓，專門撰
寫了《請《孟子》爲學科書》，建議將《孟子》增列到設科取士的經書序列：
“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
不異乎道者，孟子也。舍是子者，必戾乎經史。又率於子者，則聖人之盜
也。夫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其書，常置博
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
道奕奕於前，而其書沒沒於後? 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奧，有好邪者憚正而
不舉，嗜淺者鄙奧而無稱耶? 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歜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
者，其嗜在孟子矣。嗚呼! 古之士以湯武爲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 以楊
墨爲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 由是觀之，孟子之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
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於科。其誘善也雖深，
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爲方外之士，習之可
以爲鴻荒之民。安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爲志哉? 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書，
以《孟子》爲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
矣。既遂之，如儒道不行，聖化無補，則可刑其言者。”36 雖然三人的建議均
未能實行，但無形中卻抬高了《孟子》的地位。
第三，圍繞《孟子》的學說開展專題討論。如“性善論”是孟子思想的核
心學說之一，圍繞著此學說，唐代學者發表了不同的意見。如韓愈就批評了
孟子的性善說，指出孟子“人之性善”說“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
失其二者也”，並舉例說“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

33
34
35
36

董誥等，《全唐文》，頁5591。
董誥等，《全唐文》，頁3357。
董誥等，《全唐文》，頁3604。
董誥等，《全唐文》，頁8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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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
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37 皇甫湜的《孟子荀子言性論》認爲孟子
性善說與荀子性惡說均是一偏之說，孟子的目的是“勸人汰心源返天理
者”，荀子的目的是“勸人黜嗜欲求善良”，兩者殊途而同歸，只不過孟子之
說“合經爲多，故爲賢”罷了。其文曰：
孟子曰：“人之性善。” 荀子曰：“其善者僞也。” 是於聖人，皆一偏之
論也。推而言之，性之品有三，下愚、中人、上智是也。聖人言性之品
亦有三，可上、可下、不移是也。黃帝生而神靈，幼而徇齊；文王在母
不憂，在師不煩；後稷不坼不副，克岐克嶷。之謂上智矣。齊桓公以
管仲輔之則理，以易牙輔之則亂；子夏出見紛華而悅，入聞仁義而
樂。之謂中人矣。越椒之生，熊虎之狀；叔魚之生，溪壑之心。謂下愚
矣。是故有有生而惡者，得稱性善乎哉? 有生而善者，得稱性惡乎哉?
故曰孟子、荀卿之言，其於聖人，皆一偏之說也。窮理盡性，惟聖人能
之。宜乎微言絕而異端作，大義乖而偏說行。孟子大儒也，荀卿亦大
儒也，是豈特開異門，故持曲辯哉? 蓋思有所未至，明有所不周耳。即
二子之說，原其始而要其終，其於輔教化尊仁義，亦殊趨而一致，異
派而同源也。何以明之? 孟子以爲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
皆有之，性之生善，由水之趨下，物誘於外，情動於中，然後之惡焉，
是勸人汰心源返天理者也。荀子曰：“人之生不知尊親，長習於教，然
後知焉；人之幼不知禮讓，長習於教，然後知焉。” 是勸人黜嗜欲求
善良者也。一則舉本而推末，一則自葉而流根，故曰二子之說，殊趨
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雖然，孟子之心，以人性皆如堯舜，未至者斯
勉矣；荀卿之言，以人之性皆如桀蹠，則不及者斯怠矣。《書》曰：“唯
人最靈。” 《記》曰：“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 則孟之言，合經爲多，
38
益故爲賢乎。

杜牧則持相反觀點，在他看來，愛怒是惡之端，只有受到禮法約束，才
能“不出於道”，從這一角度來講，荀子的性惡論較孟子學說爲佳。其《三子
言性辯》說：
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人性惡，楊子言人性善惡混。曰喜、曰哀、曰
懼、曰惡、曰欲、曰愛、曰怒，夫七者情也，情出於性也。夫七情中，
愛者怒者，生而自能。是二者性之根，惡之端也。乳兒見乳必挐求，
不得即啼，是愛與怒與兒俱生也，夫豈知其五者焉。既壯，而五者隨
而生焉。或有或亡，或厚或薄，至於愛、怒，曾不須臾與乳兒相離，而
至於壯也。君子之性，愛怒淡然，不出於道。中人可以上下者，有愛
拘於禮，有怒懼於法也。世有禮法，其有逾者，不敢恣其情；世無禮
法，亦隨而熾焉。至於小人，雖有禮法而不能制，愛則求之，求之不
得即怒，怒則亂。故曰愛、怒者，性之本，惡之端，與乳兒俱生，相隨
而至於壯也。凡言性情之善者，多引舜、禹；言不善者，多引丹朱、
商均。夫舜、禹二君子，生人以來，如二君子者凡有幾人? 不可引以
爲喻。丹朱、商均爲堯、舜子，夫生於堯、舜之世，被其化，皆爲善
人，況生於其室，親爲父子，蒸不能潤，灼不能熱，是其惡與堯、舜之
37
38

董誥等，《全唐文》，頁5650。
董誥等，《全唐文》，頁7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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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等耳。天止一日月耳，言光明者，豈可引以爲喻。人之品類，可與
上下者眾，可與上下之性，愛怒居多。愛、怒者，惡之端也。荀言人之
性惡，比於二子，荀得多矣。39

李商隱對孟子的性善說稱讚有加，他說：“孟子之言性善，抑揚今古，
秀絕天人。”40
又，針對孟子的王霸之說，李宗閔做《隨論》上下篇，對世人對孟子王
霸之辯中存在的疑問予以了——辯說，批判了孟子的個別主張：
客有問宗閔曰：“孟軻稱齊王由反手，謂管仲爲不足爲。若是則功業
存乎人，不存乎時，不亦信乎? ” 宗閔曰：非也。可以王而王，可以霸
而霸，非人之所能爲也，皆此時也。人皆奉時以行道者也，不能由道
以作時者也；能因變以建功者也，不能由功以反變者也。
客有曰：“王霸之事，既聞之矣。或言伊尹負鼎，百里奚飯牛，而孟軻
非之，曰未聞枉己而直人者也。又曰聖人之行不同，潔其身而已矣。
又可信乎? ” 宗閔曰：非也。聖人以枉道爲恥，以屈道爲辱，不以屈
身爲辱。唯守其道，故雖辱其身而進焉，非其道，故潔其身而退焉。
進退豈有他，唯道所在而已矣。
進取之士，誠能察伊尹顏淵之所以進退，思仲尼執鞭亦爲，觀大《易》
動靜不失其時，後匹夫之果其行，無忘兼濟之道，則雖有甚於牛鼎之
恥，吾將歌誦之不暇，又何譏焉! 若果孟軻之言，則人之相率獨其善
而已矣，惡能理天下哉! 41

雖然上述專題討論以批評孟子學說爲主，但從另一方面卻也反映出學
者們對孟子的關注度在不斷升溫。
第四，將孟子視爲儒學傳承鏈條上極爲重要的一環。唐初，盧照鄰在論及
儒學傳承時，依然是荀孟並稱，他說：“昔文王既沒，道不在於茲乎；尼父克
生，禮盡歸於是矣。其後荀卿、孟子，服儒者之褒衣；屈平、宋玉，弄詞人之柔
翰。”42 “自獲麟絕筆，一千三四百年，游、夏之門，時有荀卿、孟子；屈、宋之
後，直至賈誼、相如。”43 及至韓愈，則認爲孟子繼承孔子之道更純粹一些，而
荀子則有些差距：“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
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
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 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
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
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
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
猶在軻、雄之間乎? 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
39
40
41
42
43

董誥等，《全唐文》，頁7816。
董誥等，《全唐文》，頁8100。
董誥等，《全唐文》，頁7331-7333。
董誥等，《全唐文》，頁1691。
董誥等，《全唐文》，頁1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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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
孔子之志歟! 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44 稍後的陸龜蒙在《大
儒評》亦公開宣稱荀子不如孟子：“世以孟軻氏、荀卿子爲大儒，觀其書不悖孔
子之道，非儒而何? 然李斯嘗學於荀卿，入秦干始皇帝，並天下，用爲左丞相。
一旦誘諸生，聚而坑之。復下禁曰：‘天下敢有藏百家語，詣守尉燒之。偶語詩
書者棄市。’ 昔孔子之於弟子也，自仲由冉求以下，皆言其可使之才。及其仁，
則曰不知也。斯聞孔子之道於荀卿，位至丞相，是行其道得其志者也，反焚滅詩
書，坑殺儒士，爲不仁也甚矣。不知不仁，孰謂況賢? 知而傳之以道，是昧觀德
也。雖斯具五刑，而況得稱大儒乎? 吾以爲不如孟軻。”45 在標舉孟子比荀子更
接近孔子之道的同時，韓愈等人也開始釐定孟子在儒學傳承環節中的位置。在
韓愈看來，無孟子，則孔子之道的承傳恐成問題，他說：“孟子雖賢聖，不得
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 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
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
廓如也? 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
下者，爲此也。”46 因此，孟子在儒學傳承上居功甚偉。於是乎，他將荀子排除
在儒學傳承環節之外，由孟子直達揚雄：“己之道乃夫子、孟子、揚雄所傳之道
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
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
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爲之哉! ”47 在此基礎上，他確立了孟子的
傳道地位，指出，欲求孔子之道必自孟子始：“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
子。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
王塤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
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
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
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48 不僅指出了孟子的
師承，而且確立了其傳道的唯一性。
韓愈還進而確定了孟子在道統中的位置：“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
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
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49 如
此一來，孟子的重要性就更加突顯了。
第五，孟子得以配享孔廟。據韓愈《處州孔子廟碑》記載，處州刺史李
繁上任伊始，便興建孔廟，孟子得以配享。他說：“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
44
45
46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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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誥等，《全唐文》，頁5656。
董誥等，《全唐文》，頁8413。
董誥等，《全唐文》，頁5602。
董誥等，《全唐文》，頁5578。
董誥等，《全唐文》，頁5620-5621。
董誥等，《全唐文》，頁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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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祀而遍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棄，乃其
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
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
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 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
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
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歟! 郡邑皆有孔子廟，
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
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爲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
像，其餘六十二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
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50 一方面闡明了修建
孔子廟的意義，一方面指出了處州孔廟的特別之處，那就是將孟子等人也
“圖之壁”，接受配祭。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當時尊孟的風氣。

四、《大學》、《中庸》的流傳及學術地位的提升
《大學》作爲《禮記》中的一篇，在唐以前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格外關注，
泯然眾篇而已。誠如馮友蘭先生所言：“《大學》本爲《禮記》中之一篇，又爲
荀學，漢以後至唐，無特別稱道之者。”51 及至中唐，面對道佛大行、儒家式
微之形勢，部分學者欲倡明儒學，《大學》也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如陸贄
在《論裴延齡奸蠹書》中論及“是以古先聖哲之立言垂訓，必殷勤切至，以小
人爲戒者，豈將有意讎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
博，傷善之釁深，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耳”這一問題時，曾引用說：
“在《禮記》則曰：‘小人行險以徼幸’，‘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
人使爲國家，而災害並至，雖有善人，無如之何’。”52 其中“長國家而務財用
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使爲國家，而災害並至，雖有善人，無如之何”來源自
《大學》，其文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
爲國家，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 ”
在《論敘遷幸之由狀》中，陸贄駁斥“家國禍福，皆有天命”論時，曾引證
《禮記》：“《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
監於殷，駿命不易。” 言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也’。”53 其文源自《大學》：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 道得眾則得國，
失眾則失國。”
50
51
52
53

董誥等，《全唐文》，頁5678。
馮友蘭，《三松堂學術文集》，頁216。
董誥等，《全唐文》，頁4761。
董誥等，《全唐文》，頁4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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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中，陸贄爲論證“聖人之立教也，賤
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之意時，兩次引用了《大學》的經文“貨悖而入，必悖
54
而出”，“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
雖然陸贄幾次引證《大學》，但他並沒有使之與儒家心性之學聯繫起
來。真正使《大學》走上前臺展現其作用的則是韓愈，他做《原道》，以明儒
家之道，以破佛老“治心而外天下國家”之非，使之不僅適用於個人之內在
修養，而且可以用於治國理政。他說：“《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
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
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
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
父，臣焉而不君其君。”55 在這段文字中，韓愈通過引證《大學》，強調指出
要注重內心修養，只有心術正、意念誠，才能有所作爲，才能齊家治國平天
下。也就是由內聖而外王。同時，批評了佛教的只知“治心”不知治國、拋棄
倫理綱常的錯誤論調。陳寅恪就此指出：“退之首先發見《小戴記》中〈大
學〉一篇，闡明其說，抽象之心性與具體之政治社會組織可以融會無礙，即
儘量談心說性，兼能濟世安民，雖相反而實相成，天竺爲體，華夏爲用，退
之於此奠定後來宋代新儒學之基礎。”56
相對於《大學》而言，《中庸》的關注度更高些。在《全唐文》中就有幾處
直接提及《中庸》。如李華《唐贈太子少師崔公神道碑》曰：
《禮》之〈中庸〉曰：“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
”57

權德輿《唐故義武軍節度使營田易定等州觀察處置使開府儀同三司檢
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範陽郡王贈太師貞武張公遺愛碑銘(並序)》曰：
《禮》之〈中庸〉曰：“誠之不可揜。
”58

陳諫《勸聽政表》〈第二表〉曰：
《禮》之〈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乎!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
述人之事者也。
”59

邱光庭《論地浮於大海中》曰：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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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誥等，《全唐文》，頁4792-4793。
董誥等，《全唐文》，頁5649頁。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頁288。
董誥等，《全唐文》，頁3229。
董誥等，《全唐文》，頁5059。
董誥等，《全唐文》，頁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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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翁問曰：“〈中庸〉云(《禮記》篇名也)：‘地之廣厚，振河海而不泄
(鄭元注云：振，收也。)’則是海居地上。子云地浮於海中，何也?”答
曰：“作《記》之人(作《禮記》之人也)，欲明積小致大，極言地之廣
厚，非實也(〈中庸〉云：‘今夫地一撮土之多也，及其廣厚，載華嶽而
不重，振河海而不泄。萬物生焉。’爲其意言積小致大，地從撮土之
多，遂能收河海而不泄，此立教之文非窮理也)。”60

也有幾處雖出自《中庸》，但未明言的。如陸贄《奉天請數對群臣兼許令
論事狀》中的“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61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中的
“《禮記》云：‘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一曰：‘理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
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62 權德輿《釋疑》中的“《記》曰：‘君子居易以俟
命’。”63 常仲儒《河中府新修文宣王廟碑》中的“《禮》云：‘百代以俟聖人而不
惑也’。”64 杜宣猷《鄭左丞祭梓華府君碑陰記》中的“《禮》云：‘君子居易以俟
命，小人行險以徼幸’。”65
時人有的也開始討論《中庸》中的問題，如歐陽詹的《自明誠論》就關注
了“誠明”：
自性達物曰誠，自學達誠曰明。上聖述誠以啟明，其次考明以得誠。苟
非將聖，未有不由明而致誠者。文武周孔，自性而誠者也。無其性，不
可得而及矣。顏子遊夏，得誠自明者也。有其明，可得而至焉。從古而
還，自明而誠者眾矣：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宏自明誠而爲卿，張
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嬴。明之於誠，猶玉待琢，器用
於是乎成。故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器者，隱於不琢
而見於琢者也；誠者，隱於不明而見乎明者也。無有琢玉而不成器，
用明而不至誠焉。嗚呼! 既明且誠，施之身，可以正百行而通神明；處
之家，可以事父母而親弟兄；遊於鄉，可以睦閭里而寧訟爭；行於
國，可以輯群臣而子黎；立於朝，可以上下序；據於天下，可以教化
平。明之於誠，所恨不誠也；苟誠也，蹈水火其罔害，彌天地而必答，
豈止君臣鄉黨之間乎! 父子兄弟之際乎! 大哉! 明誠也。凡百君子有明
也，何不急夫誠? 先師有言曰：“生而知之者上也。” 所謂自性而誠者
也。又曰：“學而知之者次也。” 所謂自明而誠者也。且仁遠乎哉? 我欲
仁，斯仁至矣。夫然，則自明而誠可致也。苟致之者，與自性而誠，異
66
派而同流矣。知之者知之，委之者知之。

當時的學者也開始借《中庸》來闡發己意。如韓愈《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說：“《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 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
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

60
61
62
63
64
65
66

董誥等，《全唐文》，頁9380。
董誥等，《全唐文》，頁4784。
董誥等，《全唐文》，頁4828。
董誥等，《全唐文》，頁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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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67 借助誠明思想來論證顏子的“不貳
過”。李翱做《復性書》，欲開誠明之源，恢復“廢棄不揚”之道，使儒家的心
性之說復觀於世。對此，章太炎曾說：“明心見性之儒，首推子思、孟子。唐
有李習之，作《復性書》，大旨一依《中庸》。習之曾研習禪宗。⋯⋯ 今觀《復
性書》雖依《中庸》立論，其實陰習釋家之旨。”68
權德輿注重儒家經典《中庸》和《易》，從中尋找與佛教教義的共通之
處。他說：“嘗試言之，以《中庸》之‘自誠而明以盡萬物之性’，以大《易》之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則‘方袍褒衣’，其極致一也。向使師與孔聖同時，其顏
生、閔損之列歟?”69
晚後的劉禹錫則把《中庸》中的心性與佛教的內典搭掛了起來，認爲二
者有異曲同工之妙。他說：“曩予習《禮》之〈中庸〉，至‘不勉而中，不思而
得’，悚然知聖人之德，學以至於無學。然而斯言也，猶示行者以室廬之奧
耳，求其徑術而布武，未易得也。晚讀佛書，見大雄念物之普，級寶山而梯
之，高揭慧火，巧鎔惡見，廣疏便門，旁束邪經。其所證入，如舟訴川，未始
念於前而日遠矣。夫何勉而思之邪? 是余知穾奧於《中庸》，啟鍵關於內典。
會而歸之，猶初心也。”70 以《中庸》與佛學相印證，始知其堂奧，突出以佛
釋儒的必要性。
這些都說明《中庸》開始受到學者的關注，其傳播在不斷擴大，其學術
地位在不斷提升。

五、結論
通過以上論述，我們不難得出以下結論：
在隋唐時期，《論語》作爲“先聖至言”，被視爲“萬代不刊之典”和六經
之精華，被人們所研讀，爲人們所徵引、所效仿，不僅出現了模仿《論語》而
著的《中說》和《女論語》，而且被廣泛徵引以表達思想、訓誡子弟、品評人
物，在日常生活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隋唐時期，學者們對孟子的關注從初盛唐到中晚唐明顯地呈現出漸次
增強的態勢，《孟子》不僅被廣泛徵引於《全唐詩》和《全唐文》中，而且楊綰
和趙匡還力圖將《孟子》納入科考經書之列，從制度層面推崇孟子；不僅出
現了專題討論孟子“性善說”、“王霸之辯”的文章，而且將孟子視爲儒學傳承
鏈條上極爲重要的一環，配享孔廟。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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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70

董誥等，《全唐文》，頁5638。
章太炎，《國學講演錄》，頁18l。
董誥等，《全唐文》，頁5104。
陶敏、陶紅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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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時期，面對道佛大行、儒家式微之形勢，部分學者欲倡明儒學，
《大學》、《中庸》作爲單篇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不僅經文被直接引用，而
且成爲闡發心性之學和打通儒釋的載體。
■ 投稿日：2017.12.14 / 審查日：2017.12.14-2018.04.16 / 刊載決定日：2018.04.16

儒教文化研究 第30輯 / 2018年 8月

162

參考文獻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董誥等，《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
馮友蘭，《三松堂學術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
蘭 翠，〈韓愈尊崇孟子探因——兼論唐人對孟子的接受〉，《煙台大學學報》，2011年
第2期。
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陸九皋、劉興，〈論語玉燭考略〉，《文物》，1982年第11期。
陸 林，《中國家訓大觀》，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
陶 敏、陶紅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長沙：嶽麓書社，2003。
王觀國，《學林》，北京：中華書局，1988。
王士祥，〈筆精思密——論白居易性習相近遠賦的藝術特徵〉，《名作欣賞》，2009年
第8期。
章太炎，《國學講演錄》，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

唐明貴 / 《論》、《孟》、《學》、《庸》在隋唐時期的流傳及地位嬗變

163

The Spread and Rise in Status of
the Four Books of Confucianism
during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ANG Minggui

Abstract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Analects (i.e. Lunyu 論語) was regarded as the
quintessence of the Six Classics, and was the introductory reading for the study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six texts. Passages and sentences from the Analects were quoted
in imperial edicts, memorials to the throne, family instructions and a number of
poems, and were also often referred to in social life. As for Mencius, remarkable
signs indicated its rise in status. Not only were citations, comments and interpretations
seen dispersedly in various kinds of literature, but exploratory articles on specific
topics and the appeal of listing it as a subject of examination also came into being.
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began to get more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Research articles emerged one after another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reat Learning and Confucian Mind-Nature theory, an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and Buddhism, indicating a rise in their academic status.
Keywords: the Analects, the Mencius, the Great Learning,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spre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