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時《論語》詮釋的特色
唐 明 貴1

中文提要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中的《論語》詮釋，是陸九淵心學一派《論語》學的代表
作。他所做《論語》詮釋，一方面注重訓詁，不僅重視對字詞的注音，而且重視對名物
典制的釋義，具有濃厚的漢學底蘊。另一方面，又注重義理闡發，不僅重視心學本體
論的建設，而且重視從工夫論的角度思考內聖外王問題，具有鮮明的心學特色。這
在《論語》詮釋史上可謂獨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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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
錢時(1175-1244)，字子是，號融堂，南宋淳安縣蜀阜(今浙江淳安縣蜀
阜)人。幼年即奇偉不群，讀書不爲世儒之習，絕意科考。因遊陸九淵弟子楊
簡門下，遂成爲心學學派中人。著有《周易釋傳》、《尚書演義》、《學詩管
見》、《春秋大旨》、《融堂四書管見》等。其中《融堂四書管見》包括《論語》十
卷，《孝經》、《大學》、《中庸》各一卷，“俱先列《經》文，略加音訓，而詮釋其
大旨於後。《孝經》用古文。《大學》但析爲六章，不分《經》、《傳》。蓋時之學
出於楊簡，簡之學出於陸九淵，門戶迥殊，故不用程朱之本”。1 茲以《論語》十
卷爲本，管窺錢時詮釋《論語》之特色。

二、略加音訓
音訓，是指對古籍中的字詞注音釋義。由於錢時《融堂四書管見》是“因
講習積而成編”，是“傳之家塾”2 之作，故而注重對字詞的注音和釋義。
(一) 注音。在古代，中國沒有拼音字母，所以古人要標識難讀的漢字，
只能借助其他的漢字來進行。於是乎便先後產生了如字法、直音法、反切
法等注音方式。這在錢時《融堂四書管見·論語》中多有體現。
第一，如字法。當字同義異而有兩個或兩個以上讀法的時候，要以習慣
上最通行的讀音讀，按照最通常的意義解釋，叫如字。如：
《爲政篇》“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
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章，錢時指出，“七十而從心所欲”
中的“從”如字。3
《里仁篇》“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章，錢時指出，“無惡也”中的“惡”
如字。4
《述而篇》“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下，錢時指出，
“多見而識之”中的“識”如字。5
《先進篇》“魯人爲長府”下，錢時指出，“長府”中的“長”如字。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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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頁271-272。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580。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584。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593。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10。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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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子篇》“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下，錢時指出，“齊人歸女樂”中的
“歸”如字或作饋。7
第二，直音法。所謂直音法，即用同音字來注音。如：
《學而篇》“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章，錢時
指出，“不亦說乎”中的“說”讀作“悅”，“不亦樂”中的“樂”讀作“洛”。8
《爲政篇》“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
哉”章，錢時指出，“小車無軏”中的“軏”讀作“月”。9
《八佾篇》“子入大廟，每事問”章，錢時指出，“子入大廟”中的“大”讀
作“太”。10
《公冶長篇》“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
曰：‘瑚璉也’”下，錢時指出，“女器也”中的“女”讀作“汝”，“瑚璉”中的“瑚”讀
作“胡”。11
《鄉黨篇》“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下，錢時指出，“食不厭精”中的“食”讀
作“嗣”。12
《先進篇》“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下，錢
時指出，“因之以饑饉”中的“饑”讀作“機”、“饉”讀作“僅”。13
第三，反切法。反切即拼讀的意思，用兩個漢字相拼給一個漢字注音。其
中第一個字(反切上字)注聲母，第二個字(反切下字)注韻母和聲調。如《論
語·先進》“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錢時注曰：
子路、曾皙[星曆切]、冉有、公西華侍坐[才臥切]。子曰：“以吾一
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 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
饉；由也爲之，比[必二切。下同]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
哂[詩忍切]之。“求！爾何如？” 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
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赤！爾何如？” 對
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點！爾何如？” 鼓瑟希，鏗[苦耕切]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
者之撰[士免切]。”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
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魚依切]，風乎舞雩，詠
而歸。” 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
“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
由也？”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唯求則非邦也與？”
“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 “宗廟會
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14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68。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581。
9 錢時，
《融堂四書管見》，頁588。
10 錢時，
《融堂四書管見》，頁591。
11 錢時，
《融堂四書管見》，頁597。
12 錢時，
《融堂四書管見》，頁622。
13 錢時，
《融堂四書管見》，頁62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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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文字中，錢時利用反切法對其中的“皙”、“坐”、“比”、“鏗”、
“撰”、“沂”進行了反切注音。
(二) 注聲調。聲調又叫字調，是指聲音的高低升降的變化。它具有區別意
義的作用，聲調不同，字就不同。如《學而篇》“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
矣”下，錢時對“弟”、“好”、“鮮”的讀音予以了注解，其中“弟”、“好”爲“去
聲”，“鮮”爲“上聲”。15 又，《子路篇》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錢時對孔
子所言“使於四方”中的“使”、“鄉黨稱弟焉”中的“弟”、“行必果”中的“行”的讀
音進行了說明，指出三者都當讀爲“去聲”。16
(三) 釋義。爲求得經文之確義，錢時在《融堂四書管見·論語》中還運用
了聲訓、義訓兩種訓解詞義的方法。
先看聲訓，如《爲政篇》“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下，錢
時注曰：“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者，得也，不失其本心之謂也
。”17 《八佾篇》“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
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下，錢時注云：“徵，證也。” “獻，賢也。”18 上
述兩例中的“政者，正也”、“德者，得也”、“徵，證也”、“獻，賢也”，都是通過
運用漢字聲音的相同或相近來探求和詮釋詞義，亦即因聲求義。
再看義訓，它是指以通語、常言去解釋不易知的文語、古語或方俗
語。其方式主要有直訓和義界兩種。直訓就是用一個義同或義近的字直接去
解釋另一個字。如《子罕篇》“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下，錢時注曰：“罕，少也
。”19 《顏淵篇》“草上之風，必偃”下，錢時注曰：“偃，仆也。”20 《子路篇》“使
於四方，不能專對”下，錢時注曰：“專，獨也。”21 義界就是揭示並確定經典
中字詞的涵義的界限。如《八佾篇》“八佾舞於庭”下，錢時注曰：“佾，舞列
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八人。”22 《雍也篇》“子華使於齊，冉
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 請益。曰：‘與之庾。’ 冉子與之粟五秉。子
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原思爲之
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下，錢時注曰：“釜，六
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九百，九百斛。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
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23 《鄉黨篇》“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下，錢時
注曰：“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24 《先進篇》“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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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29。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581。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39。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584。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590。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16。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34。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36。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589。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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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下，錢時注曰：“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25
通過和朱熹《論語集注》的比較，我們不難發現，錢時雖然是心學派的
傳人，但吊詭的是，其音訓基本上是承襲了朱子的《集注》，而少有改變，頗
具漢學色彩。這顯然是與寫書的初衷——家塾講習之作息息相關。這在“論語
學史”上也是頗爲值得關注的一個方面。

三、闡發本心論
作爲南宋心學派的代表人物，錢時在詮釋《論語》時，既秉承了陸九淵
和楊簡的“本心論”思想，又在此基礎上有所引申和發揮。
心學的主要特徵就是不僅把心視爲具有思維功能的一個器官，而且將
其視爲具有萬物本源性質的抽象本體。錢時的思想亦是如此。
一方面，他承認心是人體的一個器官，具有思慮的功能。在詮釋“君子
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
難，見得思義”時，他指出：“此一章正是行著習察精密處，人之行已，那一事
不就不思上壞了。其目雖九，其本則一。何謂一？曰由乎心。不明乎心而欲
逐項正救，難矣。思明則非禮勿視，思聰則非禮勿聽，思忠則非禮勿言。此外
大抵非禮勿動之事也。”26 也就是說，思明、思聰、思溫、思恭、思忠、思
敬、思問、思難、思義皆由心而生。這實際上與《孟子·告子上》所說的“心
之官則思”異曲同工。
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了“心之本體”，並以此作爲構建學術思想體系的基
本範疇。这里的“心之本體”亦稱“心本”，“心本”猶“本心”。《漢書·郭解傳》
曰：“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眥如故云。”顏師古
注云：“心本，猶言本心也。”在錢時看來，“心之本體，與天同運，自強不息，
所以配天”，27 本體之心可以與天相比並，具有天的屬性。它無邊無際，無所
不在，無所不通，“心本未始不廣大也”，28 “心本虛明，無方無體，範圍天地，
其大無外，只爲有我”，29 “本心昭融，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30 此
虛明之心，至大無外，將天地都囊括在內，一切萬物都源於此，“物物皆我
心”，31 心外無物。在錢時看來，本心不存在時間和種族的差別，“此心萬古
24
25
26
27
28
29
30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23。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29。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60-661。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66-667。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586。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30。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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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本無夷夏殊”。32 在詮釋《衛靈公篇》“有教無類”章時，他更指出，無論貧
富、貴賤、智愚、善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他說：“種類雖或不同，然同
有此心，則同有此理。”33 這裏更多的是對前人的承襲。
在詮釋過程中，錢時還對本心予以了多角度的解讀，賦予了其更多的內
涵。一是“仁即人之本心”。34 在詮釋《學而篇》“巧言令色鮮矣仁”章時，錢時
說：“仁，人心也。” “得其本心，斯謂之仁。”35 仁是人心所固有的，人之本心
就是仁。因此，欲求仁，需覺其本心，而覺就是指內心的感悟。他說：“覺其本
心而至於常，覺常明者仁。”36 心欲求仁，則仁自至，不假外求。他說：“仁，人
心也，豈遠於人哉？然而舉世茫茫，不啻數千萬里之隔者，人自遠之耳。欲
仁，仁至，非有物自外而來也。”37 在錢時看來，仁者應“用心高遠，以廣惠愛
爲仁”，努力做到“己欲立而欲人之皆立，己欲達而欲人之皆達，此仁者之心
也”。38 他進而指出，仁者不能失去本心。在詮釋《衛靈公篇》“志士仁人，無求
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時，錢時說：“仁者，不失其本心之謂。義所當死而
幸生苟免，則本心亡矣。生猶無生也。當死而死，浩然無愧，乃所以成仁。雖然
各惟其可而已。苟可以不死而勇於自殺，則與求生害仁者，均一失也。豈志士
仁人之所爲哉？”39 義當該死，而苟活於世，就失去了本心，就有害於仁。
二是禮爲本心之妙用。在錢時看來，禮樂與人心關係密切。他說：“禮
者，人心之大閑，天則之不可逾者，故立於禮。樂所以養人心之和，使無非僻
之侵，故成於樂。”40 “仁，人心也。禮者，履此而已。樂者，樂此而已。非徒玉
帛鐘鼓之云也。不仁則何以爲禮樂？此爲前二者發。”41 如此一來，錢時就把
禮樂和人心搭掛了起來，二者也成了人心中先天固有的元素。在《新安州學
講義》中，錢時通過對《顏淵篇》“顏淵問仁”章予以了詳細的講解，進而探討
了禮和本心的關係。他說：“禮者，天則之不可逾者也，一逾此，則無非己
私。有一毫己私，即不足以爲禮，有一毫非禮，即不足以爲仁。先聖於此，不
曰克己爲仁，而曰‘克己復禮爲仁’，非於禮之外而他有所謂仁也，曰‘復禮爲
仁’者，所以明復禮之即仁也。大哉，禮乎！分而爲天地者此也，轉而爲陰陽
者此也，變而爲四時者此也，列而爲鬼神者此也，此即本心之妙，即所謂仁
也。克己即復禮矣，復禮即爲仁矣。夫以天地之廣大，陰陽之闔辟，四時之運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56。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56。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57。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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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599。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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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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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鬼神之變化，而此禮實爲之則。一日克己，豁然清明，道心大同，範圍無
外，謂之天下歸仁，良不爲過。”42 禮之所以能成爲天地、陰陽、四時、鬼
神運行變化的規則或規律，關鍵就在於人之本心發揮了作用。
三是本心具有正直、無邪、不偏不倚的特點。在錢時看來，本心是正
直無邪的。他說：“本心本直本無邪。”43 本心是不偏不倚的，他說：“本心
虛明，略無偏倚，是之謂中。”44 “本心本中，本無偏也。抑其過，勉其不及，
則中。”45
正是由於本心具有上述屬性，所以錢時才在承襲陸九淵“學問之要，得
其本心而已”46 思想基礎上，將“本心”作爲構建學術思想體系的基本範疇。
他之所以不直接用“心”，而使用“本心”，主要是爲了“強調道德意識是每個
人心的本來狀態，它存在於任何時代任何人身上，是永恆的和普遍的”。47 这
無疑是進一步發展了陸九淵和楊簡的學說。

四、抉發修養工夫論
在錢時看來，仁義忠信等道德原則是人的天性所固有的，不是外鑠的。
他說：“天爵良貴，天之所以予我，而人之所以自別於禽獸者。”48 此處的“天
爵良貴”出自《孟子·告子上》，指的就是仁義忠信等道德原則。正是因爲這些
道德原則是天賦的，所以錢時主張修養工夫在於求諸內，在於存養。具體方
法是：
第一，內省。所謂內省，就是對自己的所思所爲進行內在的反思，看其是
否合乎道德規範的要求。錢時非常重視內省工夫。在他看來，仁義忠信等道德
原則之所以在某些人身上丟失了，關鍵就在於這些人不知自我反省。他說：
“我之所固有者，乃茫然不知自反。”49 他們“甘心自棄，溷溷於蛆蠅糞壤而不
知反”。50 因此，人民欲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就必須進行自反內省。他說：
“學者誠切己而反求，庶不繆其所趨向矣。”51 在錢時看來，“君子務內，只是自
反”，52 “君子所可致力者，盡其在我而已”。53 只有內省，才能自得，“聖人之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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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慈湖學案》，頁2486。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04。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76。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28。
陸九淵，《陸九淵集》，頁519。
陳來，《宋明理學》，頁19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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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無入而不自得也”，54 “一旦感悟，心通內明，乃自得耳”。55 只有內省，才能
改過遷善，“內省則改過”56；只有做到無愧於內心，才能恢復心的本然狀態。
在詮釋《顏淵篇》“內省不疚”時，他指出：“不疚者，此心澄然，無纖毫疵病之
謂。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何所憂懼乎？……內省二字，是用力處。”57
只有發自內心的自我拷問，才能知錯改錯。在詮釋《公冶長篇》“吾未見能見其
過而內自訟者也”時，錢時注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鮮有過而不知者，不
能訟，故不改耳。發於本心，自悔自罪，痛自咎責，如抱冤屈以求伸者焉，方可
謂之內自訟。念念不舍，過無由生，訟不由中，改必不力。夫子以爲未見而發
‘已矣’之歎，警動學者改過之機，至深至切。”58 看到自己的錯誤，能發自本心
的自我反省，才能徹底改掉。
第二，居敬。錢時非常重視居敬的修養工夫。在他看來，“人患不能敬
耳”，59 只有持身恭敬，才能敬行其事，“所居者敬，則所行無非敬”。60 因此，
修身需以敬爲主。錢時在詮釋《憲問篇》“子路問君子”章時指出：“修己以
敬，正《大學》之要旨。所謂治國之道及平天下，皆本於是。子路不能切實內
省，意若未足，而再三問之。夫子既答以安人，又答以安百姓，次第推究，不
離修己二字。又恐其未喻也，直以堯舜猶病答之。嗚呼！敬哉！外此而求，
多也哉？”61 這就是說，保持敬心，維持敬意是修身第一要務。而此敬心，是
人固有之本心。他說：“孩提之童，知愛其親，本未始不孝也，惟不敬，故失
之。敬則私意斷絕，本心昭融，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於是乎在
養。而不敬，與獸畜之者無異，謂之孝可乎？雖然指能養者而言耳。”62 “斯民
尊君親上之心，本未始不敬，本未始不忠，本未始不勸。上之人無道以臨
之，遂使民彝泯亂，不獲盡其分。季康子，魯大夫也，由是而知所以臨民，則
善矣。抑思敬忠以勸，所以事其君哉？”63 孝親尊上之心爲人所固有，或受私
意蒙蔽，或因無道之治的影響，才導致此心的斷絕。修養的過程就是摒棄外
來的干擾，保持敬心。“若以利祿先入，其心只是私意，安得能敬？”64 如何保
持敬心呢？需從小教之以禮。錢時說：“賊，仁者謂之賊，侈然自放則本心亡
矣。非賊而何？然其病則自不孫弟始。方其童幼，傲然莫知有敬事其長上之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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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20。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595。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31。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01。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57。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01。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48-649。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585。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587。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57。

唐明貴 / 錢時《論語》詮釋的特色

145

道，不孫不弟，習以性成。及其長也，又無一善之可稱。果何貴於食天地之
粟，而謂是人也？老而不死是爲賊耳。因原壤踞肆，推明三節以諭之，復叩
其脛以警之。夫子教人未有如此章之切直者。然則童蒙之日，可不以孫弟爲
先務，而使習於禮訓也哉！”65 只有自幼道之以禮，才能習以性成，使之熟知
“敬事其長上之道”。
第三，心有所主。在錢時看來，“人之心，固各有所主也”。66 只有心有所
主，才能言行不放逸，才能屏去聞見思慮的煩擾，才能強化自己的內心涵
養。他說：“才不放逸，則本心本自無害。居處恭，不放逸於暗室屋漏之地
也。執事敬，與人忠，不放逸於交事應物之時也。然有須臾間斷，便不可。”67
而“一失所主，橫流奔放，其禍有不可勝言”。68 心無所主，人之視聽言動就會
毫無約束，就會使本心受到傷害。在詮釋《里仁篇》“以約失之者鮮矣”章時，
他指出：“約，不放逸也。約則有守，自然寡過。才放逸，便失了。”69 言行不
放逸，則表明心有所守，自然過錯少；如果稍有放逸，則會有害於本心。他
說：“始昏始虧，放逸乎天則之外，而本心蝕矣。”70 如果過於放逸，則會導致
本心的消失，“侈然自放，則本心亡矣”。71
既然“心有所主”如此重要，那麼該主於什麼呢？錢時指出，“惟主於忠
信，方是立德之本”，72 “所主者忠信，大本立矣”。73 “主忠信”在《論語》中先
後出現了三次，錢時認爲這體現了孔子的良苦用心，“主忠信凡三出，示人立
德之本，至深切矣”。74 在他看來，孔子所教也是以忠信爲主。在詮釋《述而
篇》“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章時，錢時指出：“非文不著，非行不實，
非忠信不立，名四而實一。忠信爲主，行次之，文又次之。”75 進一步彰顯了
忠信的地位。在他看來，如果心主忠信，則愛惡就不能爲所欲爲。他說：
“《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愛惡皆私意也。
死生有命，豈他人私意所能爲哉？此惑之大者，才主忠信，自無此事。”76 主
於忠信，則能勝私爲公，使私意無所施。
錢時指出，作爲立身之本，忠信在日常生活中斷不可一時一刻無之。他
說：“日用工夫，往往多就交際應酬上走作，故曾子三省，以忠信爲先。《記》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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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忠信大道。’ 《易》曰：‘忠信所以進德。’ 謀不忠，交不信，則所以傳而習
之者，何事哉？”77 因此，孔子“或言或不言，雖各有宜，無往而非忠信篤敬
也”。78 不惟聖人如此，即使在州里蠻貊，忠信之道也成爲人們遵奉的行爲規
範。在《憲問篇》“子張問行”注中，錢時對此予以了闡發：“子張嘗問干祿，嘗
問達，此又問行，大抵皆務外，以求遂其所欲。夫子一使反求諸己，就言行上
切實用功，正切子張之病而教之也。遠而蠻貊，近而州里，習俗雖異，本心則
同，忠信篤敬感無不通。見其參前，見其倚衡，則是無時而非忠信篤敬也，無
往而非忠信篤敬也。舉天地萬物，萬變萬化，皆我忠信篤敬之妙也。行矣，雖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何州里蠻貊之間哉？子張書紳，惜乎未領。”79 把
忠信視爲了本心固有的道德原則。
忠信不僅是修身之本，而且在爲政之本。在錢時看來，“不欺於心爲
忠”。80 他在詮釋《顏淵篇》“子張問政”章中孔子所言“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時，指出：“無倦則不息，以忠則不欺，爲政之本也。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
矣。夫子之告子張，大抵如此。居是心之所安處。”81 執行政令時忠誠無欺，不
折不扣，此之謂爲政之本。同時，錢時還指出，“信則事事皆實，無信則事事皆
虛”，82 因此，信無論是對個人而言，還是對國家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在
詮釋《顏淵篇》“子貢問政”章時，他對此進行了詳細的解釋：“人之所信，如
木有根。其根一撥，隨即僵朴。是故父子無信，則無以親。君臣無信，則無以
義。夫婦無信，則無以別。長幼無信，則無以序。綱淪法斁，人道泯滅矣。何自
而能立哉？夫子始論爲政，謂斯民不得其養，不安其生，則非空言所可孚
耳，非謂信在兵食之後也。兵食，即所以信也。子貢直就三者反復問難，究見
根底。此聖門之所以善學歟。論食則兵爲輕，論信則死爲輕。”83 信於人道、
治道都舉足輕重，決定著人能否立於世，國能否長治久安。有鑒於此，他建議
爲政者存心於信，以取信於民。他說：“寬則爲衆所歸，信則爲民所賴，敏則
與天同運故有功，公則一視同仁故說。此四者，夫子所常言，而帝王之所以治
國平天下也。”84 “寬、信、敏、公，大抵是言其存心處。”85 這就是說，只有
心中懷信，才能爲民所賴。
第四，去意。楊簡“以不起意爲宗”，86 在他看來，人心本清明，動於意
欲，始有過。錢時繼承和發展了乃師的觀點。他認爲孔子所言“毋”乃是所以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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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之意，“絕”乃是去之意。他說：“意、必、固、我皆私也，大抵都從意上
起，一節深一節。本心澄然虛明，如何著得此四字。絕者，去之。毋者，所以
絕也。”87
在錢時看來，人先天固有之心，清虛純潔，澄然清明：“本心虛明純然”，88
“心本洞然，萬里昭徹，無纖毫凝滯也”，89 “君子之心，虛明洞然，無毫髮意念
”。90 認爲只要“起意”，便會導致本心的偏離。他說：“本心本直，微起意，即失之
流俗。”91 “心本直也，有一點私意，便失其直。”92 他還把仁、本心與意聯繫起
來，指出：“不違仁者，無纖毫意念蔽其本心也。”93 而一旦意起，便會違仁，便
會蒙蔽本心：“念慮之微，纖毫微動，便是違仁，豈若小人之所謂不仁者哉？顛
冥人欲橫流之中，醉生夢死，浮沉溷溷，安知本心之本仁也？”94 意起欲興，使
人喪失澄明之心，害道甚矣。錢時進而對意起之後的危害進行了剖析。在《新安
州學講義》中談到《顏淵篇》“顏淵問仁”章時，他指出：“仁，人心也。此心即仁，
虛明渾融，本無虧闕，爲意所動始失其所以爲仁，爲物所遷始失其所以爲仁，爲
習所移始失其所以爲仁，爲欲所縱始失其所以爲仁，狂迷顛倒，醉生夢死，昏昏
憒憒，日用而不知，皆己私爲之窟宅，非本心然也。”95 在他看來，如果本心上有
私意，就不能躬行恭寬信敏惠之事：“本心上有纖毫私意，如何行得此五事？能
行五者於天下，即爲仁矣。恭則誠，寬則裕，信則實，敏則不懈，惠則溥。”96 如果
率意而爲，則與禽獸無別：“率意妄作，幾無以自別於禽獸。”97
既然“起意”有害於本心，那麼如何才能做到不起意，從而保持本心的虛
明純然之態呢？一是覺其本心，以仁守之，以禮行之。在詮釋《學而篇》首章
時，錢時注曰：“學者，覺其所固有而已，故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心本
無體，虛明無所不照；爲物所誘，爲意所蔽，爲情所縱，而昭昭者昏昏矣。是
故貴於覺也，不覺則何以習？”98 這里，錢時將“學”釋爲“覺所固有”，並強調
心本來虛明澄澈，但易爲物所誘、爲意所蔽、爲情所縱，所以“覺”就是使心
恢復虛明澄然的原初狀態。他進而指出，人要想成就內聖外王之業，就必須
在覺此本心的基礎上，守此本心，去除意欲念動，做到臨民時端莊，舉措施
爲時唯禮是從。在解釋“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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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16。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02。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27。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12。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00。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54。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02。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42。
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慈湖學案》，頁2486。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63。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48。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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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
善也”章時，錢時說：“知及之者，覺此本心之謂也。覺則至矣，故曰知及。大
學之道，在明明德。《晉》之《象》曰：‘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此，斯謂之知。守
此，知而不失，斯謂之仁。舊習蔽錮，安能盡淨，意欲念動，如雲忽興，兢業不
繼，用力微懈，雖得必失。昏昏如，故甚可畏也。仁能守矣，至於臨民則又不
可不莊矣，至於舉措施爲則又不可不以禮。知及仁守，所以成己也。莊蒞禮
動，所以經世也。異端之教，自謂識心見性，而呵佛罵祖，果莊已乎？離倫絕
類，果禮已乎？”99 只有覺其本心，且持之以恆的守之以仁、行之以禮，才能
盡除私意雜念，才能做到既能成己又能經世。二是克己，就是約束自己。錢
時在詮釋“顏淵問仁”章時，闡述了詳細的克己工夫。他說：“大凡意念雖各
不同，未有不從我上起，有我則百邪交叢，無我則百念皆空，是故貴於克
也。己克則心本無恙，天則不逾。所謂復禮也，非復禮之外又有仁也，復禮即
所以爲仁也。故曰：‘克己復禮爲仁。’ 誠能一日克己復禮，霾霧披掃，清明洞
然，而天下皆歸吾仁矣。非今日而始歸也，天下本在吾仁中。昔蔽而今悟
也。雖然用工切實，則誠在我，豈他人所能致其力哉？下文視聽言動之目，
即爲人由己之事也。且如視時，是雖欲視，動於一念，隱然未露，知其非禮，
隨即滅然，是之謂克。以至曰聽，曰言，曰動，未有不息念慮之微，而致其力
者。非制之於口耳，制之於事爲，而後謂之勿也。”100 在他看來，“己克”則無
我，無我則私心雜念無由起，私心雜念無由起則視聽言動皆依於，從而天下
歸仁。
第五，力行。在陸九淵看來，心正則行直，致知重在“力行”，101 故其特別
重視踐履之學。102 錢時亦是如此。在他看來，“本心上有纖毫欠闕，所行必有不
慊處”，103 本心出了問題，行動上也一定會出問題。在心正的基礎上，就需著
力考慮力行的問題。錢時指出，力行首在立志。他說：“匹夫有志尚不可奪，況
志學者乎？此是力行第一個字。”104 志爲力行第一要義，決定著人們的價值取
向：“人之趨向，全在立志。苟志於仁，即念念在仁矣，自然無惡。”105 只有篤志
力行，才能“博學於文而約以禮”，106 才能“不求安飽，能敏事慎言”。107 其次，
力行貴在持之以恆。在詮釋《述而篇》“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
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時，錢時指出：“善人者，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55-656。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30。
101 樊浩，
《道德之“民”的誕生》，頁10-23。
102 張品端，
《朱熹與陸九淵哲學思想之比較》，頁1-5。
103 錢時，
《融堂四書管見》，頁668。
104 錢時，
《融堂四書管見》，頁620。
105 錢時，
《融堂四書管見》，頁593。
106 錢時，
《融堂四書管見》，頁605。
107 錢時，
《融堂四書管見》，頁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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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不善之名。有常者，不變之謂。惟能不變，方可進學而純於善耳。然而亦不易
得也，故曰斯可矣。如下文所言三者，虛誕無實，乃後學之通患。如之，何其有
常哉？聖門工夫只一‘常’字，是力行之要，所以拳拳乎此。”108 惟能有恆心，才
能日進其德。再次，力行貴在致知。在錢時看來，要想力行，需先知道力行下手
處，這就需要致知，即明理。他說：“畢竟仁在何處，如何是不違，如何是必於
是，知乎此，則知所用力。”109 認爲致知後力行，才能不斷進步，“知所以說則
知所以用力，知所以用力則自強不息，日進無疆矣。”110 在《論語》詮釋中，錢
時還進一步探討了致知與力行的關係，他說：“學而不思，則無致知之功，故
罔。思而不學，則無力行之實，故殆。”111 “知，所以致知也。勇，所以力行也。知
則仁矣，仁則勇矣。三者只一事。”112 頗有知行合一的味道。又次，力行貴在少
言多行。在錢時看來，“與其言浮於行也，不若行浮於言也”，孔子之所以說“君
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就在於警告學者勿言過於行，“夫子於言上著一恥字，於
行上著一過字，大抵學者空言多，力行少，所以警切之”。113 錢時指出，人們應
“以躬行不逮爲恥”，114 應“實見實履，不在言語上”。115 他說：“大率先言者，
未必能行。誠力行，雖不言可也。”116 認爲要想成爲道德高尚之人，必須“實
履”。在詮釋《先進篇》“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跡，亦不入於室’”時，他
說：“踐跡，實履也。入於室者，入善人之室也。堂堂乎張，未必實履，徒問之何
益？所謂善人者，念念無惡之人耳。然非實履，則亦不能自造其奧也。踐跡二
字，正切子張之病，箴之。”117 只有切實按照善人的標準去做，才能深造自得；
徒問之，而不行之，無益於個人品行的提升。最後，力行應著力於打造細節。如
在對父母孝的問題上，錢時認爲關鍵在於如何做到敬和和顏悅色，尤其是敬。
在詮釋《爲政篇》“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時，
他說：“得父母於容色之間，非先意承志者不能。然須識所以難者何在。若嘻嘻
媚悅，不以其道，則非所難也。服勞具饌，亦皆人子事，但不可專以是爲孝耳。
和氣浹洽，天性昭明，骨肉之間，無非大順。四子問孝，答之不同，而其人品亦
自可見。游、夏，聖門高弟，違禮節、危父母之事，宜無有也，故直以敬與色難
警策之。即此，便是學問用力精微處，且未有不敬而能順色者也。四者皆當以
敬爲主。”118 又，在求仁的過程中，錢時認爲應努力做到“不遷怒，不貳過”。他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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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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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20。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46。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596。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596。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586。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628。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頁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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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不遷怒，不貳過，真用力於仁者。聖門之好學如此哉！旁遇他事，微有未
平，即所謂遷；萌於隱微，斬截不果，即所謂貳。此二語工夫極精密。”119 從細
微處入手，才能將力行工夫做得精密。
由上可見，在修身問學中，錢時一方面主張以“內省”、“居敬”、“去
意”、“心有所主”等作爲內聖的工夫，從而爲人們淨化心靈、提升道德境
界提供了一套獨特的指導方法；另一方面，他又主張“力行”，試圖通過實
功而進行心性修養，從而將屬於“內聖”範圍的實功即實修的思想，轉化爲
“實行”、“實踐”的“外王”行爲，爲造就“內聖外王”型的真正聖人提供了新
的路徑。120

五、結語
錢時所做《論語》詮釋，一方面注重訓詁，不僅重視對字詞的注音，而且
重視對名物典制的釋義，具有濃厚的漢學底蘊。另一方面，又注重義理闡
發，不僅重視心學本體論的建設，而且重視從工夫論的角度思考內聖外王問
題，具有鮮明的心學特色。這在《論語》詮釋史上可謂獨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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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of Qian S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Lunyu
TANG Minggui

Abstract
The Rongtang’s Humble Opinion on The Four Books Vol. II written by Qian Shi
is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of the Lu school of mind which focuse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Lunyu. When interpretating the Lunyu, on one hand, Qian Shi
center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texts, not only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honetic not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but also laid emphasis on the
paraphrasing of wares and institutions, taking on great sinological connot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he focu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aning and theory of the
Lunyu, not onl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idealism, but also advocating
the inner sageliness characterized by “self-examination,” “the act of respect” and
“meditation,” and outer kingliness characterized by “doing” and “practicing,” taking
on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mind philosophy. His work can be described as uniqu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ritical study of the Lunyu.
Keywords: Qian Shi, Rongtang’s Humble Opinion on The Four Books, Mind

philosophy, Lunyu, interpret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