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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提要
陳祥道的《論語全解》是荊公新學派詮釋《論語》的代表作，反映了該
學派的《論語》學思想。他一方面博采儒家學說尤其是禮學以作佐證，
同時還征引老、莊學說特別是《莊子》之學以詮釋《論語》，這充分反
映了王安石所倡導的新學學派注釋儒家經典的特點。陳氏這種援老學中
合乎“義理”的部分以入儒的作法，使得儒家學說中的義理大為豐富和
充實，從而也就把儒家的地位提高到佛道兩家之上。這也適應了北宋時
期的儒佛道三教融合，三教歸一的大的歷史發展潮流。另一方面，陳氏
注重義理解經，注重闡發圣賢經典中所直含的性命之理和道德之意，成
為《論語》學由“漢學”過渡到“宋學”的中間環節，在《論語》詮釋
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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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祥道的《論語全解》是荊公新學派詮釋《論語》的代表作，集中體
現了這一學派的《論語》學思想，是我們研究宋代不同學派《論語》詮釋
的重要文本之一。關於該書的研究，截至目前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對
《論語全解》版本的研究，如吳其昱的《列寧格勒所藏〈論語全解〉西夏
文譯本考》(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敦煌學會編《敦煌學》第七輯)
和聶鴻音的《西夏譯本〈論語全解〉考釋》(寧夏文化管理委員會辦公室、
寧夏文化廳文物處編《西夏文化史論叢》第一冊)；一類是對陳祥道《論語
全解》注經特色的研究，如張百文的《陳祥道<論語全解>探析》(國立高
雄師范大學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苗露、金生楊的《陳祥道<論語全解>
的解經特色》(《船山學刊》2012年第2期)和芝木邦夫的《陳祥道<論語全
解>——主體的釋義》(松川健二編、林慶彰等譯《論語思想史》，萬卷樓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上述研究或側重於版本考證，或側重於某一
方面的研究，缺乏對《論語全解》的注經特色的全面深入的研究。有鑒於
此，本文擬對陳祥道《論語全解》的解經特色作進一步的探討。

一、博采儒家學說尤其是禮說以詮釋《論語》
為了使經義通達、確鑿可信，陳祥道在詮釋《論語》時，對經文的解
釋往往征引諸經以作佐證。在《論語全解》中，引用涉及的儒家經典主要
有《詩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易經》、《春
秋》、《春秋傳》、《左傳》、《公羊傳》、《谷梁傳》、《孝經》、《孟
子》、《中庸》、《荀子》等。
對這些經典的引用有時會較為集中地出現在某一經文章句的詮釋中，
如《為政篇》“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章，陳氏解釋道：“忠信
者善周復故周，阿黨者多缺露故比。君子忠信而已，故周而不比；小人阿
黨而已，故比而不周。大凡言君子道全、小人道缺者，此也。《書》言
‘自周有終’，《詩》云‘行歸於周，周爰咨諏’，皆君子之道也；
《詩》曰‘洽比其鄰’，皆小人之道也。然周亦有小人之周，比亦有君子
之比。《左傳》曰‘是為比周’，原思曰‘比周而友’，小人之周也；
《易》之‘顯比’，《周官》‘比閭’，君子之比也。”(《論語全解》卷
一)在這段文字中，陳氏先后引用了《書》、《詩》、《左傳》、《易》、
《周官》中的經文做佐證，一方面說明君子之道“周”、小人之道“
比”，另一方面說明“周亦有小人之周，比亦有君子之比”。
又，《泰伯篇》“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
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章，陳氏注曰：“士不可以
不尚志，不可以不弘毅。弘則張大而有容，毅則致果而有濟。孟子曰：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蓋人生莫不有剛大之氣，患乎不能尚志以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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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志以帥之則弘可以致至大，毅可以致至剛，故能任重而道遠。《禮》
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至。’此所以不可不弘毅也。
《詩》曰：‘惟仲山甫不侮矜寡，不畏強御。徳輶如毛，惟仲山甫舉
之。’則不侮矜寡，弘也；不畏強御，毅也；惟仲山甫舉之，任重也。
《記》曰：‘斃而已矣。’荀卿曰：‘生乎由是道，死乎由是道。’遠之
謂也。《坤》言‘厚徳載物’，《乾》言‘自強不息’，則任重者地道，
遠者天道。充弘毅至此，則大人之事備。孟子於士尚志，則兼仁義言之，
此則言仁不及義者，仁者義之本故也。”(《論語全解》卷四)在這段文字
中，陳氏先后引用了《孟子》、《禮》、《詩》、《荀子》、《易》中的
經文，解釋了“弘”、“毅”和“任重”的含義，揭示了“任重而道
遠”、“士不可不弘毅”的原因。
在這些經典中，最凸顯的就是大量引用三《禮》之學解說《論語》。
由於陳氏治經，以禮學見長，故其詮釋《論語》，亦於禮學青睞有加。這
在《鄉黨篇》表現的比較明顯。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
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章，陳氏注曰：
道與之才，圣人達之以為藝；道與之貌，圣人達之以為儀。前言執
射執御，圣人之藝也；此言鄉黨之禮，圣人之儀也。然圣人之行禮，不
以居家者施之鄉，不以居鄉者施之朝，故於燕居則申申，於鄉黨則恂
恂，於朝廟則便便。凡皆異之以稱物，同之以平施而已。恂恂，徳性之
謂也。便便，辨治之謂也。鄉黨貴徳信，則遜而無所辨，故似不能言。
朝廟貴辨，而不可不敬，故曰便便唯謹。《周禮》司徒教民以“孝、
友、睦、婣”而繼之以“任、恤”，此鄉黨貴徳信者也。《禮記》言
“朝極辨”，此朝廷貴辨治者也。子入太廟，每事問。《周禮》“禁慢
朝、錯立族談者”，孟子謂“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禮》曰“在朝
言朝”，此“便便言，唯謹爾”也。禮言庶子在宗廟之中如在外朝之
位，此言夫子在宗廟朝廷，皆“便便言，唯謹爾”者也，宗廟朝廷之禮
一也。以孔子觀之，色勃如，足躩如，入君之門則鞠躬如不容，執君之
圭則鞠躬如不勝，與上大夫言則訚訚，與下大夫言則侃侃，動容周旋無
不中禮，則禮之為用可知矣。《詩》云：“攝以威儀，威儀孔時。”此
之謂歟！(《論語全解》卷五)

在這里，陳氏指出，孔子根據不同的地點及對象，分別采用不同的禮
儀形式，并闡明了原因。為了更加清晰地說明這個問題，他還引用了《周
禮》、《禮記》、《詩經》經文，對《論語》中所體現的孔子采用的禮儀
形式進行了詳細的注解，認為孔子“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很好地詮釋了
禮的作用。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后，襜
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章，陳氏注曰：
朝聘之禮，主有擯，賓有介。公則擯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
人。公則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擯有紹擯、有上擯，介有眾
介。如此，然后命有所傳，情有所達，而不相凟也。“君召使擯，色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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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也”，其容不特莊而已；“足躩如也”，其容不特重而已；“揖所與
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其容不特恭而已。孟子稱“齊王勃然
變乎色”，《易》以“矍矍”為之不安，則勃如色之變也，躩如足之不
定也。夫擯進則揖，遜退則不顧。揖遜者，難進也；不顧者，易退也。
《聘禮》、《公食大夫禮》，公既拜送，然后言賓不顧，皆擯者復命之
辭。《周官》掌訝“詔其位，入復。及退如之”。退亦入復，所謂賓退
必復命也。(《論語全解》卷五)

在這里，陳氏著重介紹了朝聘之禮儀式的諸多環節，以及在這個儀
式中負責為國王接待賓客之人應當具有的莊重的儀態，并引用了《周
禮》、《儀禮》等經典予以佐證，使讀者對這一古代的禮儀形式有了清
楚的認識。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章，陳氏注曰：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敬君惠也。“君賜腥，必熟而薦
之”，榮君惠也。“君賜生，必畜之”，仁君恵也。《禮》曰：“侍食
於君子，先飯而后已。”又曰：“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后祭先飯。”夫
於先生君子其敬尚如此，況侍於君側乎？此《禮》所以言“君客之，則
先飯，辨嘗羞，飲而俟”也。《禮》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
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亦嘗食之意也。古者於爨則祭先炊，於田
則祭田祖，於樂則祭樂祖，於開龜則祭先卜，於養老則祭先老，於學則
祭先圣先師，於馬則祭馬祖先牧，於射則祭侯，於駕則祭車，以至師田
有禡，飲食有祭，皆所以不忘本也。君之祭，仁也，而禮存焉；臣之先
飯，禮也，而仁存焉。(《論語全解》卷五)

在這段文字中，陳氏闡明了古代的飲食禮儀，國君賜給熟食，一定擺
正坐位，先嘗一嘗，這是對國君恩惠的尊敬。國君賜給生肉，必煮熟后先
薦奉於祖先，讓他們也以受到國君的恩惠而感到榮幸。國君賜給活物，一
定養著它，以體現國君恩惠的仁愛之義。陪著國君吃飯，國君先祭祀，臣
下先嘗飯，這都體現著禮。
又，解《衛靈公篇》“師冕見”章，則引《禮》待瞽者如老者之義以
明之。他說：“老者在所養，喪者在所恤，貴者在所敬。古之人待瞽者如
老者、喪者、貴者，所以盡禮也。《禮》曰：‘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
瞽亦如之。’又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
如之。’”(《論語全解》卷八)這實際上是引用了《禮記?王制》、《禮記?
內則》的兩段文字，證明“待瞽者如老者”之義。同篇“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章，則引《鄉飲酒》之義給予闡明。他說：“君子為己不重而責己重
以周，為人不輕而待人輕以約。重以周，故自厚；輕以約，故薄責。君子
之交，盡己之歡而不盡人之歡，竭己之忠而不竭人之忠。鄉飲酒之酬賓，
主人卒觶而賓不舉，亦是意也。”(《論語全解》卷八)
幾處所釋，雖“未必盡合經義，而旁引曲證，頗為有見”(《論語全解
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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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用老、莊之說解說《論語》
王安石自小無書不讀，涉獵廣泛，知識淵博，故他除對儒家經典的注
釋外，還有不少道家經典的注釋，如《老子注》、《莊子解》等。在他看
來，只要合乎義理，有可取之處，就應兼收博采，摒棄門戶之見。他曾對
曾鞏說：“善學者，讀其書唯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則樵牧之言猶不廢；
言而無理，周、孔所不敢從。” (《冷齋夜話》卷六)因此，引老莊之說以
解經，也成為荊公學派的一大特點。陳祥道自不例外。在《論語全解》
中，他征引《莊子》處共有36條，其中《天道篇》、《胠篋篇》各重復引
用兩次；征引《老子》處共有28處，其中第63章引用兩次。1)他對老莊之
說的運用主要有兩種情況：
第一，通過征引，比較儒道兩家的理念或價值觀之不同。儒道兩家分
別由孔子和老子創立，兩家的理念和價值觀存在著諸多差異。陳祥道在
《論語全解》中對二者進行了比較。如《為政篇》“子曰：‘由，誨女知
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章，陳氏注曰：
由於徳則鮮知，於正名則不知，於人未能事而欲事鬼，於生未能知
而欲知死，則其以不知為知蓋不少矣。孔子所以誨之也，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外不自以誣，內不自以欺，則以不知為知者，非誣且欺
乎？老子之言至於知不知，孔子之言止於知之為知之，老子所言者道，
孔子所言者教也。(《論語全解》卷一)

這里，陳氏通過征引，圍繞著“知”比較了老子和孔子的看法，指
出，老子所言“知不知”是從“道”的立場而言的，而孔子所言“知之為
知之”是從“教”的立場而言的，“可見老子把‘道’放在心頭，孔子把
‘教’作為前提” 2)。
又，《雍也篇》“子曰：‘中庸之爲徳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章，陳氏注曰：
莫非徳也，有髙明之至徳，有中庸之至徳。《莊子》“至徳之
世”，髙明之至徳也。《周禮》之“至徳，為道本”，中庸之至徳也。
《禮》曰：“中者，天下之大本。”《莊子》曰：“庸者用也，用者通
也。”則中者，至徳之體；庸者，至徳之用也。君子以髙明者，人之所
難勉；中庸者，人之所易行，故不以其所難勉者強之使行，而以其所易
行者同之於民，將人人能之。夫所謂民鮮久矣，由上失其道，非一日
也。(《論語全解》卷三)
1) 張百文，《陳祥道<論語全解>探析》，國立高雄師范大學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9頁[Zhang
Baiwen, “Analysis of Chen Xiangdao’s Complete Explanation of the Lunyu,”
Master’s thesis, Gaoxiong shifan daxue, p. 9]。
2) 松川健二編、林慶彰等譯，《論語思想史》，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6，
272-273頁[Matsugawa, Kenji, History of the Thought of the Lunyu, Trans., Lin
Qingzhang et al. Taibei: Wanjuanlou tushu, 2006, pp. 27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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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陳氏將“德”分成“髙明之至徳”、“中庸之至徳”，在他看
來，《莊子·馬蹄篇》所言“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并，惡乎
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
得矣”中的“至德”是“髙明之至徳”，為“人之所難勉”；而《周禮·地
官·師氏》所言“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中的“至德”為
“中庸之至徳”，是“人之所易行”。二者是有所區別的。這樣一來，陳
氏就在注釋中將儒道兩家的“德”進行了比較，指出了二者在層次上的差
別。
第二，通過援引《老子》、《莊子》，融通儒道。陳氏援引老莊之說
解讀《論語》，并非以道家立場來審視儒家學說，而是試圖尋求二者的結
合點，嘗試著融通儒道兩家思想。如《學而篇》“主忠信，無友不如己
者”句，陳祥道在解釋中援引《莊子?天運篇》“中無主則不止，外無正則
不行”經文加以詮釋，指出“主忠信”是有主於內，而“無友不如己”則
是正於外。此解釋便把孔子倡言的“忠信”與道家所宣講的“道”等同了
起來。
《為政》“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
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章，陳氏注曰：
自道言之，賢者非在所尚；自事言之，賢者不得不舉。《老子》曰
“不尚賢，使民不爭”，《莊子》曰“舉賢則民相軋”，自道言之也。
《莊子》曰“行事尚賢，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自事言之也。孔
子之答哀公，則事而已，故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蓋民情好直而
丑枉，舉枉錯諸直，則拂民之欲，而民莫不怨；舉直錯諸枉，則適民之
愿，而民莫不服。(《論語全解》卷一)

在這里，陳氏指出，自大道的角度而言，理應不尚賢；但從行為處事
的角度而言，又不得不舉賢。因此，老子所言“不尚賢，使民不爭”和莊
子所言“舉賢則民相軋”是從大道的角度來說的，而莊子所說“行事尚
賢，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和孔子之答哀公是自行為處事而言的，兩
者立言的層次和角度不同，故并行而不悖。由於“民情好直而丑枉”，所
以把邪惡的人提拔出來，使他們的地位在正直的人之上，就會違背人民的
意愿，導致民怨沸騰；而把正直的人提拔出來，使他們的地位在邪惡的人
之上，就會符合人民的意愿，民眾才會臣服。這樣的解釋，就化解了儒道
兩家在尚賢與不尚賢問題上的矛盾。
又，《雍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章，陳祥道注曰：
天下有均善之性，無均美之才，故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
可以語上。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可以語上者也；“中士聞
道，若有若亡”，可以語上下者也；“下士聞道，大笑之”，不可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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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者也。中人以上，譬則火也，其性趨上；中人以下，譬則水也，其性
趨下。於其趨上也而語之以下，則不仁；於其趨下也而語之以上，則不
智。故孔子之於門人，不以語回者告由，不以語由者告求，凡皆因其材
而已，此所謂不陵節而施之者也。人之生，雖參差不齊，其大致不過此
三品而已。(《論語全解》卷三)

這里陳氏引用了《老子》第四十一章“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
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以作解，將“上士”、“中士”、
“下士”與“可以語上者”、“可以語上下者”、“不可以語上者”搭掛
起來，將道家對人的等級劃分與儒家的性三品說會通了起來。
由上可見，陳祥道援引老莊之說解讀《論語》，“并不是藉著這
些試著要發揚、祖述老子和莊子的思想。那不過是他博雜引用的一部分而
已，以引用這些來作為傍證，使陳祥道的對《論語》章句的主體的解釋得
以展開。換言之，非從老莊的立場來重新認識《論語》，亦即是以老子和
莊子為過濾器，對於《論語》再加以檢討”。3)

三、注重義理闡發
傳統的漢學使人沉溺於細枝末節的煩瑣的章句考證中，學者拘守傳
注，忽視了對經典精神實質的把握。王安石在《書<洪范傳>后》中批評
道：“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為師則有講而
元應，為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隨后他感嘆道；“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
以教，而蔽於傳注之學也久矣。”解決的方法便是掙脫漢學章句的束縛，
以簡潔的筆法訓釋經義，注重闡發圣賢經典中所直含的性命之理和道德之
意。今人侯外廬先生也這樣評價王安石：“訓釋經義，主要在闡明義理，
反對章句傳注的煩瑣學風，這一點，實開宋儒義理之學的先河。”4)
陳祥道承襲了乃師的衣缽，在注釋《論語》時，不關注名物訓詁，而
重在微言大義，掘發其中的性命之理。如《八佾篇》“禘自既灌”章、
“或問禘之說”章、“祭神如神在”章，陳氏合注曰：
禘之為祭，其文煩而難行，其義多而難知。難行也，故自灌而往者
多失於不敬；難知也，故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如指掌。此孔子所以於禘既
灌不欲觀之，於禘之說則曰不知也。夫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其粗雖寓
於形名度數，其精則在於性命道徳。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
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然則魯之君臣，其不
3) 松川健二編、林慶彰等譯，《論語思想史》，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6，271
頁[Matsugawa, Kenji, History of the Thought of the Lunyu, Trans., Lin Qingzhang
et al. Taibei: Wanjuanlou tushu, 2006, p. 271]。
4) 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440頁[Hou Wailu, A Diachronic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1954, p.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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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全也可知矣。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與祭，如不
祭”，“祭如在”，事死如事生也；“祭神如神在”，事亡如事存也。
“吾不與祭，如不祭”，此所以禘自既灌不欲觀之也。孔子於祭則受
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故也。(《論語全解》卷二)

在這里，陳祥道并沒有糾纏於對經文文字及名物制度的詮釋，而是指
出其中蘊含的微言大義，認為“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其粗雖寓於形
名度數，其精則在於性命道徳”。如此一來，陳氏就將“郊社之禮、禘嘗
之義”與“性命道德”聯系起來，生成了新的意義。他進而指出，作為國
君，必須要“明其義”，否則就不合格；作為大臣，必須要“能其事”，
否則就不合格。
圍繞著“性命道德”這一主題，陳氏展開了論述：
首先，他探討了人性問題。人性問題是宋代理學家討論的一個中心問
題，陳祥道對此也予以了探討。他在詮釋《陽貨篇》“性相近也，習相遠
也”章時指出：
天命之謂性，人為之謂習。性則善惡混，故相近；習則善惡判，故
相遠。今夫水之為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通之為川瀆，則有以利
物；升之為霜雪，則有以害物。木之為性，其直則喬以折，其曲則樛以
屈，構之以為棟宇，則為庇人之器；刻之以為矛戟，則為殺人之器。人
之性習，豈異是哉？《書》曰：“習與性成。”又曰：“若生子，罔不
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荀卿曰：“於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
俗，教使之然也。”(《論語全解》卷九)

陳祥道吸收了東漢楊雄“性善惡混”的觀點，認為人性具有善惡兩種
因素，它們都是與生俱來的，經過后天的熏染和學習，發展善的因素則成
為善人，發展惡的因素則成為惡人。這樣的人性論觀點在當時也是獨樹一
幟的。
其次，他探討了性欲問題。陳祥道從性情論入手，賦予情欲以道德理
性的要求。他在詮釋《子罕篇》“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時，指出：“人
之性莫不秉彛而好徳，人之情莫不好順而惡逆。”(《論語全解》卷五)在
詮釋《衛靈公篇》“已矣乎！吾未見好徳如好色者也”章時，指出：“好
徳出於性，好色本乎情。以性勝情為君子，以情易性為小人。”(《論語全
解》卷八)在陳氏看來，情與性是有區別的，前者反映了人善的一面，后者
反映了人惡的一面。由此出發，可以判定一個人是君子還是小人。在此基
礎上，陳氏進一步指出，情對於性而言是有害的。他說：“勝人之謂克，
自賢之謂伐，怨生於所求，欲生於所好，四者出於情而害於性，眾人縱之
而不能止之，學者止之而不能去之。去之可以為仁，止之則可以為義而
已。”(《論語全解》卷七)既然欲來源於情而有害於性，那么就需要節
欲、寡欲。他說：“利者，外物也，求在我，所以寡欲也。”“儉戚出於
天之性，奢易出於性之欲。天之性質而不文，性之欲薄而不厚。二者皆非
中道，故圣人為禮以節之，使之歸縮於中，然后無過不及矣。”(《論語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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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卷二)通過外在的禮的節制，使人的性欲達到中，無過無不及。他還
說：“剛本乎性，欲出乎情。欲不能無求，不能無求則不能無撓也，故曰
‘棖也欲，焉得剛’。君子之於欲也，寡之使不勝，窒之使不行，其固不
為物傾，其完不為物虧，此老子所謂自勝者強，揚子所謂勝私之克者也，
又奚適不剛哉？”(《論語全解》卷三)一個道德高尚的人，應當寡欲、窒
欲，不為外物所累，不因外物的誘惑而使自己的道德受損。這樣一來，陳
氏就給情欲套上了道德的枷鎖。同時，在陳氏看來，一個人如果過度地放
縱自己的私欲，就會導致人之天性的泯滅，有違養生之道。他說：“血為
榮而行於脈中，氣為衛而行於脈外。行於脈中，陰也；行於脈外，陽也。
寇莫大於陰陽，為陰陽所寇而無以勝之，則窮人欲而天理滅，豈善養生
哉？此君子所以有三戒也。然湯之不邇聲色則無事於戒色，顏淵不遷怒、
犯而不校則無事於戒斗，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距則無事於戒得，三戒
蓋以中心為制而已。”(《論語全解》卷八)陳氏在這里變通了《禮記·樂
記》“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中的文字，提出了“窮人欲而
天理滅”的理欲觀，認為通過自身的道德修養可以“無事於”三戒。但他
并沒有進一步展開論述，沒有如后來理學家那樣把天理上升為判別情欲善
惡的終極標準。
再次，他探討了性理之學。在詮釋過程中，陳祥道引入了性、理、命
的概念。如《為政篇》“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陳氏解之曰：“志學至
立，為學日益而窮理者也；不惑至耳順，為道日損而盡性者也，然損之又
損而至於命者也。”(《論語全解》卷一)《雍也篇》“知之者不如好之
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章，陳氏注曰：“知之者，為學日益而窮理者
也。興於詩者，能之好之者，為道日損而盡性者也。立於禮者，能之樂之
者，損之又損而將以至於命者也。”(《論語全解》卷三)在這兩段文字
中，陳氏將《老子》四十八章“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
無為”和《易?說卦》“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結合起來，將孔子的人生歷
程和求學的三個境界“知之”、“好之”、“樂之”詮釋為“窮理盡性以
至於命”的過程，生成了新的意義。進而，陳氏還將“盡性”與倫理道德
掛上了鉤，指出：“《詩》可以興、可以觀，窮理也；可以群、可以怨，
盡性也。學至於盡性，則邇可以事父，遠可以事君。若多識鳥獸草木之
名，則學《詩》之所成終始也。蓋學《詩》則知言，故可以興；知言則有
節於內，故可以觀；有節於內則知所避就，故可以群；知所避就則出怒不
怒，可以怨則人道盡矣。故以之事父則孝，以之事君則敬，此所以成孝敬
厚人倫者也。”(《論語全解》卷九)陳氏的詮釋將學《詩》的作用與窮理
盡性搭掛起來，指出“盡性”則可以孝敬父母、敬事君長。
最后，闡發道德之意。有鑒於唐末以來道德淪喪的社會現實，北宋儒
者希望通過道德重建，扭轉社會風氣，重振儒學雄風。陳祥道在《論語全
解》中對此也予以了探討。在他看來，道德是為人之本，是成為君子的必
要條件。他說：“道徳者，本也；藝能者，末也。有其本而輔之以末，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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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害為君子；若事其末而忘其本，則不免為眾人。周公之多才多藝與孔子
之多能，則多能亦圣人之所不廢而非其所先也。”(《論語全解》卷五)進
而，陳氏對道與德進行了剖析，他說：“道無乎不在，物無乎非道，故默
而成之於性命之理道也，揮而散之於容貌辭氣亦道也。蓋恭敬達之於容貌
則無暴慢之容貌矣，誠信達之於顏色則無詐諂之顏色矣，忠順達之於辭氣
則無鄙倍之辭氣矣。於顏色言近信，則容貌近禮、辭氣近和可知。於容貌
言遠暴慢，於辭氣言遠鄙倍，則顏色遠誕謾可知。”(《論語全解》卷四)
道是本體，無處不在，既可“默而成之於性命之理”，也可“揮而散之於
容貌辭氣”。他還說：“道無喜怒而喜怒者，道之過；徳無好惡而好惡
者，徳之失。失徳而后仁，則仁者不離好惡而能好惡者也。蓋仁者誠足以
盡性，明足以盡理，不牽於憎愛之私，不惑於是非之似，故所好非作好而
天下之所同是，所惡非作惡而天下之所同非，此所謂無欲而好仁，無畏而
惡不仁也。黃帝之伐蚩尤任力牧，舜之命九官去四兇，不過如此。彼愛之
欲其生，惡之欲其死，以至好人所惡、惡人所好，不仁可知也。”(《論語
全解》卷二)通過詮釋，陳氏把仁與德、性、理聯系了起來，指出仁者“不
離好惡而能好惡”，“誠足以盡性，明足以盡理，不牽於憎愛之私，不惑
於是非之似”，達到了道德的極致境界。
在道德修養上，陳氏提出了三點：一是存心。他說：“君子以仁存
心，故見齊衰者則不忍；以禮存心，故見衣裳者則不慢；以誠存心，故見
瞽者則不欺。見之雖少，必作於長者，敬之可知矣。過之必趨，於與處者
敬之可知矣。”(《論語全解》卷五)如果君子內心所懷的念頭是仁、禮、
誠，那么其所作所為就必然會合禮中節，符合道德的要求，由此便可斷定
此人是君子還是小人。在陳氏看來，“所存者在心，所行者在跡。心過於
跡，則於君子為有余；跡過於心，則於善人為不足。蓋善人之道未能有諸
已者也，未能有諸已，則必以心踐跡，然后能入於室。”(《論語全解》卷
六)只有將動機和行為統一起來，才能達到較高的境界。
二是以性化性。陳祥道在解釋《學而篇》“慎終追遠，民徳歸厚矣”
章時指出：“《孝經》曰‘擗踴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慎
終者也；‘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追遠者也。於終慎
之則生可知，於遠追之則近可知，此民徳所以歸厚矣。《詩序》有云‘民
徳歸厚一’者。一者，民之行；厚者，民之性。則民性即民徳。歸厚一
者，以行齊行也；民徳歸厚者，以性化性也。慎終追遠，民徳歸厚，豈非
以性化性哉？”(《論語全解》卷一)在陳氏看來，“於終慎之則生可知，
於遠追之則近可知”，這是民德歸厚的原因。而民性就是民德，所以謹慎
地對待父母的去世，追念久遠的祖先，自然就可以使老百姓的道德風俗歸
於淳樸厚道了，這樣做就可以達到以性化性的目的，使整個社會風氣都歸
之於淳樸厚道。
三是自修。陳祥道在詮釋《學而篇》“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章時指
出：“諂失之卑，驕失之亢，二者非本於自然，而常出於或使，故貧而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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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若無諂，富而驕不若無驕。然無諂則能守而已未若樂，無驕則能恭而已
未若好禮，此所以有其質者，不可不成之以學也。治骨與角謂之切磋，治
玉與石謂之琢磨。切磋則以彼利器修此而成器，故譬之道學；琢磨則以謂
見不善改此而成善，故譬之自修。道學所謂見賢思齊者也，自修所謂見不
賢而內自省也。自切磋至於琢磨，然后器可用；自道學至於自修，然后道
可成。故先切磋后琢磨，先道學后自修也。”(《論語全解》卷一)“道
學”也好，“自修”也罷，都是個人追求道德修養的方法，一個是從正面
來說——見賢思齊，一個是從反面來講——見不賢內自省，由見賢思齊到見
不賢內自省，人的道德會上升到一個高的境界。
自修要做到兩點：其一是修性，就是做到“不遷怒，不貳過”，他
說：“不遷怒則犯而不校者也，不貳過則知不善未嘗復行者也。蓋能懲忿
然后能不遷怒，能窒欲然后能不貳過，不遷怒、不貳過則能修性矣。”
(《論語全解》卷三)其二是修德，就是要做到多思，他說：“思於五行主
土，百物非土不生，百事非思不成。君子於視能思則有視遠之明，於聽能
思則有聽徳之聰，此其內達者也。於色能思則即之也溫，於貌能思則恭而
有禮，此其外見者也。如此，則在我者修矣。然后忠以接物而不欺，敬以
臨事而不慢，有疑則又問以辨之，則可為成徳矣。然忿而不思難，見得而
不思義則害於徳，故終之戒焉。…… 此言修徳之序也。”(《論語全解》卷八)

四、結語
陳祥道《論語全解》既是荊公學派《論語》學的標志性作品，亦是
《論語》學由漢學轉向轉向宋學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王安石及其徒眾被稱為荊公新學派，在此學派中，只有陳祥道傳王氏
之《論語》學。全祖望《陳用之論語解序》說：“荊公六藝之學，各有傳
者。考之諸家著錄中，耿南仲、龔深父之《易》，陸佃之《尚書》、《爾
雅》，蔡卞之《詩》，王昭禹、鄭宗顏之《周禮》，馬希孟、方愨、陸佃
之《禮記》，許允成之《孟子》，其淵源具在，而陳祥道之《論語》，鮮
有知者，但見於昭德晁氏《讀書志》而已。荊公嘗自解《論語》，其子雱
又衍之，而成於祥道。長樂陳氏兄弟，深於禮樂，至今推之，乃其得荊公
之傳，則獨在《論語》。昭德謂‘紹圣以后，場屋皆遵此書’，則固嘗頒
之學官矣。或曰：‘是書本出於道鄉鄒公，而托於祥道。’予謂：‘道
鄉，偉人也，豈肯襲阮逸輩之所為哉！諸家為荊公之學者，多牽於《字
說》，祥道疵纇獨寡，為可喜也。況荊公父子之《論語》不傳，而是書獨
存，亦已幸矣。’” 5) 另據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記載，“王介甫《論語
5) 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3260頁[Huang Zongx and Quan
Zuwang, Major Schools of Song and Yuan Confucianism, Beijing: Zhonghua shu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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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其子雱作《口義》，其徒陳用之作《解》。紹圣后皆行於場屋，為
當時所重”。6) 可見，陳氏之《論語全解》曾影響一時。王氏父子《論
語》注本現已亡佚，故陳氏《論語全解》就成為荊公新學釋《論》的代表
作。
在注釋《論語》的過程中，陳祥道一方面每每引證老、莊思想，特別
是《莊子》的思想，反映了王安石所倡導的新學學派注釋儒家經典的特
點。陳氏這種援老學中合乎“義理”的部分以入儒的作法，使得儒家學說
中的義理大為豐富和充實，順應了北宋時期的儒佛道三教融合，三教歸一
的大的歷史發展潮流。另一方面，陳氏注重義理解經，注重闡發《論語》
中所直含的性命之理和道德之意，這充分體現了荊公新學重視道德性命之
學的特點。金人趙秉文曾指出：“自王氏之學興，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
談。”(《滏水集》卷一《性道教說》) 侯外廬也認為：“道德性命之學，
為宋道學家所侈談者，在安石的學術思想里，開別樹一幟的‘先河’，也
是事實。”7)受業師的熏陶，陳祥道在《論語全解》中注重掘發道德性命
之學的做法，促進了《論語》學由“漢學”向“宋學”的轉型，在《論
語》學史上理應占有重要的地位。
■ 投稿日：2014.04.17，審查日：2014.05.09-23，刊載決定日：2014.05.24

1986, p. 3260]。
6) 顧宏義、戴揚本等編，《歷代四書跋題記資料匯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53
頁[Gu Hongyi，Dai Yangben，Collection on the Four Books’ Preface and Postscript
Prefatory Remarks of the Past Dynasties，Shanghai：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10，p. 253]。
7) 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423頁[Hou Wailu, A Diachronic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1954, p.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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