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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解读

从“德”“文”关系再看
早期“文德”论的发展

刘　 伟

摘 　 要:　 唐代以前早期“文德”论的含义并不稳定。 先秦时期“文德”主要为“德”性的

一种,东汉王充时“文德”为道德义,即为“文”之“德”,至刘勰时“文德”为“道德”之“文”,
具有形而上本体论色彩,其后至章学诚前,道德义复为“文德”的主要含义,且含义逐渐趋

于稳定。 从“德”性之“文德”流变为道德义之“文德”,本质原因是“德”与“文”二者观念

及其关系的变化,特别是“文”观念在春秋之后的泛化发展。 所以有必要从“德”“文”关系

视角出发,重新审视早期“文德”论的发展,以期获得对“文德”论的进一步理解。
关键词:　 德;文;“文德”;先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0)05-0105-06

收稿日期:2019-12-06
作者简介:刘伟,男,江苏淮安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北京 　 100089)

①　
 

张会恩:《文德论》 ,《中国文学研究》1988 年第 3 期。

②　
 

夏静:《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文德”论》 ,《文艺研究》2017 年第 10 期。

③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6 页。

④　
 

周汝昌:《 〈文心雕龙〉 〈原道〉篇的几个问题》 ,《河北大学学报》1982 年第 1 期。

为了回应章学诚《文史通义》 “文德”篇中关于“文德” 的观点,张会恩围绕“德” 与言辞和文学的关

系,首次回顾了古代“文德”论的发展历程。① 从该篇论文内容来看,作者认为“文德”观念始终伴随着中

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发展,是古人对于文学与道德关系的主要看法之一,章氏“文德”论并未超出前人思

想框架。 其后,面对刘勰《文心雕龙》 “原道”篇“文之为德”的解释问题,夏静《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上的

“文德”论》一文再次梳理了“文德”论的发展过程。② 但与张氏不同的是,夏静并未从“德”与言辞和文学

的关系展开论述。
两位研究者之所以站在了不同立场,主要是因为张会恩承继章学诚的立场,将“ 文德” 中的“ 文”

局限在了文学范畴内,而夏静则注意到了先秦时期“ 文” 观念的多义性并沿着“ 文” 义的历史演变来

阐释“文德”论的发展。 同时,根据夏静文章开篇所提到的《 文心雕龙》 “ 原道” 篇“ 文之为德” 句含义

的相关研究来看,范文澜以 “ 文德” 解释该句含义引起了后世研究者很大的争议③ ,周汝昌④ 、钱钟

501



书①、王元化②、罗宗强③等学者都对此做了深入的解释和研究。 虽然对“文之为德” 句的解释学界目前

仍具有一定争议,但“文德”的解释似乎已经被逐渐抛弃,原因应是学界普遍注意到了“文德” 含义的流

变性,正如夏静论文所揭示的那样。
从张、夏两位关于“文德”的论文以及学界对“文之为德”的相关研究来看,“文德”含义在刘勰之后

便趋于稳定,用以概括文学与道德的关系;而在刘勰之前,“文德”则处于较大发展和变化之中,因此可

以将唐之前并未完全定型的“文德” 论称为早期“文德” 论。 另一方面以往研究虽然注意到了早期“文

德”含义的流变性和“文”义的变化,但并未注意到“文德”作为“德” “文”关系的表征,是“德” “文”观念

以及二者关系的变化决定了“文德”含义的变化。 因此下文将从“德” “文”观念以及二者关系的角度重

新审视早期“文德”论的发展历程,以期获得对“文德”论的进一步认识。

一

先秦时期,根据早期文献中所出现的“文德”来看,“文德”具有很多含义。 例如《尚书》 “大禹谟”处

孔安国传“舞干羽于两阶”为“文教” “舞文舞” ;孔颖达疏“舞文舞”为“以据器言之,则有武有文,俱用以

为舞,而不用于敌,故教为文也” 。 此处解“文德”为“文教” ,是从具体功用上来说的。④ 《毛诗·大雅·
江汉》处孔颖达释“文德”用“经纬天地”以解“文” ⑤,与《左传》 “昭公二十八年”魏献子释“文”以及《逸

周书·谥法》相同。 《左传》 “昭公三十二年” 杜预释“文德” 为“文王之德” ,孔颖达同作此解并驳刘炫

“文王之教”以为非。⑥ 《国语·周语》一处“文德” ,韦昭注为“文王之德” 。⑦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 德” 早期具有相当模糊和复杂的含义⑧,同时“ 文” 也是如此⑨。 就

“德”而言,一方面“德”初始含义为具有某种内在属性的行为;另一方面早期文献中若要表达某种类型

之“德” ,通常在“ 德” 字前加限定词,例如 《 尚书》 中提到过的“ 酒德” “ 凶德” 等。 所加之词用以表示

“德”的具体类型,据此“文德”大约可以理解为具有“文”属性的行为。 不过《国语·周语》 “单襄公论晋

周”一篇,单襄公的“文德”论则颇为不同。 单襄公论“文”11 性,论“德”4 性,“文”几与“德”相同。 单襄

公的解释从文献角度来看也并非全然稳妥,就早期“文” 义来看,首先《尚书》 中“文” 大多指代周文王,
“文祖”一词以及相关考古研究说明“文”可以被用来指代祖先,是周代常见的谥号,“经天纬地”与其说

是道德或思想观念不如说是宗教神学观念;其次,《 尚书》 中“ 文” 多与“ 武” 相对,具有思想、制度等含

义,作为“德”义并不突出。 《毛诗》中“文”的用法与《尚书》类似,所以单襄公所解释的“文”在实际运

用中其实并不常见,除非仅用于谥号和特指先祖。 且从实际使用来看,“文德” 中的“ 文” 更倾向于对

“德”的形容与限定。 例如《左传》 “襄公八年”子产说“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 。 “文”与“武”
对举,可见“文”便是对“德”的限定。 其实《左传》中四处“文德”的语境都是相对“武”来说的,“襄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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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致和深入的考证,本文关于“德”的观点大体基于此。
陈民镇:《 “文” “体”之间———中国古代文体学基本概念的界说和证释》 ,《文化与诗学》 2018 年第 1 期。 其第一

部分对“文”含义考古学和文献学的梳理较有参考价值。
《周书·武成》 “偃武修文”中的“文” ,孔安国解释为“文教” ,从上下文看应该更侧重于 “ 礼” 。 《 虞书·尧典》

“钦明文思” 《虞书·舜典》 “濬哲文明” 《虞书·大禹谟》 “乃武乃文”中“文”倒是一种“德”性。 而《虞书·大禹谟》中“文
命敷于四海”中的“文” ,孔安国解释为“文德”值得商榷。



十七年”子罕言兵事,“昭公二十八年”语境为武王克殷后用“文德”安天下,“昭公三十二年”语境为周敬

王城成周,“城”在先秦虽不是直接军事行为但具有军事功能,《尚书》一处语境为伐有苗,也是军事行为。
所以从“德”和“文”的早期含义来看,虽然“文德”无法确定其具体含义,但根据语境可以看出“文德”是相

对于军事,或者说相对于暴力的一种非暴力行为,具有思想、道德、秩序等性质,是“德”的一种形态。①

可见初期“文德”观念并非如后世之“文德” ,是文学与道德的关系。 张会恩《文德论》 直接从孔子

的修辞思想入手讨论“文德”而不再上探,也许就是基于这种考虑②;夏静考证了“文”义的流变,也认为

早期“文德”并不具备对言辞的直接规范③。 不过这一时期的“文德” 观念并不与后世“文德” 论毫无关

联,后世“文德”偏重文学和思想,实际上是早期“文德”观念中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而如果以后世对“文德”的理解来看,其实“文德” 不应源于春秋时期对修辞和道德关系的讨论,而

应脱胎于早在《尚书》 《诗》等典籍中就已出现的“德音”观念。 “德音”在《毛诗》中有 12 见,在《左传》
中有 6 见,其中 4 见为所引《诗》句。 “文德”研究者大多从春秋时代入手,从孔子的言论以及《左传》等

中相关语句分析修辞或言辞与“德”的关系,而反复出现的“德音”却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毛诗》中“德

音”一词,于省吾的分析有两点非常有价值:其一,“德音” 大多时候应为“德言” ,即以“言” 释“音” ;其
二,将“德音”视作并列结构而不是偏正结构,“德”为内在属性,“音”为外在言辞或者教令。④ 但于说有

两个问题:其一,“言”与“音”的问题,“音”的意思可以是“言” ,但为何用“音”而不用“言” ? 如果按照

《礼记·乐记》中“音”是对“声”的修饰解释,进而认为“音”是对“言”的修饰,那么对举的“德” 又是对

什么词的修饰? 其二,“德”与“音”对举,“德”为内“音”为外的解释看似合理,其实不然。 “音”是一种

修饰美化过的“言” ,“音”从口,即声闻和悦,进而从感官和悦引申到内容意义上“言”的和悦;因此类推

可知“德”应该也是一种修饰和美化,由一般意义上的“行”引申到具有美好属性的“行” 。 因此,以“德

音”作为一种修饰和美化的“言行”似乎更合理。⑤ 并且,作周代“德” 信仰下的产物,“德音” 虽然二分,
但“音”作为一种修饰和美化后的言语,其背后的属性仍然是“德” 。 就这一点来说,“德音”可以看成后

世“文德”论的原型。
另一方面,至春秋时期“文”的含义开始出现较大发展。 相对而言,“德”逐渐内化,发展出诸多“德

目” ,但其本质属性并未改变,而“文”在保留原初指代祖先以及与“武”相对的含义外,其形式属性开始

突显,逐渐出现文字、言辞、文饰等含义。 同时,对于“ 礼崩乐坏” 的春秋时期而言,言辞的作用日渐重

要。 例如在《左传》中,“文辞”共出现 5 次,基本都是褒义,其中“文”字是文饰修饰的意思,所谓“文辞”
也就是修饰过后的言辞,可见春秋时期言辞在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突出地位。 而且“言”字在《左传》中

也大量出现:“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说“言,身之文也” ⑥,“襄公三十一年”有“动作有文,言语有章” ⑦,
“昭公八年”叔向区分“君子之言”与“小人之言” ,其判断标准便是“德” ⑧。 此外,“僖公二十三年”有两

处“文”具有“文辞”的意思,一处为楚子评价晋文公“文而有礼” ,一处为子犯说“吾不如衰之文也” 。 第

一处孔颖达解释为“文华” ,虽未明言“文辞”但有此意;第二处杜预注“文”为“文辞” 。⑨ 《论语·子张》
“小人之过也必文”中的“文”也是修辞的意思,但此处的“文”则是贬义的。 以上事例说明文饰和言辞

在春秋时期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作为新生事物,仍不能超出“德”观念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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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例如“巧言令色,鲜矣仁” ( 《 论语 · 学而》 ) ①、 “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 《 论语 · 宪

问》 ) ②、“巧言乱德” ( 《论语·卫灵公》 ) ③,等等。
以上论述说明,在周人的“德”信仰之下,无论是作为宗教和政治信仰的“文德” 观念还是“德音” ,

“德”无疑是它们最主要的价值标准。 “文” 义从原初与“武” 相对,再到文辞、文饰等含义,同样需要接

受“德”的要求和规范,“德”的绝对主导性是这一时期“德” “文”关系的主要特征。 但也需指出:“文”义

的发展使其地位日渐突显,也为日后“德” “文”关系的变化带来了契机。

二

先秦之后“文德”再次被重视已是东汉王充的《论衡》 一书,此时“文德” 的思想背景已不同于先秦

时期。
一方面,“文”观念发展至汉代,出现了“文学” “文章”等含义。 “文学”或“学”有时泛指一些学术研

究,有时特指儒家学术;“文章”或“文辞” 则指代词章等文学作品。④ 西汉时学术与文学已经有了一定

的区分,东汉灵帝设立鸿都门学,使得文学之士在政治身份上实现蜕变,标志着学术与文学的区分在制

度上获得了确认。 这种分化带来的变化,是“文章” “文辞” 开始游离于传统的“文学” 观念和价值标准

之外。 而据考“文学”一词源自《论语·先进》 ,是孔子教导学生的“四科”之一。 “德”是周人的信仰,典
籍自然也就围绕着这个信仰而书写,孔子“述而不作” 的主张更是决定了“德” 是“文学” 的思想内容之

一。 且荀子在《劝学》中评价诗、书、礼、乐的功能之后说“夫是之谓道德之极” ⑤,也是在申明“学” 是围

绕着“德”而展开的。 因此汉儒不可能允许“文章” “文辞” 所代表的文学以及文人超脱于“德” 之外,于
是儒士对文人的品德多有批评,这一点刘勰《文心雕龙》 “程器”篇中对汉代以来诸文士品行上的瑕疵就

有很好的总结。
另一方面“利禄之路” ( 《汉书·儒林传》 ) ⑥的汉代经学行至东汉已近僵死,《后汉书·儒林传》引扬

雄语“今之学者,非独为之华藻,又从而绣其鞶帨” ⑦。 王充认为他们“俗儒守文,多失其真” ( 《后汉书·
王充传》 ) ,因此于“道”于“学” ,“反博士”的王充于是对“文德”提出了新的思考与看法。⑧

同时在儒家“德” 信仰之下,先秦“文” 观念至汉代所发展出的“ 文学” “ 文章” 等新含义仍需符合

“德”的理念,“文学”之士、“文章”之士的品行同样需要以“德”作为衡量标准。 由此再来看王充《论衡》
中提到“文德”的“书解”和“佚文”两篇。

“书解”中“夫文德,世服也。 空书为文,实行为德,著之于衣为服” ⑨。 可以看出王充认为的“文”是

外在的形式和事物,“德”是内在的品质和属性,所谓“文德” 便是为文者也要有“德” ,即言行一致。 黄

晖在解释下文“德弥彰者人弥明”时,引了刘向《说苑·修文篇》中的话以证明“人”应为“文” 。 引征内

容从校释的角度来看是正确的,但在内在义理上却巧妙地体现出“修文”与“书解”对“文”的不同理解。
“修文”开篇便论“礼乐” ,后文虽说“文,德之至也,德不至则不能文” ,但其后文字都在论述“礼乐”的义

理和功能等。 所以此处之“文”应指代“礼乐”制度,是先秦“文”观念分化出的秩序义,“修文”一篇实则

是讨论“礼乐”制度与“德”的内在关系。 “书解”篇则不同,王充论“文” ,将自然界的纹理与人类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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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饰、言语、礼仪等统一起来,所谓“物以文为表,人以文为基” 。 王充的“文”仅就这一层面看,类似先秦

的大“文”观,并非确指某一种“文” 。 并且从“书解”所引征内容和事例来看,所用多以“经” “史”以及诸

子论著为主而鲜及诗赋,所以王充所论之“文”实则指代文质统一的文章和著作,即当时指称学术的“文

学” 。 例如,王充虚设的反驳者说“世儒”为“说经” “解传” ,“文儒”为“著作” “为说” 。
至于“德” ,王充解为“实行为德” ,特重“德”之实践性。 此篇王充自问自答从五个方面论述了“文”

的重要性及其内在的“德”属性:其一,论证了“ 文” 之必要性及其与“ 德” 的内在联系性,较为宽泛;其
二,以诸“经”之流传不绝反驳为“文”者于事无补的观点,暗示流传不绝即有功用而非于世无补;其三,
反驳为“文” ,即著作是“居幽思至”而非才智异人,王充认为周公与孔子之所以有著作,正是他们既才智

过人又有对社会实践的深刻介入和忧思,王充此说类似司马迁的“发愤著书” 说以及《周易·系辞下》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中的观点;其四,反驳“深于文,安能不浅于政治”之

说,王充以事例论证为“文”者不能保全自身是因它事而非为“文”;其五,王充反驳著作虚妄不能施行的论

点,认为秦火之后诸“经”“子”错乱讹误,非独“文书”失实,且诸书能以“民事”为据,则著作等皆为可信。
王充虽未直接诠释“文”之“德” ,但从上述五个方面可知,所谓“德”即是“文”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实

践作用,“文”既来源于“德”也能实践“德” 。 著作者或为“文”者,是明“德”之人,他们能从“德”的立场

出发,对政治和社会等展开思考并形于文书,同时这些著作文书也能助读者理解和实践“德” 。 因此“书

解”中的“文德”既指著作者或为文者能从“德”的立场著书立说,同时也指著作文章能助人实践“德” 。
此时王充之“文德”已与先秦时期之“文德”迥异,且也有别于刘向《说苑·修文篇》中之“文德” 。

再看“佚文篇” ,该篇中王充认为“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

为文,文德之操为文” ①。 在这“五文”之中王充最重“造论著说” ,谓“造论之人,颂上恢国,国业传在千

载,主德参贰日月,非适诸子书传所能并也” “五文之中,论者之文多矣” 。 至于本篇之“文德” ,王充则认

为“治身完行,徇利为私,无为主者” ,似乎是将“文德”降到了“明哲保身”的程度,与《书解》篇中“文德”
的地位以及含义并不一致。 但是从《佚文》 篇所推孔子之“文” 来看,王充所认可的“至文” 依旧符合儒

家的“德”思想标准。 此处王充对“文德”的理解并未变化,只是讨论了“文德”的具体功用。
通过以上对王充“文德”论的历史背景和具体含义的分析可以看出,王充“文德”论已全然不同于先

秦时期。 “文”发展出“文学” “文章”等含义,且被汉人所重视,以及王充论“文”所体现出的形而上的形

式属性,都使得传统“德” “文”关系的天平逐渐向“文” 的一侧倾斜。 虽然王充论“文德” 仍遵从儒家文

学观念,以“文”表“德” ,但王充并未将“文” 看作是对“德” 的被动反映。 并且王充对“语增” 的部分认

同,都说明王充对“文” 的认可和重视。 对比先秦“文德” ,王充“文德” 论因“文” 的发展转变为文学与

“德”的关系,同时也因“文”的发展而增加了“文德”论中“文”的比重。

三

东汉王充之后有杨愔《文德论》 ,已佚,据《魏书·文苑传》所载,以及前文所引《管锥编》 “全北齐文

卷二”中钱钟书所论,杨愔“文德”论仍讨论汉代以来文人德行分离问题。 其后有道家葛洪《抱朴子》 ,同
主“文” “德”合一,例如“文行” 篇中“文可废而道未行,则不得无文” “且文章之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

丈”等,与王充“文德”论无本质差异。② 文人德行问题同样为刘勰所关注,在《文心雕龙》 “程器”篇中刘

勰历数汉代以来诸文人的品行问题,认为“摛文必在纬军国” ,其观点仍遵从着儒家的文学思想标准。
然而在《文心雕龙》 “原道”篇中刘勰既没有讨论先秦“德” 性义“文德” ,也没有讨论汉代开始出现

的与文学相关的道德义“文德” ,而是从“道”与“德”的逻辑关系讨论了“文”的“德”属性,即“文” 对世

界的构成属性,是从形而下的世间万物包括人类社会的“ 文” 上探讨形而上的具有“ 道” 属性的“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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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所论之“文”与“德”及其关系已经超出了以往“文德” 论的范围,既非“德” 性义也非道德义。 刘勰

之所以如此解释“德” “文”关系,是因为在刘勰之前,玄学吸收并整合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道” “德”
等观念具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新面貌。 所以王元化认为正确理解“原道”篇中“道” “德” “文”三者关系应

该从道家的思想入手①,而罗宗强则进一步指出“原道” 篇所具有的儒家“神道设教” 思想,认为刘勰对

“文” “德”的认识已是儒道融合后的复杂产物。② 更为重要的是,“原道” 篇中“德” “文” 都是“道” 的化

身,二者关系平等,真正实现了“德”与“文”的统一。
刘勰之后,《颜氏家训》 “文章”篇颜之推历数诸文士帝王以证明操行的重要性,告诫后代“深宜防

虑,以保元吉” ③。 唐代古文运动领袖韩愈 《 答尉迟生书》 “ 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

实” ④。 《答李翊书》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 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⑤。 可见至韩愈时“文

德”论的含义已基本稳定,主要论述文学与“德”的关系。 究其原因,可能是一方面文人言行不一的情况

始终存在,另一方面则是文学发展始终要符合儒家“德”性要求。
至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 “文德”章,章氏反对以“德” 论“文” 的观点⑥,其所谓“文德”则是作文和

览文时的态度,即“敬”和“恕”,并非作者和读者自身人格精神和道德修养。 就“文德”此意而言,章论虽新

但古人并非毫无论述,如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便说“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

如镜矣”。 且如何实现“敬”“恕”,章氏则又回到了传统解释方式,所以章太炎说其“窃焉”也非虚言。⑦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伴随“德” “文”观念变化而导致二者关系的变化,早期“文德”论大致经历

了三个阶段的发展。 第一阶段“德”完全压制“文” ,先秦“文德”为“德”的一种,其中“文” 是对“德” 的

修饰和限定,与“武”相对且含义模糊,具有思想、秩序、文化等含义,与文学无直接关联。 但这一时期的

“文德”却从源头以及宏观意义上成为后世“文德” 论的思想基础,并不因为早期“文” 义无文学含义而

与后世“文德”论全然无关。 第二阶段“文” 的地位有所提高但仍低于“德” ,以王充“文德” 论为代表。
针对文人经生的言行分离问题,王充基于儒家“德” 思想对汉代文学观念重新提出了要求。 同时,“文”
至汉时发展出“文学” “文章”等含义且被汉人所重视,使得王充“文德”论重视“德”的同时也重视“文” 。
第三阶段“德” “文”并重,以刘勰“文德”论为代表。 在《文心雕龙》 “程器”篇中,刘勰“文德” 论与王充

“文德”论没有本质差异,都是儒家文学思想的体现。 但在“原道”篇中,受玄学思想影响的刘勰将“道”
“德” “文”并论,将“德” 与“文” 的关系提升至“ 道” 的层面,使得“ 德” “ 文” 平等统一。 刘勰所论“ 德”
“文”关系,既非先秦“德”性义,“文德”也非王充

 

“德” 与文学关系的“文德” ,而是“道” “德” “文” 三者

统一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哲学高度。
总而言之,“德” “文”关系的变化左右着“文德”论含义以及性质的发展:一方面“德”的主导性逐渐

降低但仍始终处于优势地位,而“文”观念的发展使得“文”的地位逐渐抬升;另一方面“德” “文”观念的

变化,主要是“文”义的发展,使得二者关系的实质发生改变,进而使得“文德”论的含义在早期阶段具有

较大的流动性。 虽然“文德”含义在刘勰之后主要集中在文学与“德” 的关系上,但据张会恩的论述,整
个古代“文德”论的命运几经沉浮,根本原因实则还是“德” “文” 关系的变化而导致的“文德” 接受环境

的改变。 因此,无论是早期“文德”论的发展还是后世对“文德”的接受,“德” “文”关系都是理解“文德”
论演变的重要视角。

(责任编辑:素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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