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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朱子的本朝史观 

赵金 刚 

誊摘 要 ： 文章从祖宗、变法、道 学等 多个角度 出发 ，论述作为历史认识主体的哲学家朱 

熹如何观察他所处的时代 ，探讨朱熹的“本朝史观 ”。朱熹希望本朝 能够从道 学出发 回 

复三代 ，他对本朝祖宗的认识、对庆历和熙宁两次变法的认识均与此有关，在他看来 ，只 ll 

曩有建立在正确的思想学术的基础上，只有通过道学知识分子格君心之非、“得君行道”_ 

_的努力 ，才有可能在本朝重新回复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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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的本质就在于其 当代性 ”，某一历史认识主体对 自己所处 的 

时代的理解与形成的观念 ，或许会投射到他对整个过往历史的理解 。具体到中国传统历史 问题 ，宋代士 

大夫对于历史有其独特的理解和塑造 ，宋人的本朝史观在宋代政治文化史以及历史哲学上 占有重要 

的位置 。朱熹(下尊称朱子)是宋代著名 的哲学家、理学家 ，其本朝史观带有突出的理学色彩 ，为我们从 
一 个角度了解宋人的本朝史观与历史观提供 了有益的借鉴 。本文尝试回到作为历史认识主体的朱子本 

身 ，从祖宗 、变法与道学三个维度 ，看朱子对本朝历史有哪些基本认识、基本思考 ，进一步去看，这样的本 

朝史观对朱子的历史 阐释产生 了什么样 的影响。这可以说是对朱子历史认识 的“再认识”。 

一

、祖宗 

xg／l,南先生指出，在宋代的政治文化氛围下 ，“祖宗”与“祖宗之法”占有重要的位置 ，宋代君主和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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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小南：《<宝训 ><圣政 >与宋人的本朝史观》，《北京论坛(2005)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全球化视野中亚 

洲的机遇与发展：“历史变化：实际的、被表现的和想象的”历史分论坛论文或摘要集(续)》，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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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共同塑造祖宗形象 ，以期达到历史“垂范”作用 ，对后代君主形成一定的约束①。这点在朱子那里 同 

样有所体现 ，他心 目中的赵宋“祖宗”同样如此，他们是后代君王施政的典范 ，这样一个祖宗能够建立赵 

宋王朝 ，在朱子那里可以说是与理学所讲的政治要求有着重要关系。朱子赋予了本朝“祖宗”以理学色 

彩。《戊申封事》讲：“臣窃谓太祖皇帝不为文字言语之学，而其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直与尧舜之心如合 

符节 。此其所 以肇造区夏而垂裕无疆也。伏惟陛下远稽前圣 ，而近以皇祖之训为法 ，则一心克正而远近 

莫敢不一于正矣。”②滕珙在《经济文衡》中认为此段是“论太祖正 tl,之法”，他说“此段专论太祖方寸之 

地正大光 明，真足为法”⑧，这十分符合朱子所讲 。在朱子看来 ，太祖 内心光明，这点是和三代圣王一致 

的 ，太祖功业的基础就是“正心之学 ”。朱子 的这一观点 呼应 了他思想 当中对 “学”与“回复二三代”关 系 

的强调 ，同时也“策应”了他对于当代君主的要求 ，即朱子反复强调的“人主 当讲学 以正心”、“人君当务 

学以进德”④等观点 。朱子 自己直接论述 “祖宗 之法 ”的地方并不 多 ，较有代表性 的是 《读两陈谏议遗 

墨》，我们下文会具体分析。朱子论述“祖宗之法”少，并不意味着他对这一问题不熟悉。他为张浚、陈 

俊卿作行状 ，多次记述二人提倡“以艺祖为法”⑤、“遵祖宗之法 ”⑥，记述二人对“本朝家法”、“祖宗之成 

法”⑦的阐述。可以说 ，“祖宗之法”是朱子默认的一个谈辩背景。 

《戊 申封事》中以“正心之法”“垂范”后世的祖宗形象也许还 比较抽象 ，论说得不多 ，但从其他材料 

来看 ，朱子对于祖宗不乏细致具体的论述。 

首先，在朱子看来，本朝之太祖具有“圣人之材”。《语类 ·本朝一》言：“汉高祖、本朝太祖有圣人之 

材。”⑧朱子对于太祖的这一看法 ，在其三代以后的君主评价系统中可谓相当之高。汉高祖 、宋太祖可以 

说在这一评价系统中拔得头筹 。本朝太祖之受命立 国，将历史带 出了黑暗、衰微之极的五代，太祖 “圣 

人勃兴”立国建政，经过一番整顿 、保治而有仁宗朝的太平格局⑨。本朝太祖之明达 、晓道理是太祖能够 

创立好的立国法度的重要原因。甚至在他看来 ，太祖之才是远远超越开国诸 臣的，赵普等人均无法和太 

祖相 比。而太祖之明达 、晓道理更是构成后世君王所应效法 的榜样 。 

其次 ，关于太祖之受命 ，亦即代周而立 ，朱子所言不多 ，陈桥之事为其所讳。但从朱子 的一些论述当 

中我们也能看到他对于太祖形象的塑造。《语类》言：“晋悼公幼年聪慧似周世宗。只是世宗却得太祖 

接续他做将去。虽不是一家人 ，以公天下言之 ，毕竟是得人接续 ，所做许多规模不枉却。且如周武帝一 

时也 自做得好 ，只是后嗣便如此弱了。后来虽得一个隋文帝 ，终是甚不济事 。” 朱子在这里用“接续 ”来 

言太祖之代周世宗 ，将太祖看成是世宗事业的继承人 ，认为太祖虽不是世宗 的血亲 ，却使世宗 的事业不 

枉费。朱子用“公天下 ”和 “接续 ”事业 为太祖得 天下进行辩 护 ，同时也列举史 事为 自己的观点进 行 

支撑 。 

再次，朱子关于本朝的开国格局和相关问题，也有不少精彩的议论。如《语类》言： 

或言：“太祖受命 ，尽 除五代弊法，用能 易乱为治。”日：“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 法令条 目多 

仍其 旧。大凡做 事底人 ，多是先其大纲 ，其他 节目可因则 因，此方是英雄手段 。如王介甫大纲都不 

① 邓小南：《<宝训 ><圣政 >与宋人的本朝史观》。 

②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11，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 ：《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 

社 2002年版 ，第 596页 ，夹注文字。 

③ 滕珙 ：《经济文衡 -续集》卷4，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70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年影印本。 

④ 这 两点概括均见《经济 文衡 ·续集》卷 l《圣学类》。 

⑤ 《晦庵先生朱文公 文集》卷 95，第 4419页 。 

⑥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96，第4454页。 

⑦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96，第4458、4459页。 

⑧ 黎靖 德编 ：《朱子语类》卷 127，中华书局 1999年版 ，第 3042页 。 

⑨ 参《朱子语类》卷72，第 1813—1814页。 

⑩ 参《朱子语类》卷 136，第 3250—3251页。 

⑩ 《朱子语类》卷 136，第 3251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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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理会 ，却纤悉于细微之 间，所以弊也。”④ 

朱子眼中的五代是一个“衰乱至极”的时代，而本朝之开国则是对这样一个时代的拨乱反正，本朝 

祖宗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基础上开始治理的。在朱子看来，本朝立国之时并没有把五代之弊法全都革 

除 ，而是把其 中比较过分的先行革除。他用“损益”的格局去看待这一行为 ，并认为太祖所作是 “英雄手 

段”，能够立定大纲，奠定一个较好的规模。太祖之英雄还体现在“简”上 ，国事行政不繁琐 ，没有虚文， 

直就事情 ，效率较高。这里朱子有针对北宋中期以后繁复 的行政体系 的意味(即一般所说的“冗政”)。 

能够一切从简，与太祖时无“秀才”有关。朱子所言的秀才，指对国事空发议论、妄议朝政的人，这些人 

会牵制朝廷做事 ，言多而行少。太祖朝无秀才牵制，虽然在某些事上不尽人意，却能因此多做实事，做得 

成事。这里当然也是针对宋代政治的发展而言，尤其是北宋中期以后越演越烈的朋党等现象。② 

从以上三点我们可以看到朱子对于本朝太祖形象的“塑造”。朱子强调如此一个太祖皇帝 ，自然是 

希望当代的帝王能以太祖为“法”，去 “正心诚意”，完成恢复之使命 ，进而按 照理学 的要求将 “道统”与 

“政统”合一，在本朝使三代重光。朱子对太祖朝的叙述有针对时下政治的意味，用太祖朝与当时政治 

形成对 比，对现实进行批判。 

朱子对于“塑造”太祖形象有一定“自觉”意识，《八朝名臣言行录》有一段记载经常被学者引用： 

石守道编《三朝圣政录》，将上，求质于公，公指数事：其一，太祖惑一宫鬟，视朝晏，群 臣有言， 

太祖悟，伺其酣寝刺杀之 。公 曰：“此 岂可为万世 法? 己溺之 ，乃恶其溺而杀之 ，彼何罪?使 其复有 

嬖，将不胜其杀矣 !”遂去此等数事。守道服其清识。③ 

朱子编纂《言行录》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补于世教”④，那么他对祖先的这些塑造与论述，背后的 

意义自然十分明确，也是希望通过历史的叙述而对后世起到“示范”作用，通过对祖宗良法美俗的叙述、 

对祖宗正心诚意的塑造来达到现实的政治建设的目的。⑤ 

二、“后范仲淹时代”⑥ 

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从史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将朱子所处的历史时代称为“后 

王安石时代”，在他看来，道学与新学之间存在着连续性和共同的基础，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王安石率 

先将“内圣”和“外王”连接起来，成为“道学家观摹与批评的对象”⑦。这基于余先生自己的史学判断， 

如果我们将视角再度“回转”，回转到作为历史观察主体的朱子身上，那 么在朱子的内在视野下是 否会 

承认自己处于“后王安石时代”呢?朱子认为 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余先生已经指出了南宋 

理学家对于王安石的基本态度 ，他指出“理学家特别致力于儒家‘内圣 ’之学 ，正是因为他们认定王安石 

① 《朱子语类》卷 127((本朝一》，第 3042页。 
② 参《朱子语类》卷 127《本朝一》，第 3042—3043页。 

③ 朱熹 ：《三朝名 臣言行 录 ·丞相 魏国忠献王韩琦》，《朱子全书》第 12册 ，第 380页 。 

④ 《三朝名臣言行录 ·序》，《朱子全书》第 12册，第 8页。 

⑤ 结合此条记述，邓小南先生指出了宋人关于祖宗形象塑造背后的意义。参见邓小南：《关于“道理最大”——兼 

谈宋人对于“祖宗”形象的塑造》，《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25卷第 2期，第 124页。当然，朱子也不是一味塑造 

本朝祖宗的形象，对于祖宗立国存在的问题，以及对本朝走向的影响，朱子有其独到的认识。(如可参《朱子语类》卷 24， 

第 600页。)关于本朝其他时代的君王，朱子亦有专门的论述，这些论述可以和他的历史观整体构成呼应 ，也可以看到朱 

子对于本朝历史发展趋势的理解(参见《朱子语类》卷 127的相关论述 ，尤其是第 3044页的相关论述)。总体而言，朱子 

依 旧是 在其 整个理学化的历史论述 系统之下论述 本朝 ，其论述有其逻 辑的一致性。 

⑥ 李存山先生在《宋学与 <宋论 >》中率先提出了“后范仲淹时代”这一说法 ，参见李存山：《宋学与 <宋论 >—— 

兼评余英时著 <朱熹的历史世界 >》，原载庞朴先生主编《儒林》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⑦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11年版，第 46页。余英时先生关于“后王安 

石时代”的论述见该书《自序二》以及《绪论》相关论述，尤其是第 39—6O页的相关分析。亦可参见余英时对杨儒宾的相 

关回应，见《朱熹的历史世界》，第 8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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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王 ’建立在错误的 ‘ l生命之理 ’上面”①，朱子对王安石的德行有积极评价 ，却总体上否定王学 。从 

这个角度来看 ，在朱子 的内在视野下 ，很难承认 自己处 于“后 王安石时代”。朱子对王安石虽相当羡慕 

其“得君行道”，但也有相当多的批评，远不如他对程子终身的尊敬和服膺。我们需要回到宋学的总体 

精神上 ，回到朱子 自己的判断当中，看他对时代精神和时代人物的判断。钱穆先生指出，“宋学精神 ，厥 

有两端 ：一日革新政令 ，二 日创通经义”②。我们可以延此 ，对朱子 的内在视野进行审视 。 

(一 )士 风 

若从宋代历史的转折意义上讲 ，朱子特别重视范仲淹 的作用 ，他对范仲淹评价十分高 。⑧ 这首先表 

现在他对范仲淹扭转本朝风气的肯定上。《语类》言 ：“⋯⋯如五代冯道者 ，此真乡原也。本朝范质 ，人 

谓其好宰相 ，只是欠为世宗一死尔 。如范质之徒 ，却最敬冯道辈 ，虽苏子 由议论亦未免此。本朝忠义之 

风 ，却是 自范文正公作成起来也。”④在朱子看来 ，五代 如冯道等人 ，寡廉鲜耻 ，无 忠孝可言 ，宋初之宰相 

如范质等也没有坚守忠义。宋朝忠义之风的重振，功劳要归于范仲淹。《语类》又言： 

问：“本朝如王沂公 ，人品甚高 ，晚年乃求复相 ，何也?”日：“便是前辈都 不以此事为非 ，所 以至 

范文正方厉廉耻 ，振作士气。”日：“如寇莱公 ，也 因天书欲复相。”日：“固是。”⑨ 

朱子在这里再次强调范仲淹对本朝士气的振作和扭转 。此条之后的材料又再度强调范仲淹振作士 

气之功 。范公之振作士气还体现在其养士上。范公在 当时能够“收拾人才”⑥，李觏 、欧阳修 、曾巩等人 

都得范公之“养”，《语类》言： 

因论李泰伯，日：“当时国家治 ，时节好，所论 皆劲正如此。曾南丰携欧公书，往余杭 见范文正。 

文正云‘欧九得 书，令将钱与公。今 已桩得甚处钱 留公矣。 亦欲 少款 ，适闻李先生来，欲 出郊迓之 ’ 

云 云 。”⑦ 

更为重要的是宋初j先生亦得范仲淹之襄助。《三朝名臣言行录》记：“文正公门下多延贤士，如胡 

瑗 、孙复 、石介 、李觏之徒 ，与公从游 ，昼夜肄业 ⋯⋯。”⑧这也就是涉及朱子视野中的道学兴起问题 ，我们 

留待下文具体分析 。 

《语类》卷 129对范仲淹不乏溢美之词，如言“范文正杰出之才”。范仲淹之人格为朱子称赞，正是 

由于范仲淹自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趋舍”⑨，即范 

公一心立在“公义”之上 ，而不立在“利”上 。这点与熙 宁变法有着差别 。朱子对 范公之事业 多有赞扬 ， 

如经略西夏之事。范公之事业根本上在于“以天下为己任 ”。《语类》言 ：“某尝谓 ，天生人才 ，自足得用。 

岂可厚诬天下 以无人? 自是用不到耳。且如一个范文正公 ，自做秀才时便 以天下为己任 ，无一事不理会 

过 。一旦仁宗大用之 ，便做 出许多事业 。”⑩这里的“f_宗大用之”当指庆历新政 ，范公之精神是其事业的 

保证。这其实也就涉及朱子对于本朝“革新政令 ”之肇端 的认识 。 

(二)革新政令 

在朱子有关本朝的论述 文字 中，《读 两陈谏议遗 墨》十分重要 。这篇文 献涉及朱子对 于“祖宗 之 

法 ”、本朝改革 (尤其是王安石变法 )、回复三代 、学与史等多个 问题的看法 。朱子言 ： 

祖 宗之所以为法，盖亦因事制宜，以趋一时之便 ，而其仰循前代俯狗流俗者 尚多有之 ，未必皆其 

① 《朱熹的历史世界》，第 ¨ 页。 

② 钱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 1997年版，第 7页。 

③ 风凰出版社出版的《范仲淹全集》中有《范文正公褒贤集》，集中收录历代对范仲淹的评价 ，卷 5专门汇集了朱子 

有关评价。见范能溶编：《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 1048—1067页。 

④ 《朱子语类》卷47，第 1188页。 
⑤ 《朱子语类》卷 129，第 3086贞。 

⑥ 《范仲淹全集》，第 l048页。 

⑦ 《朱子语类》卷 129，第 3091—3092页。 

⑧ 《三朝名臣言行录》，《朱子全书》第十二册，第 718页。 

⑨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81，第 3839页。 

⑩ 《朱子语类》卷 129，第 308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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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心思法圣智以遗子孙，而欲其万世 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无弊 ，则变而通之，是乃后人 

之责。故庆历之初 ，杜、范、韩、富诸公变之不遂 ，而论者至今 以为恨。况其后此又数十年，其弊 固当 

益甚 于前 ，而当时议者 亦多以为当变。如 吕正献公 父子《家传》及河 南程 氏、眉 山苏氏之书，盖皆可 

考。虽闲乐此论若有不同，而不免 ，亦有仁皇之末适 当因革之时之说 ，则是安石之 变法 固不可谓非 

其时，而其设心亦未为失其正也。但 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熟讲精思以为百全无弊可久之计 ，是以天 

下之 民不以为便 ，而一时元 臣故老、贤士大夫蕈起而力争之者，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实，至其所以为 

说 又 多出于安 石规 模之 下。④ 

在朱子看来 ，祖宗之法并非是历世而不可变的，祖宗立法针对 的是 当时的时势 ，其弊病是会随着历 

史的发展而逐渐体现出来的。后世子孙面对祖宗之法，重要的不是谨守形式上的内容，而要法祖宗“因 

事制宜”之义 ，做到针对不同的历史状况能“变而通之”。法祖宗最重要 的即是“法义”，是抽象的继承 ， 

而不是具体的继承。范仲淹之庆历新政即是针对祖宗之法在仁宗时产生的弊病所做的变革，是尽后世 

之责的具体体现，是面对太祖太宗立国之格局所做的变化的开始。而王安石变法的展开 ，背景是因为庆 

历新政之失败 、弊病进一步突显 ，熙宁之变法是庆历之延续。有庆历之恨 ，方有熙宁可变之时。面对北 

宋历史 ，朱子将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看成一个连续的脉络 ，将之视为对北宋立国之法随着历史延续产生 

的弊端的回应。熙宁变法处于“后庆历时代”。对此《语类》也有类似的表达，阐述庆历与熙宁的关 

系②。王安石之变法实际上是对范仲淹等人在庆历要做的事的继承 ，在规模上 ，熙 宁延续庆历。韩琦 、 

富弼再为相不肯更张，如果是范仲淹为政 ，还会变法 ，只是会比庆历时更加精密。范仲淹在朱子那里可 

以说是北宋革新政令 的一个象征。 

(三 )学术与学风 

以上为士风以及革新政令 。朱子于本朝最重视道学之兴起 ，而本朝道学之兴起 ，范仲淹是枢纽式 的 

人物。《语类》言： 
⋯ ⋯ 某问：“已前 皆羁缠成风俗 。本朝道学之盛 ，岂是羁缠?”先生日：“亦有其渐。 自范文正以 

来 已有好议论 ，如 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 ，湖州有胡安定，到后 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 出。故程 

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 ，依旧尊他 。若如杨刘之徒 ，作四六骈俪之文 ，又非此比。然数人者皆天资高， 

知尊王黜霸，明义去利。但只是如此便 了，于理未见，故不得中。”⋯⋯因说：“前辈如李泰伯们议 

论，只说贵王贱伯，张大其说，欲以劫人之听，却是矫激，然犹有以使人奋起。今 日须要作中和，将来 

只便委靡 了。如范文正公作子陵祠 堂记云 ：‘先生之 心，出乎 日月之上 ；光武之 器，包乎天地之外。 

微 先生 ，不能成光武之 大；微光武 ，岂能遂先 生之 高!’胡文定 父子极喜此语。大抵 前辈议 论粗而 

大 ，今 日议 论 细 而小 ．不 可不理会 。”④ 

在朱子看来 ，历代学术与风气都有其转折变化 ，本朝道学的兴起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朱子将 

本朝学 问转变溯源至范仲淹 ，认为在他那里已经有了“好议论 ”，此后有三先生等人 ，继而道学兴起 。联 

系前文所论范仲淹对于三先生等学者的奖掖，可以看到在朱子那里，范仲淹对于道学之兴起具有重要作 

用 。当然 ，在朱子那里 ，范仲淹乃至三先生在道学上还很 “粗疏”，还没有能够承继孟 子 以后失去的道 

统 。但是 ，在历史的演进上 ，其作用是不能够忽视的。 

《语类》又言： 

郑子上问：“风俗滚来滚去，如何到本朝程先 生出来，便理会发明得圣贤道理?”日：“周子二程 

说得道理如此 ，亦是上面诸公挪趱将来。当杨刘时，只是理会文字。到范文正孙明复石守道李太伯 

常夷甫诸人，渐渐刊落枝叶，务去理会政事，思学问见于用处。及胡安定出，又教人作‘治道斋’，理 

①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70，第 3381页。 

② 《朱子语类》卷 71，第 1799页；《朱子语类》卷 130，第 3096页。 

③ 《朱子语类》卷 129，第 3089—30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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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政事，渐渐挪得近里，所以周程发明道理 出来，非一人之 力也。”④ 

濂洛之学的兴起 ，还是有赖于“上面诸公 ”，即范仲淹与三先生等。范仲淹等人的关键就在于不仅 

仅着意于“文字”，即词章之学，而开始有明体达用之学，胡瑗更是比范仲淹进一步。朱子特别强调道学 

的发明不是一人之力，它建立在北宋学问整体积淀的基础之上。《伊洛渊源录》和《近思录》均记载范仲 

淹授张载《中庸》事，亦可看作范仲淹对于道学兴起之贡献的一端。当然，在学术的转折与兴起上，朱子 

更强调三先生的作用。但如果联系到士风以及范仲淹之于三先生的作用 ，范仲淹的地位不容忽视。 

从上面的论述 ，我们可 以看 出，在朱子的视域当中，宋代历史 的发展与范仲淹 的关系最 为密切。如 

果我们兼论学术与政治两翼 ，在朱子的视域中 ，宋代历史称为“后范仲淹时代”似乎更为恰当 ：庆历新政 

开革新之端 ，振士风、奖学术 、变学风 ，开道学之端 ，朱子于宋代之论述 ，大抵延此二端。 

三 、熙宁与王安石 

前文 中，我们已经提及 ，在朱子看来 ，王安石主导 的熙宁变法 ，是延续庆历新政 ，是对庆历之“恨”的 

弥补。朱子对于熙宁变法与王安石之态度 ，学者多有研究 ，其 中的细节也多有 阐发 。如果回到本文对于 

朱子历史观阐释构架上 ，其实可 以用三个字来概括朱子的态度 ，即 ：势、利 、学 。有一点需要提前指出，朱 

子对熙宁变法论述的前提是区分王安石熙宁变法和元丰神祖自行之政。《语类》言：“其后如蔡京欲举 

行神宗时政，而所举行者皆熙宁之政，非元丰神祖 自行之政也。”②导致北宋出现波动的蔡京等人的“绍 

述”不是继承神宗 ，而是行熙宁之政。生活在 “本朝”的朱子 ，虽然对神宗皇帝有诸多不满，但并不 能毫 

无顾忌地批评神宗 。朱子对神宗的评价可以说是“爱恨交加”。他将熙宁与元丰 区分开来 ，有站在本朝 

之上“为尊者讳”的意味，但这实际上也有助于朱子将相关批评展开 ，尤其是可以更为激烈地批评 打着 

绍述名义的章悖 、蔡京等人 ，把他们与本朝祖宗剥离开来 。 

(一)势 ：变法时节 

《读两陈谏议遗墨》指出，王安石变法有着不得不变的背景，在朱子看来，熙宁变法是顺应历史趋势 

不得不变 ，是“合变时节”⑧，是“势有不容已”。朱子多强调熙宁应当变法这一历史趋势 ，并且认为这种 

应变之势是当时普遍认识到的。《语类》言： 

予由初上 书，煞有变法意。只当是时非独荆公要如此 ，诸贤都有 变更意。④ 

问荆公得君之故。日：“⋯⋯向见何万一之 少年时所著数论，其 间有说云 ，本朝 自李文靖公王 

文正公当国以来，庙论主于安静，凡有建明，便以生事归之，驯至后来天下弊事极多。此说甚好。且 

如仁宗朝是甚次第时节!国势却如此缓弱，事多不理。英宗即位，已自有性气要改作，但以圣躬多 

病 ，不久晏 驾，所以当时谥之日‘英’。神 宗继之 ，性气越 紧，尤欲更新之 。便是 天下事难得恰好，却 

叉撞著介甫 出来承 当，所以作坏得如此 !”又日：“介甫变法，固有以召乱。后 来又却不别去整理 ，一 

向放倒 ，亦无 缘 治安 。”⑤ 

这两条材料，第一条强调当时诸贤对于变法必要性的认识，《读两陈谏议遗墨》和《语类》对诸贤何 

指以及如何应变有着具体的叙述，在朱子看来，即使是二程也认为当时应该变法，此处不做过多论述。 

第二条材料，具体从北宋历史出发 ，讲这一应变之势是如何形成的。在朱子看来 ，仁宗朝变法最为恰当， 

可惜没有变成。英宗已经要变法，只是到了神宗朝才得王安石以成行。朱子亦强调 ，不能因为王安石变 

法的失败而否定应当变法，这也是朱子对司马光、苏轼等人的批评所在。《语类》言：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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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温公所作如何?”曰：“渠亦只见荆公不是 ，便倒一边。如 东坡 当初议论 ，亦要变法，后来皆 

改 了 。”① 

熙宁更法，亦是势当如此。凡荆公所 变更者 ，初时 东坡 亦欲为之。及见荆公做得纷扰狼狈 ，遂 

不复言，却去攻他。如荆公初上底 书，所言皆是 ，至后 来却做得不是 。 自荆公 以改法致天下之乱 ，人 

遂以因循为当然。天下之弊 ，所以未知所终也。② 

在朱子看来 ，不能因为熙宁变法的成败而否定变法的必要性。朱子于熙宁当变之际 ，感概的不是变 

不变 ，而是应当变而不得可变之人 。 

(二)利 ：新法之弊 

在朱子看来 ，熙宁变法之不得当是北宋亡国的一个重要原 因。这在朱子看来与熙 宁变法导致 的诸 

多弊端有关 。当不得不变法 ，甚至变法者本身出 自好 的意愿 ，而由于变法本身采取 的问题不当，反而会 

造成很多问题。《语类》言： 

刘叔通言：“王介 甫，其心本欲救 民，后来弄坏者，乃过误致然。”日：“不然。正如 医者治病，其 

心岂不欲活人?却将砒磅与人吃。及病者死，却云我心本欲救其病 ，死非我之罪，可乎?介 甫之心 

固欲救人 ，然其术足以杀人 ，岂可谓非其罪?”⑧ 

在朱子看来，王安石虽欲救人，但是其方法却有很多问题，这无异于拿砒霜给病人吃。朱子对新法 

的很多 内容实际上有着积极的评价 ，诸如他对青苗法的立法本意有着一定的认 同④。但在根本上 ，朱子 

则认为 ，王安石变法立心立在“利”上 ，没有以“义”为标准 ，如是才导致众多问题 的产生。朱子盛赞王安 

石之文章节行 ，对其以“道德经济为 己任”亦赞赏有加⑤。在他看来 ，天下对王安石有着很大 的期望 ，这 

不能不说是当时天下之势的反映；然而王安石变法却以利为先，引用小人，以致北宋亡国。可以说王安 

石变法在朱子看来以末为先，而不务本，这是朱子的批评所在。《书两陈谏议遗墨》亦言： 

至谓安石远取三代渺 茫不可稽考之事而力行之，此又不知三代之政布在方册 ，虽时有先后而道 

无古今 ，举而行之 ，正不能无望于后之君子。但其名实之辨、本末之序 、缓急之 宜则有不可以毫厘差 

者。苟能于此察焉而无所悖，则其遗 法虽若渺 茫不可稽 考，然神 而明之在我而 已，何不可行之有 ! 

彼安石之所谓《周礼》，乃姑取其附于已意者，而借其名高以服众口耳，岂真有意于古者哉!若真有 

意于古，则格君之本、亲贤之务、养民之政、善俗之方，凡古之所谓当先而宜急者，曷为不少留意，而 

独于财利兵刑为汲汲耶?大本不正 ，名是 实非，先后之 宜又皆倒置，以是稽古，徒 益乱耳 ，岂专渺茫 

不可稽考之罪哉 !⑥ 

在“回复三代”这一理想上，朱子对王安石是承认的，在他看来，实现三代的关键在于对亘古亘今之 

道的把握。把握这一道，就需要注意其中名实、本末、缓急等诸多问题。结合其他文献来看，朱子强调以 

格君心为本 、亲贤为急 ，而不是先急于谋利 ，要先 “正其义”“明其道”。而王安石 的问题则在于 以利为 

先 ，把为政的基本顺序搞错了，于是才产生一系列 的问题。在这点上 ，朱子与陆九渊有一定 的一致性。 

陆九渊虽然对王安石称赞颇多，但也认为王安石“不造其本而从事其末”⑦。其实，朱子并不是一味反对 

“理财”，反对对于财用的讲求，在他本人的政治实践当中，也强调“正经界”、“节用”，不满于南宋当时 

“经总制钱”等财政安排 ，不满于当时兼并 、田税不均等现象。朱子反对的是立心立在 “利”上 ，而不 以 

“义”为先。在朱子看来 ，仅仅追求利而不讲求义会导致很多问题产生。朱子认为王安石以利为先最终 

① 《朱子 语类 》卷 130，第 3095—3096页。 

② 《朱子语类》卷 130，第 3101页。 

③ 《朱子语类》卷 I30，第 3098页。 

④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79《婺州金华社仓记》，第 3776页。 

⑤ 参见《楚辞后语》卷 6朱子对《寄蔡氏女》这一文章的评价 ，《朱子全书》第 19册 ，第 304页。此亦可以看出在朱 
子那里王安石与范仲淹 的一致 之处 ，王安石此种精 神正是范仲淹扭转北宋风气之结果 的呈现 。 

⑥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70，第 3381—3382页。 

⑦ 参见陆九渊：《陆九渊集》，中华书局 2008年版 ，第 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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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与民争利”，财富“非藏于民”。正是因为见义不明 ，最终才使得在处理国家和人 民的财富分配上 

产生问题。《语类》有一段言王安石理财 ： 

荆公初作江东提刑，回来奏事，上万言书。其间一节云：‘今之小官俸薄，不足以养廉，必当有 

以益之。然 当今财用匮乏 ，而复为此论 ，人必以为不可行 。然天下之财未尝不足，特不知生财之道 ， 

无善理财之人，故常患其不足。’神宗甚善其言。后来才作参政第二 日，便专措置理财，遍置回易 

库，以笼天下之ft．1，谓周礼泉府之职正是如此。却不知周公之制，只为天下之货有不售，则商旅留滞 

而不能行，故以官钱买之，使后来有欲买者，官中却给与之，初未尝以此求利息也。”时举云：“‘凡国 

之 财用取具焉’，则是 国家有大费用 皆给 于此，岂得谓之不取利耶?朝廷财 用，但可 支常 费耳。设 

有变故之来 ，定无可以应之 。”日：“国家百年承平 ，其 实规模未立 ，特幸其无事耳。若有 大变，岂能 

支耶?神宗一日闻回易库零细卖甚果子之类，因云：‘此非朝廷之体。’荆公乃日：‘国家创置有司， 

正欲领其繁细。若回易库 中，虽一文之物 ，亦当不惮 出纳，乃有司之职，非人君所 当问。若人君 问及 

此，则乃为繁碎 而失体也。’其说甚高，故神宗信之 。① 

这段材料或许可以看出朱子面对“理财”问题思考 的复杂性 ，他不是一味地认为 国家不应当有其财 

政规划 ，他认为国家的财政不仅要考虑承平时的支出，也要能应对不测之变化。在这个 意义上 ，他能够 

承认理财的必要性 。但是在朱子看来 ，国家理财的根本不是要“笼天下之利 ”，而是为了应对 国家 的具 

体事务 ，更是为了方便和促进民间的财富流通 ，不是为 了“求利息”而理财。国家理财的根本在于天下 

之义 ，而不在于政府之利 ，关键不在于要不要理财，而是在于理财 的目的。朱子认 为这是周公和王安石 

“市易法”的根本区别所在。正因为王安石市易法在于国家牟利 ，最终导致 “民力 已殚 ”。在朱子看来 ， 

国家理财根本上要“务本⋯‘节用裕民”②。 

(三)学 ：真儒与政治 

在朱子看来 ，熙宁变法有不得不变之势 ，却 由于立心于利上 ，最终导致北宋诸多问题 的产生。情况 

之所以如此 ，根源在于王安石学不正；王安石不是真儒 ，不能够承担变法之势 ，不能够 以理导势，正是 由 

于王安石学不正，才导致合当变法时节没有出现好的局面。《读两陈谏议遗墨》言：“若夫道德性命之与 

刑名度数 ，则其精粗本末虽若有 问，然其相为表里如影随形 ，则又不可得而分别也 。今谓安石之学独有 

得于刑名度数，而道德性命则为有所不足，是不知其于此既有不足，则于彼也，亦将何 自而得其正耶。”⑧ 

道德性命并不与刑名度数互相排斥 ，二者是本末关系。可 以说内圣是外王之根本 。王安石 的问题不在 

于他只讲求刑名度数 ，没有讲求内圣 ，而在于其学内圣有缺陷 ，就此发出的外王亦有问题。 

朱子对王安石有许多积极评价 ，对王安石 的志 向与德行颇多赞许 ，对其学 问的某些细节也有所称 

颂，但在根本上，朱子认为王安石之学有问题，由此导致变法有问题。《语类》常有如下评价： 

论王荆公遇神宗，可谓千载一时，惜乎 渠学术不是 ，后来直坏到恁地 。 

荆公德行 ，学则非。 

先生论荆公之学所 以差者，以其见道理不透彻 。⋯⋯ 

朱子将学与政 、学与史连接起来 ，在他的历史观上是十分一致的 ，朱子强调学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 

恰恰是王安石的学不正 ，才导致他没有能够承担历史使命 ，以理导势 ，在最佳时机 回复三代。朱子对王 

安石之新学的具体批判 ，前辈多有论及 ，本 文不再赘述 。⑤ 其实朱子 以学 的视 角审视宋代 历史是一贯 

的，他对宋代历史的成败常以学为标的进行审视 ，对庆历评价也是这样。《语类》言：“太宗朝一时人多 

尚文中子，盖见朝廷事不振，而文中子之书颇说治道故也，然不得其要。范文正公虽有欲为之志，然也 

① 《朱子语类》卷 130，第 3096—3097页。 

② 见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 集》卷 14《延和奏札 》。此奏 札可以集 中反 映朱子 “理财”的思想 。 

③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卷 70，第 3382页。 

④ 《朱子语类》卷 13O，第 3095、3097、3098页。 

⑤ 滕珙《经济文衡》有“论荆公所学之偏”以及朱子对北宋诸儒学之偏的论述 ，可以作为朱子具体批评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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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不精密，失照管处多。”①范仲淹虽然于宋代历史有诸多贡献，但在朱子看来，恰是由于学粗，间杂异 

端之学，才导致庆历新政不成功。只有学能够看到理的真儒才能承担起天下大势，承担起历史交付的使 

命。《语类》言：“神宗极聪明，于天下事无不通晓，真不世出之主，只是头头做得不中节拍。如王介甫为 

相 ，亦是不世出之资 ，只缘学术不正当 ，遂误天下 。使神宗得一真儒而用之 ，那里得来 !此亦气数使然。 

天地生此人 ，便有所偏了。可惜 !可惜 !”②朱子于此感慨神宗之时变法不成 ，感慨 王安石不是学术正 当 

的真儒。在朱子看来 ，如果神宗能够用真儒 ，必能在合 当变法的时节做得成 ，化解北宋积累到当时的弊 

病 ，扭转局势。朱子诉诸于气数 ，感慨造化之弄人 。他在这里强调的“真儒 ”，当然是指以二程为代表的 

理学家。在朱子看来，若能用二程，尤其是用程颢，当时局面或许会有所不同。《语类》言： 
⋯ ⋯ 又问：“若是二程 出来担 负，莫须别否?”日：“若如明道 ，十事须还他全别 ，方得 。只看他 当 

时荐章 ，谓其 ‘志节慷慨 ’云云，则明道岂是循常蹈故块然 自守底人 !”(道)⑧ 

朱子感慨二程不能用 ，尤其感概明道之早逝。只有道统 的接续者才能承担相应的历史使命 ，承担政 

统 ，这是朱子一贯的观点。不能否认 ，朱子和王安石在对待政治上 的“气质”有其相同之处，但这种气质 

之相同，是宋代儒学 的整体氛围决定的。王安石得到了得君行道的机会 ，在儒学发展历史上 自然有其重 

要意义，但也不能就此夸大他对道学的影响，尤其是在南宋理学家的自我认同与 自我建构方面，王安石 

不是作为“正面典型”发挥作用，他是作为理学家的“反面教材”而发生影响。从朱子的认知主体的角度 

来看 ，他 的“自我确证 ”并不奠基于王安石 ，而是建立在范仲淹以降 的儒学认 同上 ，更是建立在周敦颐 、 

二程建立的理学世界之上。朱子或许能承认 自己生活在“后范仲淹时代 ”而不是 “后王安石时代 ”。更 

进一步讲 ，朱子认为 自己在道统之 中。只有“学达性天”的真儒才 能开创历史新 的格局，这是朱子对于 

历史发展的认识所在 。而在他看来 ，宋代恰是真儒出现、道统接续 的时代。 

四、道学世界 

朱子著述中强调宋代道学之盛的地方很多，如《大学章句序》《江州重建濂溪先生祠堂记》等文章都 

可以看作是相关例证。道学的兴起被朱子看作是本朝历史上十分重要 的文化现象 ，他也认为 自己是道 

统的继承人 ，自己生活在一个“道学的世界”。本朝“道学之盛”似乎已经成为了朱子和弟子谈论相关问 

题不言 自明的前提 ，而在二程时 已有类此看法 ，二程言“本 朝经术最盛”④，而朱子在二程之后，认为 “国 

朝文明之盛 ，前世莫及”⑤，同时更加强调本朝最盛的是“道学”，这点我们前文已经有所论述 。 

这一道学的世界是范仲淹扭转学风 、士风的结果之一 ，萌芽于三先生 ，而周敦颐则是开山始祖。 

《语类》言：“本朝孙石辈忽然出来，发明一个平正底道理 自好，前代亦无此等人。如韩退之已自五 

分来，只是说文章。若非后来关洛诸公出来，孙石便是第一等人。孙较弱；石健甚，硬做。”⑥在朱子看 

来 ，宋初三先生等发明了前代没有的平正的道理 ，而关洛诸人则更 进一步 ，达到 了道理上的第一等。朱 

子也将本朝这一道学世界称为“伊洛渊源”，他作《伊洛渊源录》构建了一个以“濂洛关闽”为网络的道 

学世界 。在这一世界 当中，周敦颐是发端 ，二程是核心，张载为辅翼 ，二程弟子为枝叶，这样 ，朱子心 目中 

的一个北宋道学人物谱系由此而建立，“圣贤相传之道，炳然见于其中”⑦，“自孟子以来，道学宗派，具见 

于此 ”⑧ 

① 《朱子语类》卷 129，第 3085页。 

② 《朱子语类》卷 127，第 3046页。 

③ 《朱子语类》卷 l30，第 3097页。 

④ 《二程遗书》卷 18，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 1981年版，第 232页。 

⑤ 《楚辞后语》，《朱子全书》第 l9册，第 305页。 

⑥ 《朱子语类》卷 129，第 3091页。 

⑦ 李世安：《<伊洛渊源录 >元吴刻本序》，《伊洛渊源录 -附录》，《朱子全书》第 12册 ，第 1117页。 

⑧ 杨廉：《<伊洛渊源录>明红纸刻本序》，《伊洛渊源录·附录》，《朱子全书》第 12册，第 l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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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对于宋代“道学世界”的理解同样体现在他对本朝道学相传 ，也就是道统传承的理解上。这其 

中较为重要的问题即是“周程授受”问题。关 于周程之间是否存在着明确 的授受关 系，今天的学者有不 

同的看法①。实际上 ，在朱子时代 ，这一问题也存在争议 。而朱子则坚定地认为 ，周程之 间存在着明确 

的授受关系。汪应辰 即不太同意程子继承周敦颐 ，认为程子之于周敦颐 当类似于张载之于范仲淹。朱 

子在《与汪尚书》中申述了 自己的看法 。他说 ： 

蒙谕及二程之 于濂溪，亦若横 渠之于范文正耳。先觉相传之秘 ，非后学所能窥测，诵其诗 ，读其 

书，则周范之造诣固殊 ，而程张之 契悟 亦异。如 日“仲 尼颜 子所乐⋯‘吟风弄 月以归”，皆是 口传心 

受、的当亲切处。后 来二先生举 ，似后 学亦不将作第二义看。然则《行状》所谓“反求之 六经然后得 

之者”，特语 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 处，则 自濂溪不可诬也。若横渠之 于文正，则异于是 ，盖 当时 

粗发其端而已。受学乃先生 自言，此 岂自诬者耶。② 

在朱子看来 ，二程之进入道学 ，周敦颐并不仅仅是“粗发其端”，而是二程 在思想取向上深深受到 了 

周敦颐的影响。周敦颐为理学之祖，这一地位在朱子那里十分明确。《伊洛渊源录》更是全载《遗书》中 

朱子认为程子受周敦颐影响之处 ，强调周程思想之间的连续性 。通过对周程张子等北宋道学人物地位 

的强调与思想的解释，朱子“集新儒学之大成”，完成了自己思想体 系的建构 ，也确立 了自己思想在道学 

传承中的正统性。同时，这一谱系的建立与思想的诠释，也为朱子的本朝史诠释确立了一个方向。 

前人已经指出《伊洛渊源录》与《八朝名臣言行录》《近思录》等著作之问的呼应关系。如元人苏天 

爵认为，“朱子既录八朝名臣言行 ，复辑周 、程 、张 、邵遗事 ，以为是书 ，则汴宋一代人才备矣 ”⑧；清人周 中 

孚认为，“朱子尝取周、程、张子之书辑为《近思录》，以示当世。既又虞夫世之学者徒得其言，而不得其 

所以言，乃复取其平生出处、履历之详，以及其师友之所授受者，萃而录之，凡四十六人”④。可以说，《伊 

洛渊源录》与《近思录》互为表里，描述了本朝之道学世界，加上本朝之名臣言行，朱子心中以道学为骨 

干 、辅以名臣之言行 的本朝历史世界十分清晰地展示在人们面前 。本朝之名 臣是本朝善治美俗的重要 

奠基者 ，代表着本朝 的政治世界 ，而 由于学之不足，本朝还不能由此实现政治理想。政治之外的关键在 

于“学”。朱子对于本朝道学 的强调与他历史观中对于“学 ”的强调 ，构成了一个逻辑上完整 的体系 ：三 

代的回复需要政统与学统相结合 ，而本朝恰恰具备这样一个“道统”，若能援本朝之道统入政统，那么就 

可以实现本朝的中兴，甚至三代的回复。熙宁变法的失败在于没有一个正确的学统进入政统之中，格君 

心之非的政治实践的意 图就在于重新创造一个把正确道统引入政统的机会。 

① 

120页 。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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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土田健次郎就不太同意“周程授受”这种说法，土田健次郎：《道学之形成》，上海古籍 出版社 20l0年版，第 

《晦庵先 生朱文公文集》卷 30，第 1305页。 

苏天爵：《<伊洛渊源录 >元鄂刻本序》，《伊洛渊源录 ·附录》，《朱子全书》第 12册 ，第 1 1 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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