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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乐论两境界
　 　 　 薛富兴

摘　 要:　 先秦儒家音乐思想可分为两段ꎮ 季札与孔子的音乐批评代表了中国音乐思

想的质朴形态ꎬ«乐记»则完成了中国古代音乐理论系统的建构ꎮ 孔子在«论语»中的音

乐批评已形成一个体系ꎬ其音乐批评包括礼仪制度、个体理想人格塑造和审美三个维

度ꎬ开创了音乐批评的三种模式ꎮ «乐记»从人心、社会和天地秩序三个维度阐释和理

解音乐ꎬ建立起中国古代音乐史上最完善的音乐哲学理论模型ꎬ对后世音乐产生了广

泛、持久的影响ꎬ对当代音乐观念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ꎮ
关键词:　 礼乐并举ꎻ理想人格塑造ꎻ音乐批评ꎻ音乐哲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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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是个音乐爱好者ꎬ«论语»中有许多孔子论乐之言论ꎬ成为孔子音乐思想之典型表现ꎮ 同时ꎬ在
这些看似零散的关于音乐的只言片语中ꎬ孔子实际上形成了自己较系统的音乐思想体系ꎮ 孔子有关音

乐的言论ꎬ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礼仪制度ꎬ个体理想人格建构ꎬ审美ꎮ

一、礼乐并举

子曰:“礼云礼云ꎬ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ꎬ钟鼓云乎哉?” ①

子曰:“人而不仁ꎬ如礼何? 人而不仁ꎬ如乐何?”②

名不正ꎬ则言不顺ꎻ言不顺ꎬ则事不成ꎻ事不成ꎬ则礼乐不兴ꎻ礼乐不兴ꎬ则刑罚不中ꎻ刑罚不中ꎬ
则民无所措手足ꎮ③

孔子曰:“天下有道ꎬ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ꎻ天下无道ꎬ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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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礼”、“乐”并举乃在说明:音乐在春秋晚期ꎬ在孔子眼里并非独立的艺术形式、审美之具ꎬ如今

人所理解的那样ꎻ而是当时周代礼仪制度体系之一部分ꎬ音乐要为礼仪制度服务ꎬ而不能仅仅作为娱乐

或抒情艺术而存在ꎻ但是春秋晚期ꎬ周天子中央政府势力衰微ꎬ诸侯国坐大ꎬ已出现“礼崩乐坏”局面ꎬ孔
子对此痛心疾首: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ꎬ是可忍也ꎬ孰不可忍也ꎮ”①

三家者以雍彻ꎮ 子曰:“相维辟公ꎬ天子穆穆ꎬ奚取于三家之堂?”②

子曰:“天下有道ꎬ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ꎻ天下无道ꎬ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ꎮ③

此乃时人不依周礼之规定ꎬ随意越位用乐之例ꎮ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ꎬ恶郑声之乱雅乐也ꎬ恶利口之覆邦家者ꎮ”④

所谓“郑声”ꎬ实即国家制度文化体系———“礼乐”制度之外ꎬ以视听感官愉悦———审美为主要追求

的民间音乐ꎮ “郑声”的出现ꎬ乃先秦重要历史文化信息ꎬ它意味着独立于官方礼仪制度之外ꎬ相对独

立、较纯粹的审美音乐甚至民间文化之诞生ꎮ 但是ꎬ孔子出于维护既有周代礼仪制度文化传统和周天子

中央政府权威的角度ꎬ对时代之新音乐———“郑声”持根本的反对态度ꎬ坚持为周礼服务的雅乐———
«韶»、«舞»的权威地位:

子曰:“行夏之时ꎬ乘殷之辂ꎬ服周之冕ꎬ乐则 «韶»、 «舞»ꎮ 放郑声ꎬ远佞人ꎮ 郑声淫ꎬ佞

人殆ꎮ”⑤

孔子将“郑声”与奸人并举ꎬ可见他对时代的音乐新信息、新事物ꎬ对来自民间的纯审美之乐从根本

上是否定的ꎬ未能意识到它的价值ꎮ 由于孔子将音乐(包括了舞蹈、诗歌)根本地视为周代礼仪制度的

有机组成部分ꎬ因此ꎬ面对春秋晚期“礼崩乐坏”局面ꎬ他将 “乐坏”视为“礼崩”之象征ꎬ因而进行了严肃

的音乐批评ꎬ进而谋求通过“正乐”而 “复礼”ꎮ 因此ꎬ孔子一旦有机会就会切实贯彻他的音乐理念ꎬ对
周礼系统之外音乐的处罚极其严厉:

定公十年春ꎬ及齐平会齐侯夹谷ꎬ为坛位ꎬ土阶三等ꎬ以会遇之礼相见ꎬ揖让而登ꎮ 献酬之

礼毕ꎬ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ꎮ”景公曰:“诺ꎮ”于是旍旄羽袚矛戟剑拨鼓噪而至ꎮ 孔子趋

而进ꎬ历阶而登ꎬ不尽一等ꎬ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ꎬ夷狄之乐何为于此! 请命有司!”有司却

之ꎬ不去ꎬ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ꎮ 景公心怍ꎬ麾而去之ꎮ 有顷ꎬ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ꎮ”
景公曰:“诺ꎮ”优倡侏儒为戏而前ꎮ 孔子趋而进ꎬ历阶而登ꎬ不尽一等ꎬ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

诛! 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ꎬ手足异处ꎮ⑥

此乃夫子以乐卫道的极端表现ꎮ 但是ꎬ大部分情形下ꎬ孔子对于礼崩乐坏的局面ꎬ只能徒叹奈何ꎮ
他一生周游列国ꎬ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ꎬ鲜有知音ꎮ 最后不得已老而返鲁ꎬ只好从事整理前代文化遗产

的工作ꎮ 作为周礼一部分之音乐ꎬ或为周礼服务的音乐ꎬ此乃孔子音乐观之核心ꎮ 孔子如此要求音乐ꎬ
也如此要求作为文学、诗歌的«诗经»ꎬ是否符合周礼的要求ꎬ也是孔子整理«诗经»、取舍其时诸侯国民

歌的核心标准:

子曰:“吾自卫反鲁ꎬ然后乐正ꎬ«雅»、«颂»各得其所ꎮ”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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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ꎬ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ꎮ 礼乐自此可得而述ꎬ以备王道ꎬ成六艺ꎮ①

这才是孔子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工作ꎬ他依据周代礼仪制度的要求系统地整理前代雅乐ꎬ经他整理之

后的诗乐ꎬ最终被后代奉为经典ꎮ 孔子无力改变他不满意的社会现状ꎬ作为一个书生ꎬ他能做到的只是

根据自己的文化理想———“克己复礼”对当时所存文化典籍———«诗经»进行整理ꎮ 有赖于夫子ꎬ今天我

们才能看到两千多年前的各地民歌ꎻ只是由于夫子ꎬ我们已无法再见到被夫子删去的当时更多的其它民

歌ꎮ 正所谓成也萧何ꎬ败也萧何! 不合于己者未必不合于人ꎻ不合于今者未必不合于明天ꎮ 多存慎删方

为更包容、明智之文化态度ꎮ 夫子“正乐”与“删诗”之壮举也许并不能成为人类关于文化继承的理想

典范ꎮ
孔子乐论开创了儒家他治论或功利主义文艺观先河ꎬ后代儒家一直用“文”(艺术性或审美价值)与

“质”(文艺的政治、伦理性内容)这对范畴来规范文艺ꎬ此观念之影响一直持续到 ２０ 世纪ꎮ

二、理想人格塑造

宰我问:“三年之丧ꎬ期已久矣ꎮ 君子三年不为礼ꎬ礼必坏ꎻ三年不为乐ꎬ乐必崩ꎮ 旧谷既没ꎬ新
谷既升ꎬ钻燧改火ꎬ期可已矣ꎮ”子曰:“食夫稻ꎬ衣夫锦ꎬ于女安乎?”曰:“安ꎮ”“女安ꎬ则为之! 夫君

子之居丧ꎬ食旨不甘ꎬ闻乐不乐ꎬ居处不安ꎬ故不为也ꎮ 今女安ꎬ则为之!”宰我出ꎮ 子曰:“予之不仁

也! 子生三年ꎬ然后免于父母之怀ꎮ 夫三年之丧ꎬ天下之通丧也ꎮ 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②

此则以礼为后ꎬ以仁为先之例ꎮ 孔子的其余言论则以礼论乐居多ꎮ 在此则言论中ꎬ孔子更突出仁之

内质ꎬ以礼为外ꎬ礼属于乐ꎮ 孔子将礼乐制度与人性建构事业联系起来ꎬ而人性建构之核心乃是仁ꎮ 因

此ꎬ乐亦当服务于仁之培养ꎮ 夫子将外在的礼乐制度要求建立在天然的血缘亲情之爱上ꎬ建立在内在的

文化人性培养上ꎮ 基于对制度文化与观念文化、制度与人性关系的深刻认识ꎬ孔子进一步强调观念文化

建设的意义ꎮ
切实维护周代礼仪制度只是孔子论乐的一个方面ꎮ 作为一个观念文化生产者ꎬ孔子对音乐功能的

理解远超越于其同时代人ꎮ 音乐作为制度文化建设工具之外ꎬ他还见出了音乐作为人类观念文化产品

对主体内在精神世界的深刻影响作用———音乐对人心的调节与导引ꎮ 他自觉地将音乐用于君子理想人

格之铸造ꎮ 孔子在大力提倡维护周礼的同时ꎬ也提出了个体理想人格建构问题———君子之培养ꎬ将这一

事业作为周礼维持的更深层努力ꎬ认识到没有社会成员个体内在的心理认同与自觉努力ꎬ外在礼仪制度

实难以维系ꎮ 这实际上是将制度文化建设转化为观念文化建设ꎬ以自觉的观念文化努力为周代礼仪制

度之长期存在奠定坚实的心理基础ꎮ 具体到对音乐功能之认识ꎬ可谓由外而内之升华ꎮ

子曰:“兴于«诗»ꎬ立于礼ꎬ成于乐ꎮ”③

此处孔子诗、乐并举ꎬ说明其时诗歌始脱离舞、乐而成为独立的文学艺术形式ꎮ 一个人应当通过礼

仪教育奠定(“立”)自己的行为规范(规范伦理)ꎬ用«诗三百»启蒙其社会性情感(“兴”)ꎬ用音乐完成

自己的人格塑造(“成”)ꎮ 音乐是人格塑造必不可少的要素ꎬ且是人格培育的完善性环节ꎮ 能欣赏音乐

标志着个体人格之成熟与完善ꎬ何以故?

乐者ꎬ音之所生也ꎬ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ꎮ④

音乐是一门人际交际的艺术ꎮ 一方面ꎬ人心受到外物(自然与人事)之刺激ꎬ感动时会有音乐产生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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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ꎬ当音乐出现时ꎬ欣赏者应当有与之相呼应的能力ꎬ这种通过音乐作品能感受其他个体ꎬ乃至一

个群体、时代内心精神状态(喜怒哀乐)的能力ꎬ正是文明社会个体人格必须具备的心理能力、文化能

力ꎻ有此即可谓“君子”ꎬ无此即可谓“野人”ꎮ 一方面ꎬ音乐最为感性ꎬ每个有正常听觉感官者均可欣赏ꎬ
故“其入人也深”ꎻ另一方面ꎬ音乐又最为抽象ꎬ只由声音构成ꎬ它考验着每个个体的感受、想像与情感体

验能力ꎬ此种能力体现了个体ꎬ甚至群体精神的发育程度ꎮ 更重要者ꎬ音乐是一种人群交际艺术ꎬ心心相

应的艺术ꎬ故而共同欣赏音乐可促进特定群体内部个体成员间的情感交流、心理认同与秩序和谐ꎮ 在此

意义上ꎬ可谓“乐可以群、可以和、可以成”ꎮ 乐可用以培养个体与他人的心理沟通能力ꎬ此能力乃检测

特定个体成员人格发育程度、成熟与否之重要标志ꎮ

子曰:“志于道ꎬ据于德ꎬ依于仁ꎬ游于艺ꎮ”①

此乃夫子乐论之又一面———将音乐与个体理想人格塑造———君子之德的陶铸紧密结合在一起ꎬ是
立足于个体理想人格塑造论音乐功能ꎮ 准此ꎬ我们见出音乐价值功能之另一端———音乐对于个体精神

成长的价值ꎮ 夫子为此提出一个完善的君子人格培养体系ꎬ在这个体系中ꎬ制度———德性———艺术审美

相互合作ꎬ共同构成人格教育三大支柱ꎮ 若对人格培养作过程性动态描述ꎬ则诗、乐正处于个体人格培

育之首尾两端:人格教育之始ꎬ需由诗教导入ꎬ以其可兴发人感性心灵之敏感、天然之善端情愫也ꎻ以对

乐之爱好而终之ꎬ以其陶陶然可醉人以乐也ꎮ 居其中者ꎬ乃社会礼仪规范、良俗美仪之培养ꎮ 换言之ꎬ外
在行为规范之培养与内在的自由感性趣味、情操之培养当相辅而行ꎮ 只有当一个人能培养起对音乐的

真切爱好ꎬ在音乐世界中体验到这个世界的秩序与情感、本能的触发与超逸之玄思ꎬ能自由地悠游出入

于其间时ꎬ才可谓其个体精神人格成熟了ꎮ
完善的人格培育当首先包括行为准则教育———天道、德性与仁爱ꎬ此乃君子人格之必要条件、奠基

部分ꎮ 完善的人格培育还当包括精神自由部分———“六艺” (特别是其中之“诗”与“乐”ꎬ即今之“艺
术”ꎮ)ꎮ 艺术教育关乎个体审美趣味之养成、社会情感之培育与创造潜能之激发ꎬ乃君子人格之超越部

分ꎮ 前三项乃不得不如此之人格义务、道德律令ꎻ后者则是可“好之、乐之者”的自由部分ꎬ是人格培育

中轻松愉快的环节ꎮ “游”揭示了“艺”之自由性质ꎮ 简言之ꎬ理想人格的培育需要由哲学教育(道)、伦
理教育(德与仁)与艺术教育或美育(艺)三者构成ꎮ

孔子是在人格培养教育中提及乐与艺ꎮ «诗经»本从于“乐”ꎬ自孔子对其文字文本之整理与编订

后ꎬ始脱“乐”而独立ꎬ成就了后世独立于“乐”而存在的诗歌、文学ꎮ “乐”乃早期艺术原型ꎬ“艺” (“六
艺”)乃其继之者:

保氏掌谏王恶ꎬ而养国子以道ꎮ 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ꎬ二曰六乐ꎬ三曰五射ꎬ四曰五驭ꎬ五曰六

书ꎬ六 曰九数ꎮ②

依今人ꎬ“乐”与“艺”所同者在于“艺”ꎬ即为抒情或美而存在之艺术ꎻ然在先秦ꎬ“艺” (“六艺”)之
基础义当为“技”———“技术”、“技艺”之“艺”ꎮ 在此意义上ꎬ“乐”比“艺”更近于今日之“艺术”概念ꎮ

若对人格培养作静态考察ꎬ夫子以为有四端最为重要ꎬ那便是“道”、“德”、“仁”和“艺”ꎮ “道”谓天

地外在之理ꎬ“德”谓个体内在之性ꎬ“仁”为发之于个体内心的爱他人之德ꎬ“艺”谓礼乐之文ꎬ即礼、乐、
射、御、书、数ꎮ 此谓完善人格之养成ꎬ乃是对这个世界之全方位感知ꎬ既要了解外在世界客观的万事万

物之理ꎬ也要有对主体自身德性之自觉ꎬ既要有自我意识(“德”)ꎬ也要有同类意识(“仁”)ꎮ “道”是面

向外在世界的知识、哲学教育ꎻ“德”与“仁”是面向人类社会自身的伦理道德教育ꎬ“艺”则可大致理解

为今之艺术教育、审美教育ꎮ “艺”在当时是一个综合体系ꎬ既包括了音乐ꎬ也包括其它实用技术ꎮ 这里

需要特别注意“游”这个概念ꎮ “游”之本义为游水、游动ꎬ在这里则归结为精神心理的自由无碍境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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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人格的建构过程ꎬ既包括了不得不然的内容ꎬ此即所谓“志”、“据”和“依”ꎻ但最终当体验为一种随

心所欲的“游”的境界ꎬ也只有最终体验为自由境界ꎬ才算理想人格之真正养成ꎬ这样的德性才能持久ꎮ
这就是夫子为何两处均以音乐为代表的“艺”来收尾的原因ꎮ

此言理想人格建构之数端ꎮ 虽有四端ꎬ然夫子未具体解释其各自之具体内涵ꎬ故后人无法具体了解

夫子之理想人格建构体系ꎮ 以朱子之论ꎬ道乃言万物之所以然者ꎬ此盖外在客观之理ꎬ德乃道之化于人

的内心者ꎮ 若此ꎬ则德并非独立之一端ꎬ乃道之主体化ꎻ惟仁乃夫子之重心ꎬ乃主体人性之核心概念ꎬ似
足可与道并立者ꎬ以为主体之本ꎮ 仁之发端虽自血缘亲情ꎬ然当它由血亲间之自然亲情外推发扬到对非

血缘的他人之爱时ꎬ其主体部分尚需伦理理性之介入ꎬ需伦理理性支撑下的长期培育和固化ꎮ 故而

“道”与“仁”皆乃不得不然者ꎬ惟于艺则可成悠游之境界ꎬ若夫子所言“随心所欲而不逾距”境界乃又一

种心境ꎮ 故夫子论理想人格塑造实由两个阶段构成:一为做人之不得不然者ꎬ于外曰道ꎬ于内曰仁ꎻ二为

人心之可自由者ꎬ曰游曰艺ꎮ 一为信守ꎬ一为自由ꎮ 上述两条ꎬ可理解为夫子关于以音乐培养完善人格

的整体性见解ꎮ 总之ꎬ理想人格之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ꎬ需有多方面的努力ꎮ 这其中ꎬ“乐”乃不可或缺

之重要一环ꎮ
对于音乐孔子同时有两方面标准:一是外在的周礼制度要求ꎬ二是内在的文化人性培养ꎮ 乐先属于

礼ꎬ又服务于理想人性建构ꎮ 立足于内在的人性建构ꎬ而非仅外在的制度建设ꎬ给制度文化以观念之基

础ꎬ此乃孔子的贡献ꎬ是国家意识形态向士阶层观念文化之深化ꎮ 整个孔子仁学当作如是观ꎮ①

三、审美功能

孔子于音乐不完全是功利主义ꎬ他对音乐也有相当内在的意见ꎮ

子语鲁大师乐ꎬ曰:“乐其可知也:始作ꎬ翕如也ꎻ从之ꎬ纯如也ꎬ如也ꎬ绎如也ꎬ以成ꎮ”②

此述音乐作品行进的阶段性特征ꎮ

子在齐闻«韶»ꎬ三月不知肉味ꎬ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ꎮ”③

子曰:“师挚之始ꎬ«关雎»之乱ꎬ洋洋乎盈耳哉ꎮ”④

此论音乐的悦耳娱心之效ꎬ这些都是很纯粹的审美评价ꎮ 在音乐的审美功能方面ꎬ孔子也有积极建

树ꎮ 此可证孔子于制度考量、人格教育之外ꎬ对音乐又有极内在的趣味与欣赏能力ꎬ是个音乐艺术的行

家里手ꎮ 具体地ꎬ孔子已然形成一套成熟、可操作的音乐批评模型ꎬ这一模型有三种形式ꎮ
其一ꎬ正面典范个案示例法ꎮ
何为佳乐? 可以拿成功的具体音乐作品示范于人ꎬ通过具体可感的个案示范向人们树立正确、成熟

的音乐观念ꎮ 先秦音乐作品中ꎬ孔子极力推崇的是«韶»ꎮ «韶»亦称«大韶»ꎬ相传为舜乐ꎮ 夫子以«韶»
为音乐最高典范ꎬ凡三论«韶»:

子在齐闻«韶»ꎬ三月不知肉味ꎬ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ꎮ”⑤

子谓«韶»:“尽美矣ꎬ又尽善也ꎮ”谓«武»:“尽美矣ꎬ未尽善也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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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行夏之时ꎬ乘殷之辂ꎬ服周之冕ꎬ乐则 «韶»、 «舞»ꎮ 放郑声ꎬ远佞人ꎮ 郑声淫ꎬ佞

人殆ꎮ”①

孔子对«韶»作了三方面的推举:一言其能给人带来最大的审美快感ꎬ这是最朴素的感性审美经验

描述ꎻ二曰它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ꎬ这是对其价值功能理性的高度总结ꎻ最后又以«韶»与消极榜

样———“郑声”对举ꎬ以«韶»为雅乐、正乐ꎬ乃符合周礼制度要求ꎬ正可为理想之乐代言者ꎬ孔子心目中伟

大音乐的经典ꎮ
其二ꎬ要素关系分析法ꎮ
这一方法更具体深入地分析音乐作品如何处理核心要素之关系ꎮ 对音乐要素关系之描述ꎬ又有积

极与消极两种形式ꎮ
积极言之ꎬ则曰:

子谓«韶»:“尽美矣ꎬ又尽善也ꎮ”谓«武»:“尽美矣ꎬ未尽善也ꎮ”②

此可概括为“Ａ 而 Ｂ”ꎮ “尽善尽美”乃儒家艺术批评标准之典范话语ꎮ 质的界定曰“美善兼顾”ꎬ或
政治(伦理)标准与艺术标准相结合、“文质彬彬”ꎻ量的界定曰“理想主义”、“完美主义”ꎬ要求对艺术要

素之每一端均“尽”其潜能ꎮ
消极言之ꎬ则曰: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ꎬ哀而不伤ꎮ”③

此则可概括为“Ａ 而不 Ｂ”ꎮ 中国古代悲剧当为“哀而不伤”之典范ꎬ因其悲剧因素未发挥到极致ꎬ
亦可谓之“正剧”ꎮ

无论是积极的描述形式“Ａ 而 Ｂ”ꎬ还是消极的描述形式“Ａ 而不 Ｂ”ꎬ都体现了对音乐的中和态度ꎬ
要求音乐作品在处理要素关系时ꎬ能体现克制与平和ꎬ体现辩证智慧ꎮ 这是先秦音乐思想最重要观念之

一ꎮ 哲学层面描述之曰中庸之道或曰辩证法ꎻ审美观念描述之ꎬ则为“和”ꎮ “和”的思想在战国时期得

到集中、突出的发挥ꎬ超越了音乐界ꎬ成为具普遍性价值的世界观、人生观ꎬ并在后世得到始终如一的

继承ꎮ
上述两种分析法合起来可表述为艺术辩证法ꎬ重视音乐作品中不同要素间之合作关系ꎬ不欲让任何

一种因素走向极端ꎬ此即当时之主导音乐观念———“和”ꎮ 始之于音乐的“和”观念在战国时期走出音

乐ꎬ走向饮食、政治、医学等领域ꎬ成为一种普遍性价值观念与思维形式ꎬ持久、普遍地影响了中国古代文

化ꎮ 此种艺术辩证法持久、普遍地影响了后世各门类艺术批评ꎮ
其三ꎬ正反对比法ꎮ

颜渊问为邦ꎮ 子曰:“行夏之时ꎬ乘殷之辂ꎬ服周之冕ꎬ乐则«韶»«舞»ꎮ 放郑声ꎬ远佞人ꎮ 郑声

淫ꎬ佞人殆ꎮ”④

子曰:“质胜文则野ꎬ文胜质则史ꎮ 文质彬彬ꎬ然后君子ꎮ”⑤

文质相对、«韶»与“郑声”相对ꎬ各自的特征更为明显ꎬ音乐批评之效率便更高ꎮ 无论是正面经典之

推荐ꎬ还是反面教员之确定ꎬ都标志着音乐艺术的自觉与成熟ꎬ这种正反对比的音乐批评给时人与后人

以极深刻印象ꎬ极大地影响了全社会的音乐创造与欣赏趣味ꎮ
孔子所应用的上述三种音乐批评方法俨然已形成一小小的音乐批评模式系统ꎬ并为后世所仿效ꎬ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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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为孔子对先秦音乐思想的重要贡献ꎮ 孔子在此进行的音乐批评ꎬ诸如典型性作品之推出ꎬ对音乐内

在要素结构关系之深入分析ꎬ均体现了先秦音乐所达到的自觉、成熟水平ꎬ乃先秦音乐艺术自觉、审美自

觉的重要表现ꎮ

颜渊问为邦ꎮ 子曰:“行夏之时ꎬ乘殷之辂ꎬ服周之冕ꎬ乐则«韶»«舞»ꎮ 放郑声ꎬ远佞人ꎮ 郑声

淫ꎬ佞人殆ꎮ”①

齐人归女乐ꎬ季桓子受之ꎬ三日不朝ꎬ孔子行ꎮ②

孔子以周礼为依据ꎬ建立起正统的音乐评判标准ꎮ 从孔子乐论可以看出ꎬ最早的批评是社会学批

评ꎬ最早的批评观念乃是雅郑ꎬ或曰美善ꎮ 然而ꎬ春秋晚期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ꎮ 周天子政治势力

衰微ꎬ各诸侯国势力崛起ꎬ诸侯国君们往往不用心遵守周初制定下来的各项礼仪制度ꎬ张扬自肆ꎬ随意使

用礼乐ꎬ原来的制度文化受到极大挑战ꎮ “郑声”的出现便是时代变迁的一个极好信号ꎮ 原来ꎬ音乐属

于周礼系统ꎬ不能随意使用ꎬ有场合与等级的严格规定ꎮ 现在ꎬ以声色展示为核心意趣的民间音乐迅速

崛起ꎬ满足了各诸侯国君们享乐主义的审美趣味ꎬ于是ꎬ周礼系统之外纯审美的民间新乐———“郑声”大
行其道ꎬ大有对原来为周礼服务的雅乐、正乐取而代之之势ꎮ

立足于今天ꎬ我们对“郑声”可有新的理解:从审美自身的发展看ꎬ这是值得肯定的新事物ꎬ是史前

审美意识萌芽后新一轮的审美自觉运动ꎬ极大地促进了中华古典艺术审美的发展ꎮ 它其实是时代之新

声ꎻ“郑声”不止出现了ꎬ而且足以形成对“雅乐”的冲击ꎬ这说明春秋晚期ꎬ先秦音乐史已进入到一个新

阶段ꎬ取得了新发展ꎮ 然而ꎬ孔子由于整体上将乐视为礼之具ꎬ没有独立的审美音乐观ꎬ故而他才坚决反

对“郑声”或“新声”这种音乐界的新事物ꎬ将它们与“佞人”相提并论ꎮ

子谓«韶»:“尽美矣ꎬ又尽善也ꎮ”谓«武»:“尽美矣ꎬ未尽善也ꎮ”③

孔子在音乐评论中提出的美善兼济原则可谓中国古典艺术评论的普遍性规范ꎬ为后代儒家所继承ꎮ
在这里ꎬ一方面ꎬ美善两立暗示着审美意识之自觉ꎬ另一方面ꎬ善又乃音乐批评、艺术批评二分之一、不可

或缺的重要标准ꎬ表明古典艺术观念中ꎬ政治、伦理评价对审美评价的笼罩与牵制ꎬ乃是对文艺的功利主

义态度ꎮ
综上所述ꎬ在孔子关于音乐的讨论中ꎬ他所建构的三种音乐批评模式已然构成一个较完善的音乐评

价系统ꎮ 其中ꎬ符合周礼是第一位的ꎬ培养理想的道德人格是第二位的ꎬ审美则居于其末ꎮ 应当说ꎬ孔子

于此三方面均有自觉表现ꎮ 孔子以周礼为依据ꎬ已建立起正统的音乐评判标准ꎮ 孔子论乐显示:最早的

批评是社会学批评ꎬ最早的批评观念乃是雅郑ꎬ或曰美善ꎮ 不能说孔子是纯粹的功利主义ꎮ 他对诗乐六

艺的感受是相当内在的ꎬ但他确实同时又是音乐功利主义的自觉维护者ꎬ有真诚的功利主义要求ꎮ 这些

在今人看来是很矛盾的东西ꎬ对他来说并不成为矛盾ꎮ 关键在于:他已在内心将它们融为一体ꎬ达到了

审美需要与政治、伦理功利主义诸求的内在融合ꎮ 而这ꎬ正是我们所达不到的ꎬ也许错并不在孔子ꎮ

四、从音乐批评到音乐哲学

孔子的音乐评论外在地奠定了礼、乐并举之框架ꎬ内在地确立了以音乐作品内在诸要素对立统一、
以和为美的基本原则ꎬ成为儒家音乐理论的坚实基础ꎮ 然而ꎬ这样的音乐思想何以可能?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ꎮ 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ꎬ曰:“美哉ꎬ始基之矣ꎬ犹未也ꎬ然
勤而不怨矣ꎮ”为之歌«邶»、«墉»、«卫»ꎬ曰:“美哉ꎬ渊乎! 忧而不困者也ꎮ 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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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ꎬ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ꎬ曰:“美哉思而不惧ꎬ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ꎬ曰:“美哉ꎬ其细

已甚ꎬ民弗堪也ꎬ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ꎬ曰:“美哉ꎬ泱泱乎ꎬ大风也哉! 表东海者ꎬ其大公乎?
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ꎬ曰:“美哉ꎬ荡乎! 乐而不淫ꎬ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ꎬ曰:“此之谓

夏声ꎮ 夫能夏ꎬ则大ꎬ大之至乎其周之旧也ꎮ”为之歌«魏»ꎬ曰:“美哉ꎬ沨枫乎! 大而婉ꎬ险而易ꎬ行
以德辅ꎬ此则明主也ꎮ”为之歌«唐»ꎬ曰:“思深哉ꎬ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 不然ꎬ何忧之远也ꎬ非令德

之后ꎬ谁能若是?”为之歌«陈»ꎬ曰:“国无主ꎬ其能久乎?”自«郐»以下ꎬ无讥焉ꎮ①

这是春秋时吴公子季札访鲁观乐时所发表的音乐评论ꎬ发生于孔子 ７ 岁时ꎮ 如果说«论语»中孔子

对音乐的评点要言不繁ꎬ季札的乐评则可谓浩大而繁盛ꎮ 然而ꎬ这仅仅是外在形态上的差别ꎬ若论其内

在精神ꎬ则我们不难看出二人的高度一致ꎬ因此我们可将季札的这段极有名的音乐评论视为春秋时期孔

子音乐思想的时代基础、观念原型ꎬ大概不会有错ꎮ
然而ꎬ季札音乐评论的历史信息还不止于此———孔子音乐思想之基础与先声ꎮ 如果说孔子在«论

语»中明确建立起来的礼乐并举思想作为后人理解音乐何以可能、音乐竟为何物之基本原则并无大错ꎬ
那么这种原则上正确的东西一旦被一丝不苟地落实在对具体音乐作品的评论上ꎬ有时便难免会弄出

笑话ꎮ
对于季札的这段著名乐评ꎬ后人似乎可以从中体会出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ꎮ 一方面ꎬ我们不得不佩

服季札的音乐素养ꎬ他对鲁国乐工们为他呈现的各诸侯国代表性音乐作品的独特音乐风格极为敏感ꎬ有
极好的判断力ꎬ故而能即时下明确断语ꎮ 这种判断应当是精准的ꎬ因而得到时人的广泛认可ꎬ否则不可

能被忠实记录ꎬ并被后人视为乐评之典范ꎻ然而另一方面ꎬ季札的如此点评似乎又难免让后人感到一片

茫然:他对各国音乐作品的风格与其母国历史命运、政治治理状态间做出一种极为严格的对称性描述ꎬ
以至于后人实在搞不清季札所作的到底是音乐批评ꎬ还是政治评论ꎮ 我们不禁生如此之疑:这两者间难

道真的会呈现出如此严密的对称性关系吗? 若此ꎬ则一国之政治治理ꎬ以及作为人类观念文化产品的音

乐似乎也太简单了ꎮ
这也不能单怪季札ꎬ在音乐与政治治理之间建立起一种类神话的信仰ꎬ某种意义上说亦乃当时之时

代精神:

晋人闻有楚师ꎬ师旷曰:“不害ꎮ 吾骤歌北风ꎬ又歌南风ꎬ南风不竞ꎬ多死声ꎬ楚必无功ꎮ”董叔

曰:“天道多在西北ꎬ南师不时ꎬ必无功ꎮ”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ꎮ”②

晋平公觞之于施夷之台ꎮ 酒酣ꎬ灵公起ꎬ公曰:“有新声ꎬ愿请以示ꎮ”平公曰:“善”ꎮ 乃召师涓ꎬ
令坐师旷之旁ꎬ援琴鼓之ꎮ 未终ꎬ师旷抚止之ꎬ曰:“此亡国之声ꎬ不可遂也ꎮ”平公曰:“此道奚出?”
师旷曰:“此师延之所作ꎬ与纣为靡靡之也ꎮ 及武王伐纣ꎬ师延东走ꎬ至于濮水而自投ꎮ 故闻此声

者ꎬ必于水之上ꎮ 先闻此声者ꎬ其国必削ꎬ不可遂ꎮ”平公曰:“寡人所好者ꎬ音也ꎬ子其使遂之ꎮ”师涓

鼓动究之ꎮ 平公问师旷曰:“此所谓何声也?”师旷曰:“此所谓清商也”ꎮ 公曰:“清商固最悲乎?”
师旷曰:“不如清徵ꎮ”公曰:“清徵可得而闻乎?”师旷曰:“不可ꎮ 古之听清徵者ꎬ皆有德义之君也ꎮ
今吾君德薄ꎬ不足以听ꎮ”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ꎬ音也ꎬ愿试听之ꎮ”师旷不得已ꎬ援琴而鼓ꎮ 一奏

之ꎬ有玄鹤二八ꎬ道南方来ꎬ集于郎门之垝ꎻ再奏之ꎬ而列ꎮ 三奏之ꎬ延颈而鸣ꎬ舒翼而舞ꎬ音中宫商之

声ꎬ声闻于天ꎮ 平公大说ꎬ坐者皆喜ꎮ 平公提觞而起为师旷寿ꎬ反坐而问曰:“音莫悲于清徵乎?”师

旷曰:“不如清角ꎮ”平公曰:“清角可得而闻乎?”师旷曰:“不可ꎮ 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ꎬ驾象

车而六蛟龙ꎬ毕方并鎋ꎬ蚩尤居前ꎬ风伯进扫ꎬ雨师洒道ꎬ虎狼在前ꎬ鬼神在后ꎬ腾蛇伏地ꎬ凤皇覆上ꎬ
大合鬼神ꎬ作为清角ꎮ 今吾君德薄ꎬ不足听之ꎮ 听之ꎬ将恐有败ꎮ”平公曰:“寡人老矣ꎬ所好者音也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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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遂听之ꎮ”师旷不得已而鼓之ꎮ 一奏之ꎬ有玄云从西北方起ꎻ再奏之ꎬ大风至ꎬ大雨随之ꎬ裂帷幕ꎬ
破俎豆ꎬ隳廊瓦ꎮ 坐者散走ꎬ平公恐惧伏于廊室之间ꎮ 晋国大旱ꎬ赤地三年ꎮ 平公之身遂癃病ꎮ①

其时ꎬ礼乐关系ꎬ或者说音乐与其所处时代、环境的关系ꎬ被当时人用一个内涵极广的概念———
“风”来标识ꎮ 此“风”既可以是音乐作品之审美风格ꎬ亦可以指称自然之风ꎬ以及地域、时代之风ꎬ比如

风俗、国运等等ꎮ
起于春秋晚期ꎬ以季札和孔子为代表的自觉音乐批评到战国至秦汉间ꎬ被提升为关于音乐之一般的

音乐理论ꎬ一种关于音乐何以可能的音乐哲学ꎮ

凡音之起ꎬ由人心生也ꎮ 人心之动ꎬ物使之然也ꎮ 感于物而动ꎬ故形于声ꎮ 声相应ꎬ故生变ꎮ 变

成方ꎬ谓之音ꎮ②

凡音者ꎬ生人心者也ꎮ 情动于中ꎬ故形于声ꎮ 声成文ꎬ谓之音ꎮ③

古代中国的音乐哲学自此而成熟ꎮ 它首先是音乐缘起论ꎬ由音乐而推之于人心ꎬ更由人心而推之于

外物ꎬ建立起音乐———人心———世界的逐层外推式音乐发生动力框架ꎮ 这个“物”既可以是社会的ꎬ比
如时代国运、地域风格ꎬ也可以是自然的ꎬ比如自然风物、宇宙秩序ꎮ 因此ꎬ比之于单从人心或人类文化

论音乐ꎬ视野要宏阔、深远得多ꎮ
它又是音乐本体论ꎮ 音乐如何可能? 本质上说ꎬ音乐需要对自然音(“声”)做两个方面的处理———

变化(“变”)与秩序(“方”)之后而转化为一种人工化之乐音(“音”)ꎮ 所谓“文”便是自然音之人工化ꎬ
具体地ꎬ既要有变化ꎬ又要有秩序ꎬ方可成为具备审美价值ꎬ可以悦耳ꎬ进而深入人心之乐音ꎬ此之谓

音乐ꎮ
关于音乐与外物ꎬ即具体的国家政治治理状态之正相关关系ꎬ即孔子的礼乐并举理念ꎬ«乐记»作了

很到位的概括:

治世之音安以乐ꎬ其政和ꎻ乱世之音怨以怒ꎬ其政乖ꎻ亡国之音哀以思ꎬ其民困ꎮ 声音之道ꎬ与政

通矣ꎮ④

既然音乐的背后是人心ꎬ进而是社会治理与民情民风状态ꎬ那么对此理念———音乐与人心ꎬ进而国

政之严格对应性的逆向应用ꎬ便是自觉、积极地通过音乐以治理人心ꎬ改进民风ꎬ此之谓“移风易俗”:

乐也者ꎬ圣人所乐也ꎬ而可以善民心ꎮ 其感人深ꎬ其移风易俗ꎬ故先王著其教焉ꎮ⑤

乐行而伦清ꎬ耳目聪明ꎬ血气和平ꎬ移风易俗ꎬ天下皆宁ꎮ⑥

«乐记»作者实可谓孔子的深度知音ꎬ如果说孔子在春秋晚期面对的是“礼崩乐坏”的消极局面ꎬ«乐
记»作者则以更积极的心态从正面建构了从音乐到人心再到社会治理的音乐哲学ꎬ正面提出通过音乐

以培育人心、改进民风的音乐教育理念ꎬ这是对孔子礼乐并举思想的创造性发挥ꎮ 然而ꎬ«乐记»的贡献

尚不止于此ꎮ
在孔子的乐论中ꎬ音乐的指涉范围仅及于人类社会ꎬ或礼制ꎬ或德性ꎮ «乐记»所提出的“物”概念ꎬ

从逻辑上说扩大了音乐阐释与理解之可能性视域ꎬ因为此“物”既可以在人类文化范围之内ꎬ比如礼制

或国家治理状态ꎬ也可以在人类社会之外ꎬ比如自然之风物、宇宙运动法则ꎮ 在此方面ꎬ«乐记»是高度

自觉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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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清明象天ꎬ广大象地ꎬ终始象四时ꎬ周还象风雨ꎬ五色成文而不乱ꎬ八风从律而不奸ꎬ百度得

数而有常ꎬ小大相成ꎬ终始相生ꎬ倡和清浊ꎬ迭相为经ꎮ①

大乐与天地同和ꎬ大礼与天地同节ꎮ 和ꎬ故百物不失ꎻ节ꎬ故祀天祭地乐者ꎬ天地之和也ꎮ
礼者ꎬ天地之序也ꎮ 和ꎬ故百物皆化ꎻ序ꎬ故群物皆别ꎮ 乐由天作ꎬ礼以地制ꎮ②

«乐记»实可谓创造性继承与创造性阐释之典范ꎮ 一方面ꎬ它忠实地继承了孔子礼乐并举思想ꎬ总
是从礼制ꎬ亦即社会治理的角度理解音乐的文化位置及其功能ꎻ另一方面ꎬ对于发端于季札和孔子的关

于音乐的“和”的理念ꎬ«乐记»将它创造性地拓展到人类文化范围之外ꎬ作了一种自然哲学的阐释ꎬ首先

将它理解为天地之和、宇宙秩序ꎬ然后才理解为人伦之和、人心之和ꎬ并且它将前者ꎬ亦即作为天地秩序

的“和”理解为社会秩序井然、人心和顺之形而上哲学依据ꎮ 此可理解为其时之时代精神———战国自然

哲学宇宙模式形成在音乐思想领域中的具体体现与独特成果ꎮ
至此ꎬ中国古代音乐哲学视野可谓达到极致ꎬ此后再无突破ꎬ某种意义上说甚至亦无此必要ꎬ因为

«乐记»成功地为中国人理解音乐这一独特的人类观念文化活动及其成果ꎬ提供一套从逻辑上说至广至

深的理论模型:以音乐为圆心ꎬ先及于人心ꎬ再及于社会ꎬ最终及于天地之和ꎬ即宇宙秩序ꎮ 一种为人心ꎬ
为社会ꎬ进而又为天地间宇宙秩序而存在的音乐ꎬ还有比这更复杂、完善ꎬ更为宏阔、深邃的音乐吗? 肯

定没有ꎬ也无必要ꎮ
从季札和孔子的音乐批评ꎬ即针对具体音乐作品风格、成败ꎬ以及功能的音乐点评ꎬ到«乐记»所建

构的音乐哲学模型ꎬ中国古代音乐实现了宏观上的理论自觉ꎮ 如果说季札与孔子的音乐批评代表了中

国古代音乐理论的质朴形态ꎬ那么«乐记»所建构的音乐哲学则已极精纯ꎮ 它所提出的音乐阐释和音乐

理论视野ꎬ代表了中国人音乐哲学所能达到和应当达到的高度ꎬ可谓笼罩万代ꎬ惠泽无尽ꎮ
现在我们需要反思:今人如何理解音乐? 纯音声之美ꎬ抑或一时某种情绪之表达? 若此ꎬ则比之于

«乐记»所已然开拓、呈现者ꎬ我们在音乐视野、境界方面已大踏步地倒退ꎬ着实愧对先贤ꎮ 诚然ꎬ抒情或

心理能量的渲泻诚乃音乐之基本功能ꎮ 然而ꎬ只有将音声之和理解为人类对天地秩序之特殊呈现、表达

时ꎬ我们才不会通过音乐自炫其文化成就ꎬ进而在最深层文化心理上原始要终ꎬ追求用琴弦探测天地秩

序ꎬ以琴心、人心、世风与自然之四时节律共振、共鸣ꎬ以此超越自我、融入天地ꎬ最终因此而自安ꎬ这是以

音乐谋求终极关怀ꎬ斯为乐之至境ꎮ 这也许正是古代琴师们往往喜将其琴箫置于云水间ꎬ以高山流水之

境表达琴心琴韵的内在原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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