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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刍议

□　 马士远

曲阜师范大学 孔子文化研究院 山东 曲阜　 ２７３１６５

　 　 鲁学之名最初见于《汉书·儒林传》，西汉宣帝

时期对鲁学所作的界定，局限在经学范围之内。 如

果按照现代思维进行循名责实，就会发现传统界定

所存在的局限性。 既然名称是鲁学，顾名思义，应该

是鲁地的学问。 那么，在经学系统之外，先秦两汉时

期的鲁地是否还有其他学问呢？ 得出的结论是肯定

的，在经学系统之外，那个时期的鲁地还有其他的学

问存在。 有鉴于此，学界已经出现对鲁学的重新界

定。 有的把鲁学说成是孔子创立的区域儒学，有的

认为从字面意义立论，鲁学 “应当是指鲁地的学

问”。 “鲁学的核心虽然是儒学，但是又不能简单地

画等号。”鲁学还包括丰富的古代典章文献的含义。
上述界定表明，学界已经开始超越传统经学对鲁学

的狭义理解，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去阐释鲁学，可称

为广义的鲁学。
对于广义的鲁学，它的内涵可作如下界定：第

一，鲁学是由鲁人开宗立派的学问。 鲁学门派的开

创者必须是鲁人，而不能是其他地域的成员，这是必

须遵循的划分原则。 《鲁诗》的创始人申培，《礼》学
的创始人高堂生、徐生，《穀梁春秋》的创始人穀梁

喜，他们都是鲁人，由他们开宗立派的学问，确定无

疑属于鲁学。 至于鲁学的传承者，有的是鲁人，有的

是其他地域的人，都可以纳入鲁学成员的群体，把他

们划入鲁学群体不受地域限制。 即以《鲁诗》为例，
从申培开宗立派算起，在西汉有五代传人，这些《鲁
诗》传人不论出自何地，都属于鲁学群体的成员。
第二，鲁学是鲁地的学问。 所谓的鲁地，指春秋时期

鲁国的势力范围，而不是局限在曲阜周边。 这与

《汉书》 《后汉书》的《儒林传》所说的鲁地稍有不

同，空间覆盖面更加广大。 这个地域除了鲁国的本

土，还包括它的许多附属国，如：任、宿、须句、颛臾、
曹、薛、邾、小邾、鄫、郯等。 这个地区以曲阜为中心，
东到黄海之滨，南到徐州，西至濮水，北至泰山。 包

括西汉时期的鲁国、东平国、定陶国、山阳郡、东海郡

的全部或部分领地。 涉及今山东的济宁、菏泽、枣

庄、临沂地区。 这里在先秦两汉属于鲁文化区，也是

儒学和鲁学的发祥地。 先秦两汉的鲁学传人，无一

例外出自这个地域。 春秋时期鲁国的势力范围向南

到达淮河流域，远在徐州东南。 因此，那个时期的徐

州可以划入鲁学所属地域。 《鲁诗》初创于徐州，它
的奠基者申培是鲁人，是鲁人在春秋时期的鲁国旧

地创立《鲁诗》学派。 鲁学的覆盖地域包括西汉的

东海郡，这又涉及荀子与鲁学的地域关联。 西汉时

期，兰陵属于东海郡，治所在郯县，即春秋时期郯国

故地。 郯是鲁的附属国，兰陵在春秋时期属于鲁国

的势力范围。 荀子晚年所居住的兰陵，属于广义的

鲁国旧地。 荀子在儒学传承谱系中是一位极其重要

的人物，清人汪中《荀卿子通论》称：“荀卿之学，出
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许多儒学经典的传承都

要追溯到荀子，其中包括属于鲁学系统的《鲁诗》
《礼》学、《穀梁春秋》。 广义的鲁学，可以从兰陵所

属地域切入把荀子纳入其中，从他的著作中提炼出

属于鲁学的因素。 研究荀子与鲁学的关联，学界已

经有所关注，如果能从广义鲁学的角度加以审视，这
方面的探索会更加深入。 第三，鲁学包括先秦两汉

时期鲁人的辞令文章。 狭义的鲁学是儒学、经学的

分支，所涉文献局限在儒学、经学范围之内。 广义的

鲁学则在所涉文献方面大为扩展，凡是先秦两汉时

期鲁人的辞令文章，均纳入观照视野，文献来源贯通

经、史、子、集四部。 如果从时间段上进行划分，可以

粗略地勾勒出它的演进轨迹。 春秋时期的鲁学文

献，主要是各类辞令，收录在《左传》 《国语》这两部

书中，其中许多辞令具有很高的文章学价值。 清代

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两人编选的《古文观止》，
是一部影响颇大的古文读本，其中对春秋时期鲁人

的辞令就收录多篇。 其中出自《左传》的四篇，有臣

下劝阻君主的谏辞，有论述战争的说辞，还有外交辞

令。 出自《国语》的三篇，包括一篇谏辞，一篇教育

儿子的训辞，还有一篇是论述祭祀之礼、对执政大臣

加以批判的说辞。 这些辞令有的可以纳入经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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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有的则是游离于经学之外。 进入战国之后，鲁学

文献一方面收录一些辞令，同时陆续出现一系列著

作，以子学类居多。 《论语》 《孟子》 《孝经》 《子思》
《曾子》等，都在战国时期结集成书，而以儒家类居

多。 进入汉代以后，鲁学文献除了鲁人的辞令、著作

之外，还出现一大批颇有艺术价值的文章，其中包括

诗歌、赋。 鲁学向文学方面演变的倾向非常明显。
“特别是东汉后期孔融的出现，更标志着‘鲁学’转
变的完成。”

狭义的鲁学研究，局限在儒学、经学系统之内。
常见的儒林谱、经学传承图表，所作的追本溯源到孔

子为止，不再往前延伸。 广义的鲁学研究，则必须把

鲁学渊源追溯到前儒学时期，即鲁学的生成阶段。
对此，有的学者已经开始关注，把鲁学的创始人追溯

到周公。 鲁国是周公的封地，那里所保存的礼乐文

献颇为完整，韩宣子从鲁国收藏的文献中感悟到周

公之德，这些文献包括《鲁春秋》及鲁国历代政令，
系鲁国本土文献。 由此可见，鲁学确实源于周公。
把鲁学渊源追溯到前儒学时期，儒学确立后的许多

属于鲁学的经学流派，都可以从春秋前期、中期的鲁

国文献中找到源头。 汉代《礼》学开宗立派的高堂

生、徐生都是鲁人，《礼》学属于鲁学系列，传世的经

典主要是《仪礼》 《礼记》 《大戴礼记》。 《礼记·祭

法》所记载的主要祭祀对象，均取自《国语·鲁语

上》收录的展禽大段话语，只是把它分置两处，个别

词语稍有改动。 展禽是僖公时期（前 ６５９—前 ６２７）
的鲁国大夫，这个时期下距孔子活动的阶段长达七

八十年。 这个事实表明，早在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之

前，鲁国在祭祀方面已有完备的文献可供依托，后来

被纳入儒家经典，在汉代则被鲁学的《礼》派经师所

继承。
再看《鲁诗》与前儒学时期鲁学的关联。 《毛

诗》把《黍苗》说成是刺诗，而包括《鲁诗》在内的三

家诗则认定《黍苗》是颂诗，表达的是慰劳诸侯之

义。 季武子作为当时鲁国的执政大夫，也是从施予

恩泽的角度解读这首诗。 《鲁诗》把《黍苗》认定为

慰劳诸侯之诗，与季武子所作的解读一脉相承。 襄

公十九年是公元前 ５５４ 年，当时孔子尚未出生，而汉

代《鲁诗》 学派的理念，已经存在于季武子的头

脑中。
把鲁学渊源追溯到前儒学时期固然重要，而对

这个时期的鲁学进行研究，关键在于准确地把握它

的属性，而尽量避免简单化的处理。 前儒学时期的

鲁学，继承周公制礼作乐的成果，以尊礼守礼著称。
在司马迁笔下，鲁国是礼仪之邦。 班固亦称鲁地

“其民好学，上礼仪，重廉耻。”这些记载是可信的，
符合鲁地的实际情况。 基于历史上对鲁地的记载，
当代的鲁学研究，往往强调它的纯洁性。 或称“它

极力维护宗周文化的纯洁性”。 或称春秋后期“儒
学在鲁国占据统治地位，使鲁学更加纯粹”。 照此

说法，鲁学的纯洁性体现在对宗周文化的维护，得益

于儒家学派的创立。
前儒学时期的鲁学，确实以持守周礼著称，同时

也存在着变通性，是持守与变通兼备的双重属性。
它的变通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礼制的调整，
二是用人制度的新变。 前儒学时期的鲁国，对礼制

多有变通，而不是凝滞固化。 当然，这种变通是在礼

的体制之内实现的，与那些违礼僭越的举措属于不

同性质。 前儒学时期鲁国在用人制度方面的变通

性，主要体现在曹刿的步入政坛。 西周实行的是世

卿世禄制度，曹刿的入仕属于例外，由此可以看出，
当时鲁国用人制度所具有的变通性。 曹刿从下层士

人直接步入鲁国政坛，在当时颇为罕见。 后来的文

献中，他被刻画成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曹刿

的形象之所以在战国时期被重新塑造，是因为他以

平民身份步入鲁国政坛的经历，是战国士人的普遍

心理期待，并且付诸实际行动。 曹刿是布衣入仕的

先行者，得益于当时鲁国用人制度的变通性。 曹刿

步入鲁国政坛是在庄公十年（前 ６８４），下距孔子长

达一百三十多年，是前儒学时期鲁国政坛一个重要

的变通性举措。
前儒学时期的鲁学兼有持守与变通双重属性，

它是汉代经学系统鲁学的最初源头。 从制度层面

讲，如果经师严守师法，同一部经立一个博士官即

可。 而实际情况是汉代往往同一经而分立几位博士

官，这本身就是博士官存在不守师法者的明证。 大、
小夏侯，指夏侯胜、夏侯建，他们是《尚书》的传承

者，都是鲁人，是汉代鲁学成员。 夏侯胜是夏侯建的

叔父，二人是叔侄，又是师生关系，但是夏侯建并没

有严守师法，而是与他叔父分道扬镳，因此《尚书》
有大、小夏侯之学。 至于夏侯胜“求异于欧阳”，指
的是他与欧阳高治《尚书》的差异。 “欧阳，大、小夏

侯氏学皆出于宽。”宽，指倪宽。 夏侯胜与欧阳高作

为《尚书》传人，都出自倪宽门下，但却同门相左，如
果都是严守师法，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无论是考

察前儒学时期的鲁学，还是研究由它所派生出的汉

代经学分支的鲁学，都必须以历史文献为基本依据，
运用辩证思维，揭示探索对象的多重属性，而不能先

入为主，用所谓的纯洁、纯粹等带有理想色彩的词

语，对复杂的鲁学现象作抽象的概括。
促成宣帝朝鲁学振兴的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

面：第一，《穀梁》在与《公羊》较量中取得的优势。
第二，宣帝决定振兴鲁学之初，在他身边已有一批著

名的鲁学经师。 韦贤是鲁地邹人，他的五世祖韦孟

与《鲁诗》创始人申培一道服侍楚元王刘交，与鲁学

流派有很深的因缘，韦贤本人师事申培的弟子瑕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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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公。 夏侯胜是鲁地东平人，开创《尚书》大夏侯门

派，当然属于儒学经师。 蔡千秋是昭帝时期的《穀
梁》大师荣广、皓星公的弟子，在当时对《穀梁》为学

最笃，宣帝时为郎。 第三，心灵创伤和恋祖情结是宣

帝振兴鲁学的主观动因。 宣帝是武帝的曾孙，戾太

子之孙。 由于江充制造的巫蛊冤案，戾太子、宣帝之

父刘进均遇害。 宣帝当时在襁褓之中，也被投入监

狱。 幸亏得到丙吉等人的精心呵护，才幸免于难。
他的这种人生经历，必然造成心灵的创伤，同时也产

生了心理倾斜，拒斥疏离武帝而同情怜悯他的祖父

戾太子。 至于对《穀梁春秋》情有独钟，很大程度上

是戾太子的缘故。
宣帝对鲁学的振兴，大体经历三个阶段，前后逾

时十多年。 第一阶段，是进行鲁学经师的培养。 宣

帝为培养《穀梁春秋》的学者，可谓呕心沥血。 为了

使招收的十名生员学业有成，先后有三代《穀梁春

秋》的经师执教。 第一代经师是蔡千秋，第二代是

瑕丘江公之孙，第三代是周庆、丁姓。 为了强化培养

力度，又把著名的《鲁诗》传人刘向也纳入其中。 第

二阶段，大议殿中，振兴鲁学，初战告捷。 这场辩论

分两个阶段进行，以《穀梁》取胜而告终。 宣帝论功

行赏，后来，周庆、丁姓被任命为博士。 这意味着宣

帝振兴鲁学的初战告捷。 第三阶段，石渠阁论经，振
兴鲁学，大功告成。 石渠阁论经是宣帝振兴鲁学大

功告成的标志，所增立的博士包括大、小夏侯《尚
书》《穀梁春秋》，都是鲁学的经学流派。 石渠阁论

经是经学史上一件盛事，也是鲁学在西汉经学中处

于主导地位的界碑。
宣帝振兴鲁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继位算起，

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时间。 他的振兴鲁学不是毕其功

于一役，而是分三个阶段进行，其中包括十年的鲁学

人才培养、两次经学会议。 他的振兴鲁学不是一开

始就全面展开，而是以《穀梁春秋》为突破口，由点

到面进行扩展。 由于措施得力，因此能够稳健地推

进，最终达到预期目的。
《孟氏易》是由孟喜所创立的经学流派，与《施

氏易》《梁丘易》并称，是汉代主要《易》学流派之一。
孟喜是东海兰陵人，属于鲁人，因为兰陵在鲁学区域

之内。 孟喜是《易》学开宗立派的人物，创立《孟氏

易》。 鲁学是鲁地的学问，是鲁人开宗立派的学问，
按照这两条标准进行衡量，《孟氏易》确实无疑属于

鲁学系统。 但是，也有的学者把《孟氏易》说成是齐

学的组成部分。 《孟氏易》之所以被划入齐学系列，
是因为这个流派用阴阳灾异观念解《易》，与《公羊

传》有相似之处。 《公羊传》是齐学的典型代表，《孟
氏易》当然也就属于齐学。 这样推论似乎有道理，
但是还有令人困惑之处。 与《公羊传》相比，《穀梁

传》确实罕言阴阳灾变。 然而，《穀梁》只是鲁学的

一个流派，除了它之外还有一系列鲁学流派。 《穀
梁》以外的鲁学流派是否也都不讲阴阳灾异呢？ 这

要用具体文献做出回答。 刘向是《鲁诗》传人，《白
虎通》的编纂者班固家族世习《鲁诗》，他们都是秉

持天人感应的阴阳灾异观念解读《诗经·小雅·正

月》。 《鲁诗》号称醇正，但是它并没有疏离阴阳灾

异观念，没有超脱传统的天人感应思维模式，这是研

究鲁学必须予以正视的历史事实。
孔安国是孔子的后裔，也是《尚书》的传人，他

的《尚书传》兼有鲁学和孔氏家学的性质。 《尚书·
商书·高宗肜日·序》称：“高宗祭成汤，有飞雉升

鼎耳而雊。”孔安国传：“耳不聪之异，雊鸣。”孔颖达

疏：“《洪范》五事有貌、言、视、听、思，若貌不恭，言
不从，视不明，听不聪，思不睿，各有妖异兴焉，雉乃

野鸟，不应入室。 今乃入宗庙之内，升鼎耳而鸣，孔
以雉鸣在鼎耳，故以为耳不聪之异也。”殷高宗武丁

祭祀成汤，有雉鸟登鼎耳而鸣，孔安国认为这是一种

反常的现象，属于灾异。 造成这种灾异的原因是殷

高宗听觉不灵，未能兼听所招致，孔颖达疏则是阐发

孔传的依据，从理念上追溯到《尚书·洪范》。
《鲁诗》、孔氏《尚书》是鲁学的两个主要派别，

它们运用灾异观念解说《诗经》《尚书》，在传世文献

中留下一系列相关证据，被后世所援引、阐释。 《鲁
诗》、孔氏《尚书》并没有因为其中包含阴阳灾变观

念而被从鲁学中剔除，更没有因此被列入齐学系统。
同样作为鲁人鲁地学问结晶的《孟氏易》，把它划入

齐学系列，似乎有失公允。
孟喜不守师法，自立新说，以阴阳灾变说《易》，

从而自创门派。 孟喜出生在鲁学地域而又开宗立

派，自然应该把《孟氏易》纳入鲁学系统。 从它在西

汉经学的最终结局来看，汉宣帝确实把它作为鲁学

流派加以对待。 因为《孟氏易》以阴阳灾变说《易》
而把它从鲁学系列剔除，划入齐学系列，其理由是难

以成立的。 仅仅因为《穀梁春秋》所涉用灾异解说

人事的条目甚少，而断言鲁学学风严谨，少言阴阳灾

异，实属以偏概全，有违于鲁学的实际情况。
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的出土面世，把《周易》

研究引向深入。 陈来先生以帛书《易传》为依据，认
为孔门《易》学应是先在鲁地发生，后在齐地发展，
最后在楚地综合。 李学勤先生指出，郭店竹简和上

博简的发现，其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们救活了《礼记》
和《大戴礼记》，证明这两部文献是可靠的。 《礼记》
《大戴礼记》是鲁学的重要文献，长期以来，由于疑

古思潮泛滥，许多人怀疑它们的可靠性，因而缺少必

要的关注。 由此留下的学术空白，应该由鲁学研究

加以填补，梁涛先生在这方面已经取得突破，从郭店

竹简中提炼出许多属于鲁学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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