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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陽貨》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陽貨）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

（陽貨）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

（孔子）曰：「不可。」

（陽貨：）「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

（孔子）曰：「不可。」

（陽貨：）「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兩年前購得天地圖書出版之傳統童蒙書《龍文鞭影》，束之高閣，近日翻開第一卷第一頁，

曰：「粗成四字，誨爾童蒙。經書暇日，子史須通。」這十六字讓我驚出一身冷汗，蓋早非童蒙，

而蹇陋不通，日甚一日。不得已，乃發憤讀書，草成讀後一篇云。

主 編 語

本研究所《通訊》於今期開始，增設「學術論衡」一欄，誠邀校內、校外學者惠賜與中國文化

研究相關的學術小品，旨在揚勵學術，增進學者及學科間的交流。內容包括學術評論、讀書

筆記、研究領域介紹、研究心得等。期望學術與趣味兼備的「學術論衡」欄目，能成為中國文化

研究者之間交流的平臺。若能有資學者觀省，則幸莫大焉！

《論語．陽貨》「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讀後

卜永堅　歷史系副教授

學 術 論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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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陽貨》第一章內容大略如下：陽貨知道孔子頗有名氣，想羅致麾下，增加自己的

政治合法性，於是去找孔子。孔子不願意投靠陽貨，躲開，不與陽貨見面。陽貨就留下一隻蒸

熟了的小豬，逼孔子來道謝，這樣就能見到孔子了。孔子趁陽貨外出時才去找陽貨道謝，目的

當然還是想躲開陽貨。但事與願違，竟然在路上碰見陽貨了。陽貨囂張地說：「過來！我有話

跟你說！」孔子就走到陽貨面前。陽貨開始教訓孔子，說：「你有才能，卻聽任國家大政混亂，

這可叫做仁愛嗎？」孔子忍氣吞聲回答說：「不可以。」陽貨咄咄逼人，又說：「你想有所作為，

卻屢屢錯過機會，這可叫做明智嗎？」孔子繼續忍氣吞聲回答說：「不可以。」陽貨語帶威脅

地說：「時間過得很快，逝去就不再回來了。」孔子回答說：「好吧，我會做官的。」 

陽貨和孔子都活躍於公元前六世紀末、五世紀初，都是魯國人。陽貨又名陽虎，是魯國卿大夫

季氏（又稱三桓）的家臣。當時，季氏專擅朝政，魯國公室（即王室）成為傀儡，不久，陽貨又專

擅朝政，季氏也步魯國王室後塵成為傀儡。孔子對於魯國公室被其卿大夫季氏奪權、卿大夫季氏又被

其家臣陽虎奪權的這種「僭離於正道」的黑暗政治，極感痛心，於是「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直

至魯定公九年（前501），是年，陽貨發動軍事政變，意圖盡殺季氏，事敗，流亡齊國，孔子正好

五十歲，開始其魯國從政生涯，隨後幾年，歷任中都宰、司空、大司寇等職。《論語．陽貨》有關

陽貨和孔子的一段往來和對話，很可能發生於陽貨亂政期間即魯定公五年至九年間（前505-501）。

孔子死後，「被聖人」，而《孟子》就是把孔子建構為聖人的過程的重要一環。《孟子．

萬章下》比較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四人的政治實踐：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

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

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

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

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

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

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

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

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

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

伯夷是「聖之清者」，因為他堅守政治原則，面對黑暗的政治現實，選擇退隱。伊尹是「聖之

任者」，因為他勇於任事，輔助成湯，開創商朝。柳下惠是「聖之和者」，因為他和伯夷一樣意

識到政治黑暗而腐敗，伯夷選擇離開，潔身自愛，柳下惠卻選擇留下，和光同塵。不過，柳下惠

不是參與腐敗，而是在黑暗腐敗的制度內堅守道德原則（究竟柳下惠如何做到這一點，追問孟子

吧）。孔子是「聖之時者」，因為他有理想有原則，但也有權變、妥協，隨時根據形勢變化而

作出抉擇，孟子因此認為孔子是政治實踐的「集大成」者，是「聖之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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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萬章下》這段文字，目的當然是想提高孔子的地位，說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

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似乎一切都是孔子主動的、胸有成竹的部署。其實，僅

看孔子不想見陽貨而終於不得不見陽貨這一幕，就知道孔子的弱勢、被動、無奈。其實，孔子

不得意的日子多著呢。

據《史記．孔子世家》，陽貨敗亡之後，從魯定公九年到十四年（前501-496），孔子五十歲到

五十六歲這六年間，是孔子仕宦生涯的輝煌歲月，他從魯國中都宰做到大司寇，兼任魯國宰相。但

從魯定公十四年開始，孔子的仕宦生涯就走下坡了。齊國擔心魯國在孔子治理下國勢強盛，派出美

女寶馬歌舞團迷惑魯國領導層，魯國卿大夫季氏和國君中計，不僅荒廢日常政務，連孔子最為重視

的國家祭祀儀式（郊）也含糊了事，孔子忍不下去，離開魯國，來到衛國。衛靈公最初頗器重孔子，

給予孔子在魯國當官時的同等薪酬待遇，後來聽信讒言，想趕走孔子，故意命令武裝衛隊出入宮署，

孔子害怕，就離開衛國，打算到陳國去。孔子路過一個名叫匡的地方時，由於樣貌像陽虎，而陽虎

曾經凌虐匡地百姓，一度被匡地百姓誤認為陽虎而囚禁起來（孔子此時也許就更恨陽貨了）。孔子

獲釋後，又返回衛國，就出現了孔子不得不見以淫亂著稱的衛靈公夫人南子的著名一幕，孔子因此

被其學生子路非議，孔子氣急敗壞，向天發誓來證明自己的清白。之後，衛靈公還帶著南子和孔子

「游車河」，衛靈公與南子同坐第一輛車，招搖過市，孔子灰溜溜坐第二輛尾隨其後。孔子感到醜

惡之極，再度離開衛國。孔子到了宋國，和弟子在一棵大樹下排練禮儀時，宋國擔任司馬一職的官

員桓魋，仇視孔子，命人砍樹，孔子和弟子們不得不匆匆離開宋國。他們來到鄭國，孔子與弟子們

失散，一個人孤伶伶站在鄭國都城東門前發呆，被鄭國人恥笑說像一條「喪家之狗」，孔子一笑置

之，說：「然哉！然哉！」鄭國人說得沒錯，我孔子確實像一條喪家之狗。如是者周遊列國凡十四

年，才回到魯國，隱居不仕，整理古代典籍，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孔子逝世，享年七十三。

樣看來，被孟子捧為「聖之時者」的孔子，其政治實踐過程，並不風光。孔子沒有「聖之

任者」伊尹的運氣，得不到有道之君的賞識，沒有機會施展其政治抱負；孔子沒有「聖之清者」

伯夷的決絕，不捨得離棄現實政治；但孔子也不像「聖之和者」柳下惠那麼隨便，往往因堅持理

念而轉投他國。總之，孟子說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云云，

溢美之詞耳，實際上，孔子從政期間的遲速進退、用舍行藏，往往身不由己，至於受到各方的

讒謗、醜詆、誤解、迫害，就更不用說了。孔子生前被恥笑為「喪家之狗」，死後才一步步成為

「聖之時者」和「萬世師表」的。

宋儒的打圓場

無論如何，陽貨與孔子這段對話之後，不到十年，陽貨就身敗名裂，成了亂臣賊子，再過幾

百年，孔子成了聖人。陽貨在路上教訓孔子、孔子唯唯諾諾的這一幕，多少為儒家帶來一些

尷尬。《孟子》對孔子的溢美，顯然不太符合孔子生前的史事，已見上文。到了公元前一世紀，

西漢學者楊雄也開始為孔子打圓場，其《法言》說聖人如孔子也有「詘」的時候，「詘」就是

「屈」，是屈辱、委曲、妥協之意。例如衛靈公夫人南子以淫亂著稱，孔子不想見南子，而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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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見南子；陽貨是魯國的亂臣賊子，孔子對陽貨毫無一絲敬重可言，而終於不得不對陽貨

畢恭畢敬。孔子這樣「見所不見，敬所不敬」，當然是屈辱、妥協，但孔子「詘身，將以信道

也」，委屈自己，是為了實踐其政治理想。 

一千多年後，北宋儒學大家，同樣是姓楊的龜山先生楊時，反對楊雄的解釋，而為他的後輩

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中所引用：

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爲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

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楊時認為，個人和政治理想是不可區分的，個人的妥協，就意味著政治理想的淪喪。楊時這樣說，

可見楊時不認為孔子見陽貨的表現是屈辱、妥協。但是，就《論語．陽貨》的這段文字看來，

分明是陽貨志得意滿，孔子氣忍聲吞；陽貨大言炎炎，孔子小心翼翼；陽貨囂囂嘵嘵，孔子唯唯

諾諾。怎麼看都覺得孔子是「詘」的，怎麼辦？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一方面抄錄楊時的看法，認為孔子不「詘」，但也意識到楊時看

法之勉強，於是也為孔子打圓場。朱熹說，陽貨譏笑孔子，催促孔子趕快投靠自己，孔子「亦非

不欲仕也，但不仕於（陽）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孔子不是不想

從政，只是不想為陽貨這個亂臣賊子效力而已，因此孔子不屑與陽貨爭辯「仁」和「智」，裝作

聽不懂陽貨的話。朱熹繼續說：

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爲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

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

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

陽貨羅致孔子，表面上一片善意，實際上是想收買孔子，幫助自己作惡。因此孔子不見陽貨，是

基於正義。既然得到陽貨餽贈的禮物（豚），則前往拜謝，是基於禮貌。我覺得朱熹以上的解釋都

很正確，無可置疑。但是，朱熹說「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這解釋有點勉強。朱熹的意

思，是指陽貨見不到孔子，所以孔子也要見不到陽貨，故謂之對稱？但陽貨見不到孔子，分明是

因為孔子刻意躲開，而孔子又刻意趁陽貨外出時才去找陽貨，可見，與其說孔子「欲其稱也」，

不如說是孔子始終刻意不跟陽貨見面。朱熹又說「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孔子在路上遇

見陽貨，而不避開，是為了與陽貨保持一定的關係，不得罪陽貨。這解釋恐怕也勉強得很。春秋

時代，貴族出行都是乘坐馬車的，孔子再倒霉，好歹也是個低級貴族，破車一輛，總要有的。

道路之上，冠蓋相望，焉能在陽貨扈從發現之前就急速轉入岔道或竄入路旁樹林草叢內躲避？

畢竟不是拍動作片也。總之，孔子想方設法不見陽貨，終於還是不得不見陽貨，所謂人算不如天算

也。朱熹繼續說，孔子和陽貨對話時，「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

詘也」，「孫」即「遜」，孔子沒說假話，也不屑與陽貨爭辯，語氣謙遜，但不算是「詘」。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說孔子與陽貨對話的表現不算是「詘」，但又指出孔子對於陽貨還

是保持禮貌，不想徹底斷絕關係，語氣謙遜。最後引述前輩楊時的話結束其解釋。可見朱熹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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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場也不太圓滑、圓滿。朱熹在《朱子語類》中為孔子這一幕作出更圓滑、圓滿的辯護：

亞夫問：「揚子雲謂孔子於陽貨，『敬所不敬』，爲『詘身以信道』，不知渠何以見聖人爲詘身

處？」曰：「陽貨是惡人，本不可見，孔子乃見之，亦近於詘身。却不知聖人是理合去見他，不爲

詘矣。到與他說話時，只把一兩字答他，辭氣溫厚而不自失，非聖人斷不能如此也。」（時舉）

陽貨是壞人，孔子本不應見他，但既然陽貨有所餽贈，孔子也要有所答謝。因此，孔子見陽貨，

理應如此，不算是屈辱、妥協。孔子與陽貨對話時，答話不多，語氣有禮貌，也沒有損害自己的

尊嚴，所謂不亢不卑。朱熹「非聖人斷不能如此也」這一句結語，不無過度吹捧之嫌，但把朱熹

《四書章句集注》和《朱子語類》這兩段文字結合起來看，朱熹的意見應該是很清楚的：孔子與

陽貨對話時的表現，沒有違背其政治道德，也不是對自己的屈辱，不是孔子政治生涯上的污點。

好吧，孔子與陽貨對話時的表現，沒有違背其政治道德，也不是對自己的屈辱，不是孔子

政治生涯上的污點。讓我們同意朱熹的這個結論吧。畢竟，我們又有什麼理由騰空而起、跳上

道德高地、要求孔子面對當時權傾朝野的陽貨而擺出嫉惡如仇、勢不兩立的姿態？不過，我們

「放過」孔子，孔子卻沒有「放過」我們和他自己。孔子的政治生涯甚為複雜，孔子的政治立場

往往自相矛盾，有待我們進一步思考。

孔子的矛盾

陽貨作為魯國卿大夫季氏的家臣，先是囚禁季氏，後來更發動軍事政變，意圖盡殺季氏，

不遂，則流亡齊國，還想借齊國之兵來攻打魯國，又不遂，再流亡晉國。對於講究君臣父子的

政治倫理的孔子來說，陽貨是個典型的亂臣賊子，因此不見陽貨，不仕陽貨，理所當然。可

是，如果我們把陽貨放回他所處的春秋時期，再看《論語》記載的孔子政治言論，就會發現，

陽貨作為亂臣賊子，並非特別可惡，孔子重視君臣父子的政治倫理，也不是一以貫之，而往往

自相矛盾。茲以陽貨、管仲、公山弗擾、佛肸四人及孔子對他們的態度以說明之。

作為亂臣賊子的陽貨，行徑已如上述。管仲又如何？管仲活躍於公元前七世紀初，比孔子和

陽貨早約二百年。當時齊襄公無道，他的幾個弟弟流亡外國，其中一個弟弟公子糾流亡魯國，

管仲就是公子糾的侍從；另一個弟弟小白則流亡莒國。不久，齊襄公為公孫無知所弒，公孫無知

又為雍林人所殺，齊國王位出現真空。齊國的看守政府迎立小白，魯國也派兵護送公子糾回

齊國。公子糾和小白這對兄弟，為爭奪王位，竟然互相殘殺。管仲奉命伏擊小白，一箭射中小白

帶鉤，小白裝死，管仲以為自己完成任務，魯國護送公子糾的部隊也就鬆弛下來。小白卻日夜兼

程，提前進入齊國，登上王位，是為齊桓公。齊桓公率兵擊敗魯國護送公子糾的部隊，與魯國簽訂

不平等條約，內容兩項：一、公子糾是齊桓公親弟，齊桓公不忍親手殺害，要求魯國處決之；

二、公子糾的侍從管仲與齊桓公有一箭之仇，差點要了齊桓公的命，齊桓公要求魯國把管仲押解

過來，剁成肉醬，以泄心頭之恨。魯國只好照辦。原來齊桓公謀士鮑叔牙極力推崇管仲，齊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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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報仇的藉口要求魯國交出管仲，管仲也知道這一秘密。從此，管仲「過檔」，轉而輔助差點

被自己一箭射殺的齊桓公，齊桓公也就成為春秋五霸之一。事見《史記．齊太公世家》。 

看官，齊桓公假手魯國殺害自己親弟公子糾，齊桓公的「政治原罪」何其重大！管仲原本

是公子糾的侍從，公子糾被齊桓公殺害，則齊桓公理應是管仲不共戴天的仇人，管仲卻身事仇讎，

管仲的「政治原罪」又何其重大！相比之下，陽貨作為政治罪人，真是小角色，粵語所謂

「咖喱啡」者也。孔子不仕陽貨、不見陽貨，如果是基於儒家的君臣父子的政治倫理的話，

那麼，孔子對於管仲的看法，應該只會更加負面，然耶？否耶？

否！孔子對於犯了重大政治原罪的管仲，評價極高，贊美揄揚，無以復加！據《論語．

八佾》，管仲官邸和排場僭越禮制，孔子的確認為不妥，不過，據《論語．憲問》：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

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

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孔子的學生子路和子貢認為，齊桓公殺害親弟公子糾，作為公子糾侍從的管仲，既然無法為公子

糾報仇，就應該自殺，以表示對公子糾的忠誠──看來子路和子貢一定極為欣賞日本武士道的

剖腹自殺儀式。管仲不僅沒有自殺，還轉而投靠齊桓公，是違反政治倫理的。但孔子卻很通達，

孔子認為，管仲輔助齊桓公成就霸業，維護中原的國際秩序及華夏的農業文明，使之免受北方

遊牧民族的威脅。孔子甚至說：沒有管仲的話，我現在就會頭髮披散，衣襟左開，成了北方遊牧

民族的樣子了。換言之，管仲和齊桓公這後來的政治成就，足以抵銷齊桓公殺害親弟、管仲身事

仇讎的最初的政治原罪有餘。

讓我們暫別前七世紀的管仲與齊桓公，回到前五世紀末的孔子時代，看看與陽貨一丘之貉的

公山弗擾、佛肸吧。公山弗擾又名公山不狃，也是魯國卿大夫季氏的手下，算起來就是陽貨的同

僚了。陽虎之亂結束於魯定公九年（前501），公山弗擾佔據一個名叫「費」的地方，又造起季氏

的反來。試問公山弗擾的叛逆，與陽貨有何分別？可是，公山弗擾邀請孔子輔助自己，孔子居然

動心了，孔子學生子路很不以為然，但孔子認為，當年周文王周武王也是從豐、鎬這樣的小地方

起家，最終取代商朝而開創周朝。自己也許能輔助公山弗擾，再造周文王、周武王的盛世於東方：

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曰：「蓋周文武起豐

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

我，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行。 （《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最终没有接受公山弗擾的邀請，沒有為公山弗擾效力。但孔子畢竟對公山弗擾的邀請動了心。

如果陽貨聽見孔子這番話，一定氣得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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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孔子周遊列國期間，趙國卿大夫趙簡子的手下佛肸（國音「必西」，粵音「拔日」）

佔據中牟而造反，

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

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

「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史記．孔子世家》）

佛肸同樣邀請孔子輔助自己，孔子同樣動了心，孔子學生子路同樣不以為然，孔子同樣作出

辯護，最終也同樣沒有加入佛肸陣營。但是，孔子這次的辯護更加通達：堅硬的東西磨不薄，

潔白的東西染不黑。我難道是匏瓜（葫蘆）嗎？怎能懸掛著而不讓人吃？意思是佛肸雖是壞人，

但孔子自信能夠效力佛肸而維持自己的道德原則，而且，為了實踐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應該放過

任何加入政權的機會。

如果陽貨聽見孔子這番話，一定氣死！

我們也許「二次創作」，幫陽貨大人設計一番對白，聲淚俱下地向孔子先生推心置腹：人家

齊桓公殺害兄弟、管仲身事仇讎，最後做出一番正義事業，您也就肯定他們了。那個公山弗擾

不也是季氏手下而背叛季氏嗎？那個佛肸不也是晉國趙簡子的手下而背叛趙簡子嗎？公山弗擾和

佛肸跟我陽貨一樣不也都是「反骨仔」嗎？他們找您，請您輔助他們，您居然也動心了。我陽貨

雖然不是什麼好貨，說不定日後也能幹出一番正義事業。您為何就看不起我、不跟我「撈世界」？

誰說我陽貨不能成為山寨版齊桓公？誰說您孔子不能在我麾下成為山寨版管仲？

當然，歷史沒有「如果」，孔子不能復生，我們永遠無法知道孔子的真正想法。我相信，

孔子當然知道陽貨的政治原罪不及管仲和齊桓公重大，孔子應該是分析過魯國內外政治局勢，

再根據自己對陽貨的認識，認定陽貨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因此不見陽貨，不仕陽貨。同樣，

對於公山弗擾和佛肸，孔子也不太介意他們的政治污點，但孔子分析了當時國際政治局勢，認定

公山弗擾和佛肸沒有政治前途，所以雖然動心而最終沒有效力二人。

孔子與陽貨的私怨

此外，據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洪若震博士提醒，孔子和陽貨早有前嫌。據《史記．孔子

世家》，孔子十七歲時，母親過世，按照當時禮儀，孔子必須穿喪服，盡量減少社交活動。適值

魯國卿大夫季氏宴請低级貴族（士），孔子正好有這個資格，於是參加，卻被陽貨相當不客氣

地拒絕，說季氏沒有宴請你，孔子只好灰頭土臉地離開：

孔子要絰，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

「要絰」就是腰間綁一條代表喪事的麻布。陽貨作為季氏家臣，拒絕穿喪服的孔子進入季氏宴會，

態度也許粗暴，行為似乎並不過分。反而孔子服喪期間參加社交活動，才似乎有點過分。但孔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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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陽貨是壞蛋，聖人一舉一動都不可能錯，怎麼辦？為孔子打圓場的任務，又再出現。唐代

司馬貞《史記索隱》說，對於此事，《孔子家語》的記載才是正確的，《史記》的記載是錯誤的，

幾乎等於誣蔑孔子了。詳見下文解釋。司馬貞又說，「要絰」可能是「要經」之誤，「要經」就是

帶著經書，因為孔子是好學的，參加宴會也帶著經書。司馬貞這個圓場打得很勉強，第一，「要

絰」是否「要經」之誤，誰也說不準；第二，孔子帶著經書出席宴會，似乎也很奇怪，春秋時期的

公宴，主人賓客，起坐進退，舉杯下箸，都有規矩，孔子會像時下沒教養的青少年那樣吃飯時旁若

無人低頭看書玩手機乎？第三，即使孔子帶著經書出席宴會，似乎也不足以構成陽貨趕走孔子的

理由。唐代張守節《史記正義》又想出另一招幫孔子打圓場：季氏的宴會，專門招待魯國「文學

之士」即飽讀詩書的低級貴族，正好合著孔子身份，但季氏認為孔子年紀太小，就把孔子趕走了。

張守節這個圓場也打得勉強，因為孔子當時十七歲，在上古時期，十七歲已經不小了。

司馬貞《史記索隱》提及《孔子家語》的相關記載，出自此書〈公西赤問〉一章，文字如下：

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虎弔焉。私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子聞諸？」孔子曰：

「丘弗聞也。若聞之，雖在衰絰，亦欲與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也。」

陽虎出。曾參問曰：「語之何謂也？」孔子曰：「己則喪服，猶應其言，示所以不非也。」

「練」，是兒子守母喪第一年（十三個月）內必須穿戴的服飾，「既練」，就是守母喪一年之

後，不必再披練之意。陽虎在孔子母親過世一年後探訪孔子，表示悼念，似乎是一番好意。

陽貨說，現在季氏打算宴請全魯國的低級貴族，孔子你可知道？孔子說，我不知道，若知道，

雖服喪期間，我也想參加。陽貨說：季氏請客，沒說請你呀。可以想像，陽貨如此回答，孔子

當然大有碰一鼻子灰之感。陽貨離開之後，孔子弟子曾參似乎也覺得孔子應對無方、自討沒

趣，質疑孔子。孔子似乎也想幫自己打圓場，就說，我也知道自己在服喪，只是隨口應付一下

陽虎，「示所以不非也」，表示不想跟他反臉而已。我們也許還可以幫曾參繼續質疑孔子：

假如老師您答說不知道季氏宴會一事，反正自己服母喪，不便參加，是不是更加得體？而且這樣

答話也不會跟陽貨翻臉啊。不知孔子將何以應之……

可見，在《史記．孔子世家》中，孔子穿戴喪服參加季氏宴會而被陽貨趕走，在《孔子

家語．公西赤問》中，陽貨到孔子家吊唁，主動談起季氏宴會一事。這兩段記載很不一樣，司

馬貞為維護孔子起見，認為《孔子家語》更可信，批評《史記》誣蔑孔子。其奈《孔子世家》

本身靠不住何！《孔子家語》記載孔子生平事跡，部分內容似乎在漢朝之前就存在，但直至三國

時期，公元三、四世紀期間，才由王肅整理成書。也就是說，《孔子家語》正式成書年代晚於

《史記》，作者不止一人，不限一時。後世學者都相信，此書有大量內容，是包括王肅在內的

後人，假託孔子及古人之「設計對白」、「二次創作」、「後期製作」、「幕後加工」。

感謝洪若震兄以上的賜教。總之，陽貨、公山弗擾、佛肸都曾嘗試羅致孔子到自己麾下，

孔子有所隱忍，有所猶豫，最終都沒有加入其陣營。具體原因是什麼？是私怨？政治倫理

考慮？現實政治判斷？誰也說不清。倒是後儒強作解人，把本來就是活生生的、常常自相矛盾的

歷史人物，變成偉大光明正確的塑像。越打圓場，越多破綻，畢竟何苦來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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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新 消 息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利希慎訪問學者計劃」

承蒙「利希慎訪問學者計劃」資助，中國研究服務中心邀得來自海外及內地學者到訪香港中文

大學，並舉行研討會，最新消息請瀏覽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網頁。

學者 所屬院校 到訪日期

1 董國強 中國復旦大學歷史系 2018年1月3至8日

2 Edwin Schmitt University of Oslo 2018年1月3日至2月3日

3 徐彤 Documentary Director (Beijing) 2018年1月14至18日

4 黃礪 中國地質大學（武漢）公共管理學 2018年1月24日至2月6日

5 王楊 Documentary Director 2018年2月26日至28日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樂施會訪問學者計劃」

在香港樂施會的慷慨資助下，自2017年1月起，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啟動了「樂施會

訪問學者計劃」。該計劃將聚焦於內地的減貧和社會可持續發展領域，邀請內地在該領域已有

一定學術成就的學者來訪，推動相關的學術研究和政策研究。到訪的學者將利用中國研究服務

中心和香港的學術資源開展學術研究，提出政策建議。同時通過午餐會、研討會、公開講座等

多種形式，與香港社會各界分享與交流，促進中港兩地的相互瞭解。到訪學者名單如下：

學者 所屬院校 到訪日期

1 曾小溪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扶貧研究院 2018年2月1日至28日

2 曲兆鵬 南京大學商學院人口研究所 2018年2月1日至22日

3 王雨磊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2018年3月1日至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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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報 告

2018 年第一次「午間雅聚」

毛澤東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吸取和應用

翟志成教授主講

2018年2月12日，中國文化研究所「午間

雅聚」活動邀得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名譽高級研究員翟志成教授擔任講者，與我們

分享他最近研究成果，主題為毛澤東對中國

歷史文化的吸取和應用。

翟志成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哲

學博士（歷史學），曾任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

所研究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教授，現任香港

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

香港新亞研究所榮譽教授、《新亞學報》

主編，其研究專長為中國近現代學術文化思想

史和中共黨史，著有《中共文藝政策研究論

文集》、《當代新儒學史論》、《馮友蘭學思

生命前傳》、《五論馮友蘭》等八本專書以及

中英文論文數十篇。

翟教授的演講闡析中國的歷史文化，如何經由毛澤東創造性的轉化之後，變成了毛打

天下、治天下或亂天下的重要思想資源。毛的不少方針政策，有些直接緣自毛閱讀傳統典籍的

心得，有些則經過與毛的閱讀心得互相對照、互相發明或互相批判，從而得到更新、修正或

強化。並且，毛對傳統小說、戲曲的熟習和靈活應用，使他能如魚得水般自由出入於大眾文化

和菁英文化、大傳統和小傳統之間，而他在這兩種文化和兩個傳統之間左右逢源的能耐，又使

他成為操弄群眾感情的心理工程大師。他在閱讀《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所領悟出的戰略和

戰術，更幫助他在戰場上擊敗了國民黨，贏得了整個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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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報 告

2018 年第二次「午間雅聚」

文物館藏品所見嶺南畫派之天風一脈

陳冠男博士主講

2018年3月12日，中國文化研究所「午間雅聚」活動有幸邀得文物館助理研究主任（書畫）

陳冠男博士擔任講者。他的演講主題為「文物館藏品所見嶺南畫派之天風一脈」。

陳冠男博士，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現為中大

文物館助理研究主任（書畫）。研究興趣集中於明清以來之

書畫。曾參與撰寫《蓋蒂基金會贊助中國書畫在線圖錄》、

《北山汲古：中國書法》、《北山汲古：碑帖銘刻拓本》、

《合璧聯珠三：樂常在軒藏清代楹聯》、《明畫全集》等。

同時積極參與各種書畫展覽、比賽，並獲殊榮，作品為香港

及海外公私收藏。

陳博士的演講以文物館相關藏品為主，看天風一脈之

藝術。嶺南畫派在二十世紀中國畫壇舉足輕重。其開創者

高劍父（1 8 7 9 – 1 9 5 1）、陳樹人（1 8 8 4 – 1 9 4 8）和高奇峰

（1889–1933）早年習自隔山畫派居巢（1811–1865）、居廉

（1828–1904）畫風而遠溯江蘇花鳥畫家宋光寶、孟覲乙。其後，三人先後赴日學習，借取

東洋，以「折衷中外，融合古今」為追求，致

力於革新中國繪畫。二高一陳各擅勝場，其中

高奇峰繪畫題材豐富，筆下丹青靈動多姿，

尤以花鳥走獸馳譽，惜英年而逝，然其畫藝

影響深鉅，享譽隆高。1929年高奇峰遷居廣州

二沙島養病，翌年搬入新居取名「天風樓」，

與弟子論藝其間，天風樓遂成嶺南畫派重要

標誌之一。



www.ics.cuhk.edu.hk  ©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所有
12

中國文化研究所通訊　2018 年第1期 

活 動 報 告

文物館「新增藏品迎新歲：范我存女士贈玉」捐贈儀式暨展覽

「新增藏品迎新歲：范我存女士贈玉」捐贈儀式暨展覽於2018年2月2日舉行，主禮嘉賓包括范

我存女士、中大副校長霍泰輝教授、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梁元生教授、文物館館長姚進莊教授

及副館長許曉東教授。

中大副校長霍泰輝

教授（右）致送紀念品

予范我存女士。

范我存女士送贈其新

作《玉石尚：范我存

收藏與設計》予中大

副校長霍泰輝教授。

范我存女士及霍泰輝

教授與嘉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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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報 告

文物館「小園花放──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六十周年書畫藏品展」

公開講座及特備活動

為配合展覽「小園花放──香港中文

大學藝術系六十周年書畫藏品展」，

文物館特意舉辦公開講座，邀請藝術

系副教授唐錦騰教授以「中國畫畫稿

與教學漫談」為題分享中國畫教學心

得，更設有即場示範環節。活動於香

港中文大學商務印書館進行，共吸引

了46人參加。

同時，文物館亦舉辦了兩場工作坊，讓公眾感受中大藝術系學生上水墨畫課堂的光景。活動由

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小園花放──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六十周年書畫藏品展」展覽導賞，

第二部分則是水墨畫工作坊，由中大藝術系系友、藝術家邱榮豐先生擔任導師。兩場工作坊分別

於2017年12月16日（星期六）及2018年1月6日（星期六）舉行，共吸引了3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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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報 告

文物館「有鳳來儀：湖北出土楚文化玉器」公開講座系列

為配合「有鳳來儀：湖北出土楚文化玉器」展覽，文物館特意舉辦四場公開講座系列與公衆分享

中國精彩紛呈的玉文化。

首兩場於2017年12月8日假康本國際學術園LT9進行，分別為林巧羚博士（香港教育大學文化

與創意藝術學系助理教授）主講之「禮約華飾：玉龍佩與東周用玉」及林繼來先生（香港大學

專業進修學院及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古玉課程導師）主講之「楚式龍鳳玉雕賞析──從曾侯

乙墓到九連墩」，兩場均吸引了超過90人參加，反應熱烈，座無虛席。

後兩場則於2018年2月8日假商務印書館尖沙咀圖書中心舉行，分別為陳麗碧博士（香港海事博物館

副總監（策展及藏品）主講之「龍與動物形像在中國古代的角色」及黎婉欣教授（香港中文

大學文化管理文學士課程助理教授）主講之「香港玉石工藝（1949–1990）」，前者觀衆人數為

71人，後者為52人。兩場講座的觀衆都踴躍發問，與講者共度了一個知性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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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報 告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第二屆陳克文

中國近代史講座」

第二屆陳克文中國近代史講座於3月22日及26日舉行，榮幸

邀得中央研究院院士張玉法教授蒞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

首場講座「從辛亥革命到五四啟蒙運動：論蔡元培、胡適、

陳獨秀、李大釗的思想變化」，張教授從四人不同的經歷

和行為中探討他們在啟蒙運動中所擔當的不同角色，並分析

這幾位啟蒙運動的導師在引導新一代年輕人政治理念發生

變動的同時，自己的思想也發生了變動，並最終做出不同

的政治抉擇。第二場除張玉法教授以「從革命民主到民主

革命──臺灣民主政治的發展與轉變」為題作演講外，中央

研究院錢永祥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周保松教授及香港城市

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江宜樺教授（台灣前行政院長）依次

作出回應，台下討論氣氛甚為熱烈。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合辦 

「回望──紀錄片觀摩系列」放映會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與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繼

續合辦「回望──紀錄片觀摩系列」放映會。 

2 0 1 8年 1月至 3月共放映兩場，分別為徐童

《赤腳醫生》及王楊《紡織城》。兩部紀錄片

在國際紀錄片電影節中都曾大放異彩。

左起：周保松教授、江宜樺教授、張玉法教授、

錢永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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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新 出 版

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六十六期已經出版。本期刊載論文八篇、書評八篇，

合共3 0 0頁。

論文

1. 張曉宇：〈從黃隱事件再論元祐初期政局與黨爭〉

2. 李子歸：〈明代建陽的書戶與書坊〉

3. 陳冠華：〈明儒呂柟師承敘述之考析〉

4. 吳兆豐：〈中晚明士大夫教化宦官「運動」：以內書堂為中心〉

5. 張　建：〈內監梁九功與康雍之際的儲位鬥爭：對清代宦官問題的再思考〉

6. 歐麗娟：〈《紅樓夢》中的「六朝」及其意涵〉

7. 黃　湛：〈段玉裁顧廣圻論爭始末重探〉

8. 徐世博：〈清末江蘇學政的考試與選拔：以經古考試和南菁書院為中心〉

書評

1. Michael Nylan, “The Book of Lord Shang: Apologetics of State Power in Early China 

by Shang Yang.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Yuri Pines”

2. Dorothy Ko, “Bodies in China: Philosophy, Aesthetics, Gender, and Politics by Eva 

Kit Wah Man”

3. Constance A. Cook, “Imprints of Kinship: Studies of Recently Discovered Bronze 

Inscriptions from Ancient China edited by Edward L. Shaughnessy”

4. Kenneth Pomeranz,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From Antiquity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y Richard von Glahn”

5. Alice Wen-Chuen Cheang, “Drifting among Rivers and Lakes: Southern Song Dynasty 

Poetry and the Problem of Literary History by Michael A. Fuller”

6. Jeffrey Riegel, “Confucius Beyond the Analects by Michael Hunter”

7. Joyce A. Madancy, “Living on Borrowed Time: Opium in Canton, 1906–1936 by 

Xavier Paules.  Translated by Noel Castelino”

8. 何漢威, “Merchants of War and Peace: British Knowledge of China in the Making 

of the Opium War by Song-Chuan Chen”

詳細內容請瀏覽 http://www.cuhk.edu.hk/ics/journal/chi/journ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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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新 出 版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中國語文通訊》

《中國語文通訊》第97卷第1期（第二十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特刊）已經出版。本期

刊載二十一篇文章，全文可以從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的網頁下載： 

ht tp: //www.cuhk.edu.hk / ics/clrc /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二十一世紀》

《二十一世紀》2018年2月號，第165期已經出版。「二十一世紀評論」之主題為「改革開放

四十年」，邀請四位昔日的參與者或見證人，一同回顧中國走過的崎嶇曲折改革道路。

有「改革四君子」之稱的朱嘉明和翁永曦撰文〈中國改革：一個趨於複雜的長期歷史

運動〉及〈改革開放初期的年輕人〉，分別從經濟學和個人經歷角度回顧改革歷程，

兩人的行文風格迥異，隱然讓人看到兩部改革開放的個人史。對中國政制問題有深入

了解的嚴家祺，其文章〈新英雄史觀和中國大轉型──改革開放的回顧和反思〉，則

從大轉型的宏觀歷史視野剖析中國的改革本質。本刊編委陳方正〈從改革開放到未來

世界〉，析論近年西方國家的發展趨勢，並連繫到中國改革的未來展望。

除專題的評論文章外，本期另刊載學術論文四篇：

1. 卞冬磊：〈開眼看「中國」：在《澳門新聞紙》發現世界、國家與自我〉

2. 陳陽：〈「地勢寫真畫」：民初風景照中的民族認同〉

3. 代兵、張碧坤：〈1969年：中美蘇戰略大三角形成的起點〉

4. 徐勇：〈1980年代中國大陸文學選本與文學場域的建構〉

而「學人往事」欄目，則由樊善標教授撰文〈飛鵝山上──敬悼余光中老師〉以懷念其師。

本期詳細內容，歡迎瀏覽《二十一世紀》網頁：http://www.cuhk.edu.hk/ics/21c/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商業∕文化∕社區：香港企業家傳記系列」叢書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香港商人家族：歷史與營商文化」研究計劃的第六及第七本

「商業∕文化∕社區：香港企業家傳記系列」叢書，亦已相繼出版。

《大浪淘沙──家族企業的優勝劣敗》由本中心副主任鄭宏泰博士及名譽副研究員

周文港博士主編，全書以家族企業發展的所在地──即內地、台灣、香港和澳門──

分佈排序，配以發展時期的先後，讓讀者可以較好地掌握各個案例的發展環境與條

件。這些個案，有部分分析整個商幫群體，大部分仍以個別家族的個案分析為主，透過

十二篇論文，分享不同家族企業優勝劣敗的經驗。

《可繼之道──華人家族企業發展挑戰與出路》由本中心副主任鄭宏泰博士及清華

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全球家族企業研究中心主任高皓所著，兩位作者憑着多年對家族

企業的研究，特別挑選了李嘉誠家族、廖創興家族、鄭裕彤家族、利希慎家族、何東家

族、郭得勝家族等，多維度地考察與分析華人家族企業傳承接班的問題及模式；並就

其走向現代化管理的成效，以及婚姻與血脈傳承等關係作出探討，期望能為華人家族

企業發展中所面對挑戰與出路提供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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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新 出 版

翻譯研究中心Transl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East Asia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English version only)

The present volume is a collection of eleven selected pap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nsl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East Asia in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organized by the Research Centre for Transl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May 2013. The conference aimed at studying the role played by 

transla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the East Asian countries.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many people saw the West as a model for modernization 

and hence modernization in East Asia was more often than not taken as a process of 

learning from or even imitating the West. In this process, translation played a crucial 

role, when efforts were made to import Western ideas, knowledge, concepts, and 

practices. The articles in this volume study and explain the various translation phenomena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China, Korea, and Japan.

翻譯研究中心《譯叢》(English version only) 

Renditions (nos.87 & 88) is entirely devoted to translations of and introductions to works 

of fiction produced in urban China in the years between 1916 and 1949. In spite of the 

conspicuous popularity of these works, their variety and innovativeness, they were 

denied appropriate recognition in their own time by the elites that set the tone for what 

was considered to be proper literature. This negligence has only become worse in the 

years since 1949, as the works have received very little attention in the critical discourse 

on modern literature that has flourished in an expanding Chinese academy, particularly 

in the years since 1980. By presenting a sampling of the rich variety of fiction from the 

Republican period, this issue hopes to make a small contribution to remedying this 

historical in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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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日 誌

█ 香港中文大學「蔣經國基金會亞太漢學中心」、中國文化研究所合辦「第五屆中國文化

研究青年學者論壇」（2018年5月24–26日）

第五屆「中國文化研究青年學者論壇」將於2018年5月24至26日舉行，

論壇旨在培養中國文化研究領域的青年學者，並增強青年學者之間的

互動往來。今屆主題為「中古以降的文化與社會」，邀得35位年青學者

前來中文大學報告研究成果，論壇日程如下：

1. 宋元時期的文學、文化與社會

2. 中古以降的經學與史學之傳播及其嬗變

3. 中古以降文化符號的意象與內涵

4. 中古以降的法制與史觀

5. 中古以降的女性與社會

6. 中古以降的詩歌文化 

7. 中古以降的政治空間：建構與想像

8. 中古以降的工藝與傳媒文化

9. 中古以降的繪畫與圖象

10. 中古以降的醫學與文化

11. 中古以降的宗教制度與儀式

歡迎旁聽，論壇詳情可瀏覽 http://www.cuhk.edu.hk/ics/general/forum/program.html。

█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主辦「第四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

（2018年6月15–16日）

「方言語法博學論壇」由香港中文大學和中山大學在2015年發起，自

2017年開始加入復旦大學，並由這三所學府輪流主辦，作為促進方言

語法比較研究的平台，著重粵語、吳語等東南方言的比較研究，推動

跨地區研究，並加強學術交流和對話。

「第四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由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主辦，將於

2018年6月15–16日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論壇詳情可瀏覽 http://www.

cuhk.edu.hk/ics/clrc/irf/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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