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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典诠释学建构的三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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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典的理理解与解释是延续传统的重要⽅方式!只有在不不断的创造性诠释的过程中!⼀一个
⽂文化系统的经典才能够保持鲜活的状态和⻓长久的⽣生命⼒力力"⽽而在现代性的社会语境中!如何传承与
发扬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和理理念!显然离不不开对其核⼼心典籍的重新释读#系统再构与现代转化!这
就需要尝试建⽴立⼀一套基本的理理论体系和⽅方法"中国经典诠释学的提出!正是因应了了这⼀一时代的需
求!⽽而它的理理论建构⾄至少应该从以下三个维度来考虑$⼀一是能够回应⻄西⽅方现代⽂文化的挑战!在问题
域和表达⽅方式上能与⻄西⽅方的解释学形成⼀一种对话的关系"⼆二是能够呈现出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
在资源⽅方⾯面能调动⼀一切传统经典解释的记忆与形式!特别是儒家的经学"三是能⽴立定宗旨#明确⽬目
的性!其学术形态应重在阐发义理理和凝练思想!为当代的中国⽂文化转型寻求意义!在理理论的体系化
和⽅方法论⽅方⾯面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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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什么是中国的经典诠释学？按照⼀一般的理理解就
是中国历史上注释!考证和诠表经典的基本⽅方法!思
想和学说"是对历代处理理⽂文献的经验和传统典籍之
⽅方式的系统总结和理理论升华#这样认识"似乎没有
错"也⽐比较容易易为常⼈人所理理解和接受#但问题是"如
果仅限于这样单向度的历史线索之记忆与描述"只
从传统的学术脉络来理理解和⼊入⼿手"那已有的历史⽂文
献学!古典学以及哲学和思想史的研究"不不就⾜足够了了
吗"何必再⽣生出⼀一套新理理论？仔细想来"既然是⼀一⻔门
尚需建构的学问"那⼀一定就有它的特别之处"和既有
的研究⽅方式!规则及思路路应该是有所不不同的#那它
的特性究竟在哪⾥里里"⼜又如何在现有的学术系统之中
获得恰当的身份和定位"这也许是⾸首先需要思考的
问题#我觉得"中国经典诠释学不不是既有的历史⽂文

献学的花样翻新"也不不是⻄西⽅方的哲学诠释学的简单
移植"⽽而应该是⼀一种新的创造性的融合与会通的形
式#它的建构宗旨应该是⾯面对中国⽂文化之当下的"
是以⾃自身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悠久的经典解释传

统作为基础"同时⼜又⼤大⼒力力引进和吸收!消化⻄西⽅方解释
学的成果"在富有创新性的解释与融通的过程中"逐
步地形成⾃自⼰己鲜明的学术特⾊色!独特的研究⽅方式和
内容丰厚的理理论形态#作为⼀一个学问系统的⽬目标"
我认为中国经典诠释学的建构⾄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三

个维度$⼀一是能够回应⻄西⽅方现代⽂文化的挑战"在思考
的问题域和表达的⽅方式上能够与⻄西⽅方的解释学有⼀一

种⽂文明之间对话式的呼应"⽽而不不是闭⻔门造⻋车!⾃自说⾃自
话#⼆二是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资源⽅方⾯面能够调动
起⼀一切传统经典解释的记忆和形式#其中"经学是)" !天津社会科学!!"#$年年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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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但不不是唯⼀一!⼩小学是基础!但不不是界域"三是
要有明确的⽬目的性!重提经典解释不不是为了了整理理国
故!⽽而是重在阐发义理理#凝练思想!为当代的中国⽂文
化辨明身份#书写证辞和寻求意义!所以需要理理论上
的创造性和体系化"

⼀一!⻄西⽅方解释学的参照
毫⽆无疑问!中国经典诠释学的提出和构想是与

⻄西⽅方解释学#特别是哲学解释学的传⼊入及其影响有
直接的关系!或者说是在⻄西⽅方解释学思潮的刺刺激和
诱发之下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理理论上的创造冲动"早
期傅伟勋提出$创造的诠释学%和成中英创构的$本
体诠释学%!均是在欧美解释学之思潮涌动的氛围
中!激发出灵感!尝试以⻄西释中#中⻄西会通所产⽣生的
成果"⽽而稍后汤⼀一介创建中国解释学的构想和⻩黄俊
杰提出的经典释义模式!则是在⻄西⽅方解释学思潮的
刺刺激和观照之下!试图从现代的眼界来重建中国经
典诠释的范式"近年年来!如⽕火如荼的经典诠释学研
究和众多参与到其中的学者!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
与⻄西⽅方的解释学思潮有所关联的!或者是深受其影
响!或者是有意识地吸纳之!虽说深浅不不⼀一#程度不不
等!但⼏几乎没有完全能够撇得清关系的"这说明!中
国经典诠释学的出场完全是以⻄西⽅方解释学的$先在%
作为背景的!如果没有后者的传播#影响和刺刺激#诱
导!就不不可能有中国经典诠释学的思考及其所产⽣生
的效应"

在晚清经学解体以后!传统的$四部%之学都⾯面
临着⼀一个打散重建#⾃自寻家⻔门的过程!也就是在现代
学术的洗礼之下!原有的学问体系#学统和⽅方法都经
历了了⼀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不不但经学不不复存在了了!
就是研究经典的态度和⽅方式也发⽣生了了根本性的改

变!$信古%变成了了$疑古%!解经变为所谓$整理理国
故%!往往⼀一字之差!内涵已有天壤之别"在现代的
学科分类体系当中!传统的解经内容被碎⽚片化之后!
散落在了了⽂文史哲的个别领域内!其中以历史⽂文献学
和古典⽂文献学 为集中"现代⽂文献学的研究基本上
是把典籍材料料化!经典的等级和身份性消失了了!所有
古籍都只是历史的资料料!研究之⽅方式也是以$⼩小学%
作业为主!⽂文字#⾳音韵#训诂等 为接近于客观实证

性的⽅方法被普遍采⽤用!⽽而义理理⽅方⾯面的内容则因时代

之改变⽽而⾃自然淡出"以⼩小学⼯工夫作为$硬通货%的经
典整理理与解释!不不可能对典籍中思想的确定性和选
择性负责!⽽而新的意义之阐发⼜又完全被现代观念和
政治意识形态所笼罩!原有的传统义理理变得越来越
模糊"在新的经典解释活动中!⽂文献学所扮演的⻆角
⾊色只能是⼯工具性的!⽽而不不可能产⽣生思想的主体意识!
经典的意义只能在极为有限的⽅方式和界域之内得以

保留留和延续"在这种情形下!带有强烈烈的思想创造
意识和新颖的⽂文本解证⽅方式的⻄西⽅方解释学传⼊入我

国!⽆无疑给现代转型中的中国⽂文化提供了了⼀一个重要
的参照!为经典解释的⽅方法和途径打开了了⼀一⽚片新的
天地"尤其是关于作者与⽂文本#理理解与解释!诠释者
对于经典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和作为存在之本体的解

释活动的意义等!这些深层次问题的探寻!⽆无疑给予
现有的典籍整理理和释读⼯工作以强有⼒力力的刺刺激与挑

战"如何吸收⻄西⽅方解释学的成果!促进我们的经典
研究!在整理理和发掘这些传统资源的过程中!能够显
现出更更具有活⼒力力和思想创造性的当代意义来!便便成
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西⽅方解释学有着漫⻓长的发展历史!从&圣经’释
义学到近代施莱尔⻢马赫#狄尔泰等所致⼒力力的⾰革命性
变⾰革!再到海海德格尔#伽达默尔等将之引⼊入到存在论
哲学中!这其中的历史线索和思想旨趣是⾮非常复杂
的!形式也多有变化"按照诠释学家帕尔默(6"D"
?45@)-)的归纳!与词源意义相关联的早期诠释学的
内涵!包括了了⾔言说#说明和翻译三重向度"$⾔言说%的
初意是表达和宣喻!即⽤用⼝口头的⽅方式传递某种信息
和旨意!可以是神的召唤#宗教性的启示!也可以是
史诗的吟诵和经⽂文的⼝口⽿耳相传"在这种形式中!⼝口
语的魔⼒力力有充分的展现!声⾳音的穿透性和摄⼈人⼼心魄
的⼒力力量量是阅读⽂文字所⽆无法体验到的!$⼝口头的语⾔言似
乎拥有⼀一种⼏几乎是不不可思议的⼒力力量量!但⼀一旦它们成
为视觉图像时!就丧失了了其中许多⼒力力量量%!这⾥里里映照
出了了$书⾯面语⾔言的软弱性%!"这也就是德⾥里里达(M"
F)--314)所说的$符号是⼀一种不不在场的经验%!只有
通过声⾳音才能实现$⾯面对⾃自我的在场的体验%""从
⼝口头语⾔言的在场感和直接的聆听#对谈#观赏#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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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书写与⽂文字阅读的沟通!其中意义传递与接受的
⽅方式发⽣生了了巨⼤大的改变!理理解的原初性和活⽣生⽣生的
感知度消失了了!代之以对意义传达形式的关注!从⽽而
成为理理智在系统表达⼀一件事物的真实判断时的基本

活动!"作为#说明$的诠释!是⾯面对⽂文本所展开的
更更为深层意义上的对话!诠释的意义从#如何有效的
接受$转移到了了#怎样更更好的理理解$!阅读者拥有了了更更
⼤大的释义空间和解释的权⼒力力!也因此承担了了更更多的
还原⽂文本意义的责任"#说明性的诠释!使我们意识
到说明是语境性的!是%视域性的&"必须在⼀一种已
被认同的意义和意图之视域内才能进⾏行行说明"在诠
释学中!这种预设的理理解领域被称为%前理理解&$""
在诠释的过程中!#说明$的依据和理理由实际上已经
远离了了意义的原初性!⽽而带有了了⼤大量量的理理解因⼦子!其
资源的丰厚和介⼊入的程度⼜又会直接影响到#说明$的
效果!所以其#理理解$本身就已经是具体化和情景化
的诠释活动!⽽而不不仅仅是释读和接受的过程"这便便
是#视域融合$!在做出任何富有意义的说明之前!主
体的视域和境遇’⾃自我的理理解和把握!已经进⼊入到了了
阅读的活动当中!使理理解暗含了了说明!#说明$复⼜又建
⽴立在前理理解的基础之上"所谓#翻译$!涉及到跨语
际传通和不不同的⽂文化系统在意义的交流⽅方⾯面所要⾯面

对的⽅方式和技巧"#诠释学在其早期的历史阶段中!
⽆无论是作为古典语⽂文学的诠释学!或是作为圣经诠
释学!都确实始终涉及语⾔言的翻译!翻译现象是诠释
学的真正核⼼心$#"如果将古与今的差异性也考虑
在内!则翻译就不不⽌止是语际间的现象!也含有⽂文化系
统内部在时间之⽮矢上的意义"清代陈澧就说(#盖时
有古今!犹地有东⻄西’有南北北!相隔远!则⾔言语不不通
矣"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有翻译则能使别
国如乡邻!有训诂则能使古今如旦暮!所谓通之
也"$$从意义的传通⽽而⾔言!训诂实际上也是⼀一种翻
译"⾔言说’说明和翻译这三重向度!是从早期诠释学
的词源意义上所做的分析!但在其后续的发展中!不不
管历史线索有多么复杂!诠释学的基本内容也是时
时地返回到这三重向度的意蕴之中"

⻄西⽅方解释学的内涵分析或从问题⼊入⼿手所做的理理

解!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普遍性的!对于中国经典的
理理解也可以从类似的⽅方式或者⻆角度来着⼿手!这些理理
论资源移植东⼟土!为我所⽤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至
少会对我们的经典诠释⼯工作起到启发的作⽤用"但回

到历史的情景中来看诠释学!或者从⻄西⽅方解释学发
展的历程来做具体的⽐比较分析!则问题就变得不不那
么简单了了"帕尔默在)诠释学*⼀一书中同时归纳了了解
释学的六种形态+六个定义,!实际上也是解释学在
⻄西⽅方发展的六个阶段(作为圣经注释的理理论+圣经释
义学,!作为语⽂文学的⽅方法论+古典学,!作为理理解技
艺学的⼀一般科学+施莱尔⻢马赫,!作为精神科学+⼈人⽂文
学,的⽅方法论基础+狄尔泰,!作为存在论的哲学解释
学+海海德格尔’伽达默尔,!作为既恢复意义⼜又破坏偶
像的诠释系统+利利科等,"这些具体的内容是和⻄西⽅方
⽂文化⻓长久的历史发展之环节及其⼀一个个的思想理理论

体系结合在⼀一起的!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和差
异性极⼤大的学术背景!很难说与中国的情形有相似
性!更更不不能简单地拿来与中国经典解释的历史做⽐比
观"利利科+?"63G+),-,早在)弗洛洛伊德与哲学*+%C9J
年年,⼀一书中就已指出(#不不存在⼀一般的诠释学!也不不存
在解释的普遍准则!只有⼀一些根本不不同和相互对⽴立
的有关解释原则的理理论"诠释学领域和诠释学本身
并⾮非内在⼀一致"$%这样⼀一来!我们要想移植或者借
⽤用⻄西⽅方解释学的某⼀一个具体的系统或者理理论!就需
要先对其做背景的分析和问题的梳理理!⽽而不不能笼⽽而
统之!简单地画等号"⼀一般说来!对于⻄西⽅方的#前诠
释学$+圣经释义学和古典语⽂文学,!我们可以做平⾏行行
的⽐比较!既可以⽤用⻄西⽅方的资源来评价中国的传统!也
可以⽤用中国的资料料来说明⻄西⽅方的情况"因为从#诠
释$的观念背景和展开形式来讲!两者之间确实有相
像的地⽅方!⼤大可以参⽐比⼀一番"⽽而#古典诠释学$!即施
莱尔⻢马赫以来成为⼀一⻔门技艺的#理理解的艺术$!或作
为⼀一般⽅方法论的普遍的诠释学!在我国却并不不存在"
当然!中国经典诠释的历史中也有可以称作#⼀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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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也有⼀一些普遍性的原则!但这毕竟不不同于近
代⻄西⽅方!因为它没有经历过类似的现代性的学术转
换!所以古典诠释学对于我们⽽而⾔言!仍有着巨⼤大的启
迪作⽤用"⽽而对于当代的哲学解释学来说!中国传统
的#诠释$资源与之相较!离得⽐比较远!很难做实质性
的⽐比观!所以主要是借鉴和吸收的问题!即如何#拿
来$作为我们当代思想的养料料!运⽤用到传统的现代转
化中去!"

⼆二!经学传统的开掘
中国的经典诠释!历史悠久⽽而场域深⼴广"%国

语&中就有#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
以%那&为⾸首$的记载!这是在周宣王时代!宋国⼤大夫
正考⽗父所做的⽂文本整理理与校雠⼯工作"⽽而称#经$之
著!年年代亦早"%国语&中就有#挟经秉枹$之语!⻙韦昭
注’#经!兵书也"$%墨墨⼦子&⼀一书中有%经&和%经说&!%庄⼦子(天下&谓’#南⽅方之墨墨者))俱诵%墨墨经&"$%管⼦子&的前九篇称#经⾔言$!⽽而与后⾯面的#内⾔言$*#区
⾔言$等篇相对"虽然 早的#经$名!不不⼀一定是儒家的
专⽤用品!但⼀一说到#经$!还是要回到儒家+尽管后世
的释*道⼆二家!其著作也多以经⾔言!甚或百家杂书!亦
⽤用经名!可系统的学说!当是以儒家之经学为⼤大宗"
所以我们后⾯面的讨论!⼤大体上还是以儒家的经典与
经学作为范围"从儒家的起源来说!其与三代⽂文化
的关系是具有很强的传承性的!⽽而直接的纽带就是
⽂文献的整理理与编纂!孔⼦子所谓#述⽽而不不作$!实可以理理
解为是对先王典册的删削*筛选和叙述*诠解!这实
际上就是⼀一种理理解和解释的⼯工作"%庄⼦子(天运&
载’#孔⼦子谓⽼老老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易&*%春秋&六经))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
迹"-$⼜又%天下&篇⾔言’#))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
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
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行!%乐&以道和!%易易&以道阴
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
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这其中!由#治$⽽而#论$⽽而#明之$!进⽽而⻅见其宗旨"可⻅见#六经$是经过孔⼦子之
⼿手后!才具有了了完整的⽂文本意义!⽽而儒家和远古⽂文明
的关系便便是传承性的⽂文献整理理!是典册之⼀一⽹网打尽"
我们谈中国⽂文化的经典!只能从#六经$⼊入⼿手!⽽而儒家

的经学就成为探讨经典解释问题的渊薮"
严格说来!经的解释始于孔⼦子!⽽而系统的经学则

是成于汉代"#经学$⼀一名!⾸首出%汉书(兒宽传&’#及汤为御史⼤大夫!以宽为掾!举侍御史"⻅见上!语经
学!上说之!从问%尚书&⼀一篇$"武帝罢黜百家*独尊
儒术!⽴立五经博⼠士!使得经学建制化*系统化*威权
化!成为主导性的学术和帝国的意识形态"⾃自汉以
后!经学就是中国学术的主脑!不不管是思想义理理的根
据*学者操业的对象!还是典籍划分的四部类别*经
典解释的效应及状况!如果离开了了经学!中国经典诠
释学的思考和建构就⽆无从谈起了了"但经学的内容是
⼗十分复杂的!牵扯到的学术流派*⽂文本系统和解释⽅方
法是⾮非常多样化的"就经典的序列列来讲! 早是#六
经$!后来扩展到了了#⼗十三经$!在⻓长达⼀一千多年年的历
史上!⽂文本的增减*拆分*升格以及排序等!所引带出
的问题可以说层出不不穷!甚⾄至聚讼⾄至今"就经学的
流派⽽而⾔言!有汉宋之分或今古⽂文之别.两派说/!有汉
宋.或今古⽂文/之外单列列清代学术者.三派说/!还有
将影响⽐比较⼤大的朱⼦子学*乾嘉考据等特别划出者.多
派说/!阵形复杂!统绪多端"就经学发展的历史来
说!更更是线索复杂*众说纷纭"譬如!刘师培的%经学
教科书&.%C#J年年/就采⽤用#四派说$!即将经学史分
为四期+⽪皮锡瑞的%经学历史&.%C#B年年/于经学历程
详加考察!区别出了了⼗十个时代+⽽而周予同的注释本.%C8&年年/则仍坚持#经学的三⼤大派$说+⻢马宗霍的%中国经学史&.%CE9年年/按照历史顺序划分出⼗十⼆二
个段落+⽢甘鹏云的%经学源流考&.%CE&年年/则将经学
史划分为四个时期"这种复杂的情况!⼀一如浩瀚⽆无
垠的汪洋!浪花相逐!⼏几条履履痕!我们只能在岸上观
其胜景"的确!对经学加以总结*画出条理理的经学史
研究就是在经学接近尾声*甚⾄至是结束之后才开始
的!⽽而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经学史系统⾄至今仍处在
构筑的过程之中"

晚清以来!⼈人们对经学的叙述基本上采取了了离
场者的姿态!⼀一般是将章太炎视为古⽂文经学的殿军!
⽽而康有为则是今⽂文经学的绝响!章⻔门弟⼦子和康⽒氏后
学不不再被作为经学⼈人物来看待"不不但他们的后辈被
划⼊入现代学者的⾏行行列列之中!分⻔门别类!头衔全变+即

""!诠释学研究
! 参⻅见拙著%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人⺠民出版社8##!年年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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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便是章!康⼆二⼈人"也尽量量被归拢于现代学术"着染了了
不不少新#⻄西$学的⾊色彩%在这种情形下"⼤大家都是局
外⼈人"经学已绝"殆⽆无疑义%⽽而对于过去历史的总结
往往是站在当下⽴立场上的"我们熟悉的经学史图景
也是从晚清以来才逐渐绘就的%是故"若从渊源上
追溯"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和&宋学渊源记’还搅扰
在汉宋之争的漩涡当中"处于站边的状态(⽽而⽪皮锡瑞
的&经学历史’虽获得公允之评!被誉为开⼭山之作"但
也难以完全摆脱今古⽂文之别的⼲干系%所以"我们熟
悉的经学图景和对经学的基本理理解与认识"⼤大体上
是在现代学术兴起以后才逐步确⽴立的(⽽而经学资源
的分布地图和关注向度"也是在现代学术的辨识之
下"或者在新旧学术交岗接班的记忆当中"才渐渐地
形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到底什什么是经学？实际上
仍然有模糊之处"乃⾄至于众说纷纭%按照现代研究
者的理理解"譬如周予同说)*所谓+经学,"⼀一般说来"
就是历代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僚僚对上述+经
典,著述的阐发和议论-!%这是在阶级⽃斗争的年年代
下的定义"不不但毫⽆无识⻅见"⽽而且逻辑上同义反复%⼜又
如较早⽇日本⼈人本⽥田成之说)*所谓经学"乃是在宗教!
哲学!政治学!道德学的基础上加以⽂文学的!艺术的
要素"以规定天下国家或者个⼈人的理理想或⽬目的的⼴广
义的⼈人⽣生教育学-"%这个定义貌似有学术含量量"但
是在现代学科中转了了⼀一⼤大圈"还是不不得要领%所以
现代的经学理理解"⽤用明确的下定义的⽅方式"其实是难
乎其难"我们⼀一直在摸这只⼤大象"但总是画不不出它清
晰的全貌来%

对经学资源处理理的现代⽅方式"更更多的是具体性
的!可操作的%要么从⽂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工夫
⼊入⼿手"接近于语⾔言学的研究(要么从古籍整理理和校释
⼯工作做起"接近于历史⽂文献学的活计(要么⾛走思想义
理理的诠解之路路"和哲学的兴趣稍许相像%这些路路向
与现代学科的领域分配庶⼏几相合"故能够容身于其
中"相安⽆无事"传统的资源在现代学术中以碎⽚片化的
⽅方式获得了了⼀一席之地%从⼤大的时代环境来讲"经学
被看作是*僵⼫尸-"经学资源被认定为*国故-"所以和
科学的理理念与⽅方法能够符合的那部分内容"存身的
空间就⼤大些"存在的合理理性也会充⾜足些"⽽而与时代观
念相抵触的内容"便便栖身艰难%另外"作为材料料化的
状态"经学的记忆是和晚清的学术脉络联系在⼀一起
的"乾嘉考据范式的强势在现代科学实证精神的加

冕与护持之下"在学术界得到了了⼀一定的延续%所以"
⼩小学⼯工夫便便成为*硬通货-"在现代学术中拥有⽐比较
⼤大的知识兑换权"甚⾄至被看作是经学存活的象征和
传统形态转换之后的代表%久⽽而久之"在⼀一般⼈人的
⼼心⽬目中"研究经学就是处理理古典的材料料"就是整理理国
故"经学的主要内容便便是以乾嘉考据为典范的⼩小学%
这种狭窄化的理理解完全是在现代⽂文化的背景下塑造

与引导出来的"是对经学形象的偏识和扭曲%我们
看清代学者⾃自⼰己所理理解的经学"并不不是如此的狭窄%
如焦循#%B9E$%&8#$谓)*经学者"以经⽂文为主"以百
家⼦子史!天⽂文术算!阴阳五⾏行行!六书七⾳音等为之辅"汇
⽽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训故"核其制度"明其道义"
得圣贤⽴立⾔言之指"以正⽴立身经世之法%以⼰己之性灵"
合诸古圣之性灵"并贯通于千百家%-#这是乾嘉时
代学界中坚⼈人物的看法"其经学视野⽐比我们想象的
要宽⼴广得多"绝不不是仅限于考据%稍后的陈澧#%&%#
$%&&8$说)*所谓经学者"贵乎⾃自始⾄至末读之!思之!
整理理之!贯串串之!发明之"不不得已⽽而后辩难之"万不不得
已⽽而后排击之%唯求有益于身"有⽤用于世"有功于古
⼈人"有裨于后⼈人"此之谓经学也%有益有⽤用者"不不可
不不知(其不不甚有益有⽤用者"姑置之(其不不可知者"阙
之%此之谓经学也%-$陈澧是当时汉宋兼采的⼈人
物"⼜又受到了了经世思潮的影响"故他对于经学的理理解
和看法"⽐比之乾嘉时期的学者⼜又有了了新的境界%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经学的涵盖⾯面和纵深度
可能要⽐比我们今天的理理解宽⼴广得多"其可以采掘!吸
收和运⽤用的资源"也要⽐比现代学科格局之中的情状
要好得多"这完全可以成为今天建构中国经典诠释
学的富矿%早在清代中叶"焦循著&辨学’篇"即对当
时的经学状况做了了全景式的描述)*今学经者众矣"
⽽而著书之派有五)⼀一⽈曰通核"⼆二⽈曰据守"三⽈曰校雠"四
⽈曰摭拾拾"五⽈曰丛缀%此五者"各以其所近⽽而为之%通
核者"主以全经"贯以百⽒氏"协其⽂文辞"揆以道理理"⼈人
之所蔽"独得其间"可以别是⾮非"化拘滞"相授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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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慊其衷!其弊也"⾃自师成⻅见"亡其所宗"故迟钝苦其
不不及"⾼高明苦其太过焉#据守者"信古 深"谓传注
之⾔言"坚确不不易易"不不求于⼼心"固守其说"⼀一字句句不不敢
议"绝浮游之空论"卫古学之遗传!其弊也"局蹐狭
隘"曲为之原"守古⼈人之⾔言"⽽而失古⼈人之⼼心#校雠者"
六经传注"各有师授"传写有讹"义蕴乃晦"鸠集众
本"互相纠核!其弊也"不不求其端"任情删易易"往往改
者之误"失其本真"宜主⼀一本"列列其殊⽂文"俾阅者参考
之也#摭拾拾者"其书已亡"间存他籍"采⽽而聚之"如断
圭碎璧"补苴成卷"虽不不获全"可以窥半!是学也"劬
⼒力力⾄至繁"取资甚便便"不不知鉴别"以赝为真"亦其弊矣#
丛缀者"博览⼴广稽"随有⼼心获"或考订⼀一字"或辨证⼀一
⾔言"略略所共知"得未曾有"溥博渊深"不不名⼀一物!其弊
也"不不顾全⽂文"信此屈彼"故集义所⽣生"⾮非由义袭"道
听途说"所宜戒也#五者兼之则相济#学者或具其
⼀一⽽而外其余"余患其⻅见之不不⼴广也"于是乎辨$!#这
⾥里里所说的五派"都是在做经学"所涉及到的内容是⼗十
分宽⼴广的"⽽而这还仅仅是清代经学的境况"如果将之
放⼤大到整个经学时代"则我们今天可以吸纳的资源
和可以借鉴的⽅方法"那将是⾮非常丰富的#

三!义理理之学的阐扬
除了了作为历史材料料和语⾔言宝库的经学之外"它

的思想义理理对于今天的社会和⼈人们的价值观念还有

没有意义%还起不不起作⽤用？如果是在⼏几⼗十年年前"对此
的回答可能⼤大半是否定的"因为现代⽂文化已经终结
了了传统的形态"四部之学为现代的学科知识所取代"
⼈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与经学所反映和展现的境况⼤大不不

相同了了"所以其义理理上的价值必然归于消亡#在现
代条件下"受到⻄西学刺刺激与影响的经学史研究"⼤大多
是致⼒力力于材料料的梳理理"且极度的边缘化!⽽而更更多与经
学的内容相关的碎⽚片式整理理⼯工作"则主要是在历史
和⽂文献学的领域内进⾏行行#这些现代式的研究基本上
与⼈人⽣生观%价值论⽆无涉"不不属于精神科学的范围"只
是纯粹的客观知识的探究⽽而已"这实际上便便与经学
的本质差了了很远#所谓&凡经学"要识义理理"⾮非徒训
诂考据⽽而已$""这是古⼈人的基本看法"经学若⽆无义
理理"则成驱壳⽿耳！即便便是讲&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不
必空执义理理以求之也$’王鸣盛("以及&诂训明则古
经明"⽽而我⼼心所同然之义理理及因之⽽而明$’钱⼤大昕(的

乾嘉学者"也从来不不否认义理理在经学之中的主脑意
义"只是在求道的路路径上与宋儒相异⽽而已#胡承珙’%BB9$%&E8(谓)&说经之法"义理理⾮非训诂则不不明"训
诂⾮非义理理则不不当"故义理理必求其是"⽽而训诂则宜求其
古#义理理之是者"⽆无古今"⼀一也"如其不不安"则虽古训
犹宜择焉#毎⻅见著述家所造不不⼀一"类有数端)或捃摭
细碎"⾮非闳意渺旨之所存!或务为新奇可喜之论"求
胜于前⼈人"⽽而不不必规于不不易易!或贵遐⽽而贱迩"择其
古者⽽而坚持之"徇过遂⾮非悍然不不顾#三者于义皆⽆无
当也#$#训诂虽然与义理理相资相助"但说到底还是
为义理理服务的"如果两者发⽣生⽭矛盾"仍当以义理理为
归"因为&义理理之是者"⽆无古今"⼀一也$"求理理%求道才
是经学的⼤大义所在#

这样的经学资源从今天的学术视野来看"可能
更更多的是保留留在宋明理理学当中"或者说我们想要发
展中国经典诠释学的义理理向度"就需要从理理学的学
术形态中去汲取营养#近代以来在⻄西学的冲击下"
儒学的现代转型⾛走上了了⼀一条哲学化的路路径"主要对
接的传统形态就是宋明理理学"⼈人们对于哲学的理理解
与理理学的形式是 为相像的"所谓&中国哲学$的成
⽴立"也就和理理学的传统形态结下了了不不解之缘#由此"
发挥思想义理理的儒者⼤大多都成为现代学科中的哲学

家"其学术取向与理理学的关系 为密切"⽽而他们的学
说也就⾃自然地被视为是&新宋学$或&新宋明理理学$#
我们以熊⼗十⼒力力为例例"他在*读经示要+%*原儒+等书
中"提出了了要回到经学"以经典的重新理理解和阐释作
为基础来转化儒学"期望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相
衔接#但这个经学"并不不是传统意义上的"不不是旧有
形态的照搬或者复述"既⾮非汉唐注疏"也⾮非清代考
据"⾯面貌上或与宋学稍有相像"但出⼊入释道%融合中
⻄西的⼤大量量思想素材"⼜又使之超出了了儒学的范畴"实际
上是重新塑造之后的⼀一个新形态#熊⼗十⼒力力认为这样
的经学就是儒家的&哲学$"他说)&余以为经学要归
穷理理%尽性%⾄至命"⽅方是哲学之极旨#可以代替宗教"
⽽而使⼈人⽣生得真实归宿#盖本之正知正解"⽽而不不杂迷
情#明乎⾃自本⾃自根"⽽而⾮非从外索#是学术"不不可说为
宗教#是哲学"⽽而迥超⻄西学#⾮非宗教"⽽而可代替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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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经学之特质如是"焉可持科学万能之⻅见"以屏斥
经学"谓其绝⽽而不不可续哉？#!他是以改造后的经学
等同于哲学"⼜又以哲学来代替宗教"这显然已⾮非经学
的固有之意"也不不是多数史学家所可以接受的那种
现代研究⽅方式的经学!这个经学置换了了哲学之名"
重在思想义理理"反倒不不包括⼀一般⼈人所理理解的考据之
业"⽽而是特指传统的义理理之学!

从熊⼗十⼒力力的例例⼦子可以看出"现代新儒家对于传
统儒学形态的改造"坚持了了义理理在中国⽂文化中的主
导地位"为中国经典诠释的思想向度提供了了⼀一种现
代的模式"与当代诠释学$特别是哲学解释学的思考
⽅方向有很多可以衔接的地⽅方!作为哲学的儒学是在
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过程中登场的"也是在中国社
会结构发⽣生了了巨⼤大改变之后所选取的新的表达形

式!伴随着现代性的成⻓长"它的内涵⽇日渐丰富化"既
会通融合了了古今的各种元素"也吸收消化了了中⻄西交
流中所激荡⽣生成的养分"成为儒学在新的时代得以
延续并有所发展的主要形式!在这种新的儒学形态
中"哲学扮演着⼗十分特殊的⻆角⾊色"近代以来中国⼈人所
讲的宇宙观$⼈人⽣生观及真理理与价值诸问题"皆寄寓其
中!%中国哲学#并不不是⼀一种单纯的知识"⽽而是学习
和评判如何做⼈人"这也许是⻄西哲东传之后在定位上
所发⽣生的 ⼤大改变!正是基于这样的理理由"儒学在
新的时代"当然选择了了哲学"在哲学学科的叙事和说
辩中"儒学的义理理和价值功能得到了了尽可能的发挥"
它的众多思想命题和丰富的历史资源被转化成了了现

代⼈人的精神世界之养料料!儒学选取哲学化的表达⽅方
式"除了了在现代学术系统中谋得⼀一个合法性的身份
之外"更更为重要的是"哲学的宽⼴广领域和其特有的伸
缩性"为儒学的容身空间和现代发挥提供了了便便利利的
条件"可以使得儒学的话语形式及其现代转换⼯工作"
在⼀一个有纵深度⽽而⼜又较为宽阔的平台上来进⾏行行!以
哲学⽅方式所展开的经典诠释活动"以及重在义理理发
挥的现代思想创造"虽然有着不不同的⽅方法和路路径"侧
重点也不不⼀一样"但均可汇聚于哲学的旗帜下"在哲学
学科范属和⽅方法论的意义上来进⾏行行义理理的探索!正
像姜⼴广辉在&中国经学思想史’的前⾔言中所说的(%我
们的⽬目标不不是把经学当作⼀一种古董知识来了了解"⽽而
是通过经典诠释来透视其时代的精神和灵魂)不不只
是对经学演变的历史轨迹做跟踪式的记叙"⽽而是对
经学演变的历史原因做出解释)不不只是流连那汗⽜牛

充栋的经注的书⾯面意义"⽽而是把它当作中国古代价
值理理想的思想脉动来理理解!#"从现代学术的格局来
看"中国经典诠释学的构建"绝对离不不开思想义理理的
维度"⽽而经典解释的过程就是当代的思想参与和渗
⼊入其中的过程"解释者在阅读和理理解经典的活动中"
同时把⾃自⼰己所处时代的精神要素和转化传统的意

向"或隐或显地融⼊入到了了各种线索与环节当中"从⽽而
形成了了新的形态!清代杭世骏*%9C9$%BB8+有⾔言(%诠释之学"较古昔作者为尤难!语必溯原"⼀一也)事
必数典"⼆二也)学必贯三才⽽而穷七略略"三也!,,诠
释之苦⼼心与作者之微旨"若胶之粘⽽而漆之灂也"若盐
之⼊入⽔水⽽而醍醐奶酪酪之相渗和也!##此⼀一⽔水乳交融的
情状和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会通"恰恰是经典与解
释的活动$传统与现代的转化进⼊入到了了⼀一种创造性
的形态"也为新的思想义理理的⽣生成搭建了了平台和提
供了了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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