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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儒家典籍中的“鬼神”为研究对象，借此对儒家思想的“理性主

义”特征进行讨论。儒家思想对鬼神的理解，继承了巫术时代鬼神能影响现

实之认识，又为其赋予了新的内涵。新的内涵以“形气论”为认识基础，一方

面将鬼神世界与人间世界视作同质且可以互相沟通，极力强调鬼神尤其是
“人鬼”与祭祀者之间固有的“父子”关系的重要性，形成了以“报本反始”为核

心意义，以“格神”“敬飨”为直接目的的祭祀之礼；另一方面，儒家强调，“格

神”的最关键条件是主祭者“事死如事生”的“诚敬之心”，而这一诚敬之心源

自于“孝”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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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当然，韦伯所关注的“宗教”，并不是儒家思想中有没有蕴含“宗教思想”，而是儒教伦理能
够“生成”的“精神”和“心态”。

２．韦伯对中国宗教的分析既有深刻的洞见，亦不乏曲解和误读。例如，韦伯认为儒教所极力
崇拜的礼仪与因袭的礼节，只停留在“姿态和面子”的领域，大部分是“象征性”的，只为培养家
长制传统支配结构中的“恭顺”心态和压制人的激情（韦伯，２００４：２２５－２２６，４９２；李猛，２０１０：

１７），这种认识至少是不符合儒家思想传统的内在逻辑的（更多的讨论可参见：李猛，２０１０；苏
国勋，２０１１）。当然，具体的细节问题，我们也不必苛责过甚。

一、引言

儒家思想究竟有没有宗教特征？
韦伯是直接将儒家思想目之以“儒教”的。１尽管韦伯对中国宗教

的观察有颇多可商榷之处，２但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儒家思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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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一般理论。韦伯为我们展现的“儒教”的性质，看起来似乎是矛盾
的：一方面，儒家思想具有高度的“理性主义”的特征。“儒教，就其欠缺
一切形而上学，几乎没有丝毫宗教根底的痕迹而言，是理性主义的，其
理性主义的高涨程度，可说是处于我们可能称之为一种‘宗教’伦理的
极端边缘的位置”（韦伯，２００４：４９２）。另一方面，儒教又可谓是“理性
化”程度最低的。韦伯有两个十分明确的、判断宗教“理性化”程度的标
准，即“宗教对巫术之斥逐的程度”（韦伯，２００４：３０９）以及“它将上帝与
世界的关系，以及根据这一关系建立的宗教本身与世界的伦理关系，系
统地统一起来的程度”（参见李猛，２０１０：１９）。韦伯所谓的宗教“理性
化”的实质在于宗教的价值理性化与传统或者说巫术式的世界图景之
间持久的紧张关系，从而持续性地反传统，也就是“祛魅”（李猛，２０１０：

１５；吕雨辰，２０１９：１９２－１９３）。例如清教伦理，尽管亦有其非理性的根
源（“超俗世上帝的绝对不可臆测的决定”），但在“超俗世的上帝与现世
……的关系上，却造成传统之绝对非神圣性的结果，以及要将既有的世
界从伦理与理性上加以驯服和支配的无尽任务”（韦伯，２００４：３２５）。从
这两个标准来看，儒教的“祛魅”并不成功，因为儒家伦理适应现世的倾
向，既没有产生过此世与另一个世界的紧张，也缺乏摆脱传统的真正力
量（李猛，２０１０：１８）。且从现世运作来看，巫术性的信仰之于“恭顺”和
限制权力是“有用”的，３也使得对鬼神的敬畏或对巫术的信仰，渗入儒
学伦理的隐秘之处（李猛，２０１０：８、１８；吕雨辰，２０１９：１９３）。

３．“鬼神并非没有评判道德的资格，相反的，在中国，正如在埃及一样，可以看到司法裁判上
的非理性是建立在这样的信仰上，即受冤屈者的哭号会引来鬼神的报复”（韦伯，２００４：２４３）。

以上只是对韦伯有关儒教之论述的极片面且最低限度的梳理。借
由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区分和澄清关于儒家思想性质的三个问题：

首先，“理性主义”并不等于“理性化”。韦伯所使用的“理性化”的
概念是十分狭义的：从其关心的问题———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亲和
性”———来看，理性化的资本主义仅出现在西方；从“理性化”即是以非
此世的新伦理祛巫魅、反传统反现世的机制来看，儒教以“敬畏鬼神为
取向”（韦伯，２００４：２４３）的思想内核，或者在现实中与“巫术”的共存甚
至依凭的关系（韦伯，２００４：２７３－２８１），都显示出以“理性化”的概念来
解释或分析中国的宗教（如果有的话）是不合适的。相反，称儒家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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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有“理性特征”的伦理，在韦伯的界定中就没有问题。当然，这与前
引韦伯所说的儒家思想“欠缺宗教根底”并无关系，只是因为“理性”本
身就是一个极其宽泛的概念，我们完全可以说儒家伦理对社会秩序或
社会行动的安排是一种“价值理性”———相形于清教伦理“激情”地反抗
传统，进而理性地“支配”世界，儒教则借由礼制抑制“激情”，从而理性
地“适应”世界。

其次，在韦伯看来，儒教的“祛魅”是不彻底的，例如儒教作为正统对
（更多是源于道教的）民间宗教或巫术的容忍或“低限度的共存”。这是
现实层面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乃至今日都普遍存在的、“泛灵
论”式的、散乱而不成体系的对民间神祇的信仰或宗教实践。在韦伯
（２００４：２４８）看来，这些民间神祇是被儒教所编纂的古典经籍所驱除的，换
句话说，韦伯认为儒家思想中并没有这些泛灵信仰的位置。

最后，韦伯认为，儒教与巫术之间具有“隐秘”的联系，即通过“巫术
损害”的畏惧或焦虑来强化传统秩序，使传统具有“神圣性”。这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儒家伦理获得“神圣性”的机制，而这一机制与对巫
术或对鬼神的畏惧有关。４

４．这并不等同于“没有祛魅”。“祛魅”就是祛除巫术并反“传统”（吕雨辰，２０１９：１９２），这也是
一个与“理性化”相联系的极其狭义的概念。

倘若我们考察儒家典籍的话，就会发现韦伯的后两点认识都是有
问题的：首先，儒家经典并没有驱除神祇（尽管经典中的神祇并没有民
间神祇那么“泛滥”），这意味着韦伯所认为的“巫术”及其影响，或者说，

对巫术或鬼神的畏惧，原本就是儒学精英在其伦理体系中承认的，这并
不“隐秘”；其次，对神灵降祸的畏惧，也不能被看作是“理性”的儒家伦
理获得“神圣性”的根本原因。换言之，对于巫术的或鬼神的这些“非此
世”的事物，在儒教的“理性主义”中并不是如韦伯所言是“缺失”的，恰
恰相反，巫术或者鬼神本就是儒教理性主义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儒教
伦理非但不缺乏此世与另一个世界的“关联”，且有一套完整而自洽的
观念体系能够使儒教伦理建立起这种“关联”。这是韦伯分析儒教之
“理性主义”时没有看到的。

综上，对韦伯之儒教分析的反思讨论就构成了本文的问题意识。

具体来说，本文拟通过对儒家典籍中相关文本的梳理，一方面意图对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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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上否定和排除“巫术”或“鬼神”在儒家伦理观念中之固有地位的观
点进行讨论，另一方面希冀能够对在“鬼神存在论”背景下却不依赖“神
罚”的儒家伦理之“神圣性”的获得机制进行探索。

二、文献综述：儒家思想的人文性与宗教性

５．《说文》：“礼（禮），从示、从丰（豐）”，卜辞中有“癸未卜贞陴丰”，“丰（豐）”字“象二玉在器之
形”，古时行礼以玉，故《说文》云：“丰，行礼之器也”。由此，王国维（２０１５ａ：７５）推断，“盛玉以
奉神人之器……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禮）”。

６．《尚书》中“礼”字五见。《金縢》：“我国家礼亦宜之”，一般解释为以王礼葬周公，葬与祭本就
有连带的关系；《洛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惇宗将礼，称秩元祀，咸秩无文”，“未定于宗
礼”；《君奭》：“殷礼陟配天”。这四个“礼”字都是祭祀之礼的意思（徐复观，２０１４：３７－３８）。

７．对“绝地天通”的记载见于《尚书》《国语·楚语下》。各家注疏考证“绝地天通”发生的时间
微有不同，《国语》作者及郑玄认为是颛顼，孔安国认为是尧，朱子以为是舜。《楚语》对“绝地
天通”的过程有详细的描述。

　　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指出，儒家思想最初的渊源本就与原始社会
的宗教或巫术有关，如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记载孔子之言说：“吾与史巫
殊途而同归”（转自洪修平，２０１４：４１）；《说文解字》释“巫”云：“能事无
形，以舞降神者也”。巫以舞降神，表明其有通过完成一定的仪式来沟
通神灵的能力，而作为接神仪式的舞，逐渐发展成一套繁复的仪文，便
是最初的礼（李泽厚，２０１５：１０）。殷周时期的礼制，正是源自原始时代
的巫术礼仪。王国维（２０１５ａ）对殷墟卜辞的研究，也印证了礼原本就是
用于“事神”的。５在《尚书》周初的文献中，凡言“礼”，都是指沟通鬼神
的、祭祀的或丧葬的仪节（徐复观，２０１４：３７－３８）。６到周代以后，礼才
扩及人世间，成为规定人事行为的一套规范（李泽厚，２０１５）。殷周之际
的变革，即从殷代的“巫风盛行”到周初的“人文勃兴”，也成为儒家思想
得以产生的最大渊薮，这已经是学界的通识（傅斯年，２０１２；徐复观，

２０１４；洪修平，２０１４；王国维，２０１５ｂ；李泽厚，２０１５；陈来，２０１７）。随着历
史的演进，儒学逐渐成为古代社会思想的显学。然则从原始社会的巫
术时代到周初人文与理性的勃兴，乃至于儒家思想的形成，并逐步成为
古代社会的思想“大传统”，在思想的内在逻辑上，儒学究竟有没有逐渐
驱逐“巫术”的成分，学界尚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

或许我们通过梳理已经得到充分研究的“天”的概念，可以将这个
问题说得更清楚。学界一般认为，发生甚早的“绝地天通”７是古代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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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演进所经历的第一个重要事件。《尚书·周书·吕刑》记载：“（帝）乃
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孔颖达，２０１５：７７５），大体意思是说帝命
令手下的官员重和黎，断绝天神与地上的民众之间的交通往来，天神不
能“降”地，地民不能“格”神，不能知鬼神之情状（“罔有降格”）。特别值
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天”，不仅包括了至高的天，也包括“鬼神”，对于地
上的民来说，这二者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对此下文还会讨论。

张光直、李零、余英时、陈来等学者都认为，“绝地天通”的实质是当
时的统治者进行的宗教改革，改革的目的和结果在于否定民间自通天
神，使沟通神灵的权力由官家独占（张光直，１９９０：１３９－１４０；李零，

２０１５：８－１５；余英时，２０１４：６７－７１；陈来，２０１７：１８－２５）。这也就意味
着，“绝地天通”非但没有否认“天”或“鬼神”，反而极肯定其崇高的地位
与能力，以至于统治阶层需要将其垄断。

不过，对于“绝地天通”之后思想演进的走向，学界意见并不一致。
例如张光直（１９９０：１３９－１４０）就认为，统治者通过垄断沟通神灵的权力
来分配劳动力与自然资源，也正因此，社会财富的创造与集中始终没有
依靠生产技术与贸易革新（进而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手段，而主要
仰赖于通过“政治程序”对生产劳动力（人与人的关系）的控制。因此，
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本质性的变化。由此，对天和鬼神的信仰也持续
存在于古代文明演进的过程中。８

８．张光直（１９９０：１３４－１４１）认为，古代中国的文明发展史始终受到巫术性质的“萨满式的宇
宙观”的支配与型塑。在萨满宇宙中，从天到地、从人类到禽兽、从文化到自然，都是一体而互
相联系的。李零（２０１５：９）将之概括为“民神杂糅”式的宇宙本体论。

陈来的观点与张光直不同。陈来（２０１７：１８－２５，４４）认为，“绝地天
通”的意义，一方面在于官家独占沟通天和天神的权力，另一方面也使
大部分“巫”职官化，被禁止与神灵交流，成为掌握着卜筮之术、天文历
法等“专门学问”的技术官僚。这些专门技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经历
了“经验化”的过程，例如卜筮。卜筮原本是表达神示的手段，倘有天降
的灾祸或人群的行动等，常需要巫进行卜筮，卜筮的结果就是神灵预示
吉凶的征兆。商周时期，作为卜筮之书的《易》逐渐形成完备，将种种卜
筮的结果（“卦象”）进行类型化与形式化，使卜筮的结果只依靠已经经
验化的《易》的文本便可以得到解释，不复需要与神灵进行沟通（陈来，

２０１７：７９－８５）。这种“经验化”，相应地也造成“巫”这一群体的更迭，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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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厚（２０１５：１８）称之为“由巫而史”，将“史”视作“巫”之后新的职官团
体。换言之，“巫”的职业化的过程，表征出古代思想演进的大方向是逐
渐祛除巫魅与神灵的。

出于分析方便的考虑，我们不妨将张光直的观点看作是“有神”的
认识论，将陈来的看法当作是“无神”的认识论。这两种认识论的分野
同样体现在学界对殷周之际的“天”的理解上。

从古文献来看，周人相较于殷人，对“天”的态度发生了显著的变
化。殷代文字中很少用“天”，一般用“帝”，不过二者的含义几乎没有区
别（晁福林，１９９０）。殷代的“帝”（或“天”）是有意志的至高的主宰，殷王
的威权在时人信仰中源于天命，《尚书·商书·西伯戡黎》篇曾记载文
王进攻商的领地，商臣祖尹感到惧怕，对商王纣说国家将亡，纣却大不
以为然，云：“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孔颖达，２０１５：３８４）大体意思即是
说，民欲亡我，但我的王权并不由民意决定，而是由天所决定的，天不欲
亡我，乱臣反民便无碍政权。周人对天的态度却大不相同，《尚书·召
诰》云：“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孔颖达，２０１５：５８６），是极言夏代与
商代之王因不“敬德”而失“天命”，进而丢掉王权。周人“敬德”，强调现
世的努力与人事，这正是周代人文与理性勃兴的最重要的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对“天”的态度的改变不能直接等同于“天”本身的
含义也有改变。诚然，周代的“敬德”被看作是人的主体性极大提升的
标志，即人不需要以谄媚的心态，全身心地投入宗教事务以求得天的欢
心，在时人的信仰中，重德性、重人事、重此世的秩序就可以得到“天命”
的青睐，但反过来说，重人事或者敬德，也仍然是为了“天命”能够降于
其身。“以德配天”的人文转向，也并不意味着天的神圣性或权威性的
退隐（洪修平，２０１４：３９）。

“天”的这种主宰一切的地位，在孔子及其后的儒家思想传统中一
直是被承认的。那么，“天”本身的含义是否也发生了改变？这就涉及
前述“有神”和“无神”两种认识论的分别，就本文来说，也就牵涉到了儒
家伦理之“超越性”的问题以及相关的伦理之神圣性的获得问题。

如前文所引，韦伯指出清教伦理的终极源泉是人格化而又超世俗
的上帝，此世的罪恶与救赎的实践都是来自于上帝的召唤。正是由于
上帝代表了清教伦理，故清教伦理具有不容置疑的神圣力量。但归根
结底，这种力量是外在于一切此世中的个人的。这就是余英时（１９９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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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所说的“外在超越”的意思。对儒家来说，“天”诚然是一切终极价
值的源泉，但这个“天”究竟是唯实论式的、“有神”的、有喜怒哀乐、能够
降福降祸的“人格天”（余英时，２０１４：１４３），还是唯名论式的、“无神”的、

只是体现为一般规律或绝对道德秩序的“形上天”（劳思光，２０１５：６２－
６４），这实际从根本上决定了儒家伦理的“超越”形态。倘如前者，则儒
家伦理的超越性像清教伦理一样，也是“外在超越”的，因为尽管儒家伦
理没有与此世的紧张，但儒家伦理是被天或鬼神承认的，不遵从儒家伦
理，便意味着巫术式的惩罚；而如果是后者，则意味着伦理神圣性的建
立在逻辑上与“神罚”是没有关系的。９

９．这里所说的没有逻辑关系，是指“无神”的“形上天”下有一种关于伦理之神圣性的、自洽的
认识体系，这一认识体系中没有巫术或神灵的位置，而另有一种神圣性的根源。

１０．傅斯年（２０１２：１２４）说：“以为既信人力即不信天力者，逻辑上本无此必要，……周初人能
认识人定胜天之道理，是其思想敏锐处，是由于世间知识饱满之故，若以为因此必遽然丧其畏
天敬天之心，必遽然以为帝天并无作用，则非特无此必然性，且无此可然性。盖古代人自信每
等于信天，信天每即是自信，一面知识发达，一面存心虔敬……。”

余英时（２０１４：１４３）认为，前种看法太人格化而嫌过强，后者则过于
非人格化而嫌太弱，真相“也许在二者之间”。这个观点看起来似乎比
较暧昧，但并不是强行调和。余英时（１９９２：７－８）在另一篇文章中认
为，孔子及其后的思想家并没有切断人间价值的超越性源头，也就是
“天”；儒家的伦理和精神，也绝不仅仅是一种一切始于人、终于人的世
俗精神。不过他认为，古代思想的特点就在于既肯定“天”是超越的源
头，又不去对这个源头穷追到底。人事的重点只在于“为仁由己”，己能
尽心知性，则能知天，“天”是不能靠语言讲明白的，而是靠尽心为仁，用
心去体验的。因此，儒学伦理是一种“内在超越”式的伦理，其超越的实
践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事（余英时，１９９２：７，９－１０）。傅斯年的看法又与
余英时不同。傅斯年（２０１２：１２４）认为，儒家思想重德的理性与虔敬信
仰“天”的行为，是以时人对“知识”与“信仰”两分的形式并存的，１０亦即
是说，种种人事的德性与崇拜或畏惧“天”的“信仰”之间并没有逻辑的
关联。

相形而言，承认“天”的实在性（包括余英时和傅斯年），是比较公允
的。周较于殷，乃至于孔子时代，物质生产力尚无长足进步，我们很难
想象，殷周之际的知识精英关于“天”的认识却能发生从“人格天”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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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的遽然变化。而从超越性的角度来看，不论是“无神”的道德秩序
的还是“二者之间”的，或者作为“信仰”的“天”，都可以看作是“内在超
越”的。唯一的区别在于，余英时所说的需要个人践行的道德伦理仍然
有其神圣性的来源，只是这个源头没有被继续追究而已。我们不知道
“天”为什么能够代表绝对的道德秩序，也不知道“天”的威权何以产生，
只是既然有这么一套秩序，那么只需要努力去尽人事就可以了———在
只有一个不加反思的、不需要依靠其威权与惩罚的“天”之下，仅凭伦理
本身的“魅力”或人的“自觉”，就能够保证每个人去践行道德，是没有说
服力的，更遑论“信仰”之天或“无神”的天。换言之，从整体的观点来
看，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儒家思想强调“为仁由己”的个人道德实践，而不
必寻求与“天”进行交易，确实体现出了“内在超越”的特征，但是，这几
种“内在超越”式的理解仍然不能回答伦理本身如何获得神圣性的问
题。

实际上，不论是“无神”的“形上天”还是“有神”的“人格天”，或者余
英时所说的“二者之间”的“天”，这三种对“天”的理解方式都没有办法
弥合的是，前文我们讲“绝地天通”时曾提到，“绝地天通”的“天”并不是
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既包括了至高无上的“天”，也包括了“鬼神”，绝
地天通不止是不再与“天”交通，也不再与鬼神交流。又如《左传·庄公
三十二年》：“国之将兴，神明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
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转引自王博，２０１４：１７），这里的“神”就
是“鬼神”的意思，而似乎与“天”起着同样的作用。鬼神是作为天的关
系者而存在的，对天的理解自然也会影响到对鬼神的理解（王博，２０１４：

１７），反过来也是如此，理解了鬼神，也会帮助我们理解“天”的含义，进
而理解“超越性”或伦理神圣性的问题。因此，对儒家思想中的“鬼神”
进行讨论就是本文接下来的主要内容。

检索孔子关于“鬼神”的几条比较耳熟能详的言说，就会发现，孔子
在其思想学说中非但没有任何摒弃“鬼神”的意思，反而将“鬼神”安置
到了极为崇高的地位：

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
《集注》：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是不能

敬。能敬能远，可谓知矣。（朱熹，１９８３：９０）
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

·６６·

社会·２０２０·３



《集注》：鬼神造化之迹，虽非不正（怪、力、乱皆不正），然
非穷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轻以语人也。（朱熹，１９８３：９８）

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
《集注》：然非诚敬足以事人，则必不能事鬼神。（朱熹，

１９８３：１２５）
从朱子的注解来看，孔子不轻易言鬼神，只是因为鬼神不到“穷理

之至”则不能言，不言事鬼神，只是因为要事鬼神得先有足够的“诚敬”
之心，而敬事鬼神的前提在于“信鬼神”。作为佐证，儒家礼制系统中最
重要的部分，也正是对鬼神的祭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完全可以大
方地承认，儒家思想并没有彻底祛除所谓的“巫术”的因素，正如清教伦
理有其非理性的“超俗世上帝”一样。只是，超俗世上帝的“不可臆测的
决定”是清教伦理“理性化”的根源，而下文以“鬼神”为中心的文献梳理
却会表明，儒家思想对“鬼神”的认识已经超出了能够降福降祸的简单
的“巫术”性认识，而有一套丰富完整的认识论。这套认识论与儒家伦
理神圣性的建立确实是有关的。也即是说，孔子将天或者鬼神看作是
超越性的源泉，而这个“鬼神”既不是余英时所认为的将之悬置并“存而
不论”的，也不是韦伯或张光直所认为的依靠其对现世的影响力，建立
起一套“外在超越”的践行伦理的路径。

我们不妨援引《礼记》中的两段材料，对这个问题进行简单的解释：
祭有祈焉。注：祈犹求也。谓祈福祥，求永贞也。（《礼记·

郊特牲》）
祭祀不祈。注：祈，求也。祭祀不为求福也。（《礼记·礼器》）

“祈”即向神灵祈祷求福。两条经文的记述看似截然相反：《郊特
牲》言“祭祀有祈”，是说王举行郊祭大礼，为民祈福；《礼器》篇说的是王
者子孙祭祀宗庙，作为祭祀主体的“王”祭祀先祖时，如郑玄所注，“不为
求福”。历代注疏家将之解释为“王”与“巫”的“分工”有异。而孔疏引
郑玄《发墨守》云：“孝子祭祀，虽不求其为，而祝尸嘏主人曰：‘皇尸命工
祝，承致多福无疆于女孝孙，来女孝孙，使女受禄于天，宜稼于田，眉寿
万年，勿替引之’，此亦有祈福之义也。”（孔颖达，１９９９ａ：７３８）这表明在
王的宗庙之祭中，其实也有向神灵求福的行为，且这一职责是由辅助祭
祀的“巫”来担任的。《郊特牲》中的求福亦如是，不是王亲自来求福。
显然，祭祀行为的发生是以被祭祀对象之“实在”为前提的，而从王与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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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的角度来看，辅助祭祀的“巫”本身是指向鬼神影响现实的能力
的。但是，作为主祭者的、“不祈”的“王”究竟在做什么，我们并不清楚。
不过，《礼记·祭统》中对主祭者的“职责”，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贤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谓福也。
注：世所谓福者，谓受鬼神之佑助也。
疏：若水旱灾荒，祷祭百神，则有求也。故大祝有六祈之

义，大司徒有荒政索鬼神之礼。（孔颖达，１９９９ａ：１３４６）
疏中的“大祝六祈”“大司徒索鬼神”，便是巫向鬼神寻求佑助的礼

节；但作为“贤者”的王，所受的“鬼神之福”，并不是求鬼神降下福佑的
意思。张子言：“大抵无待于外”“若必待外以为乐，则常是不福”（张载，

２０１５：３８０），朱子学生辅广的解读可谓最好注脚：“世所谓福，则不可必
也……不求其如此，然后能尽祭之义，一有所求，义不尽矣”（《礼记集
说》卷一百十四）。神灵能有福佑固然是好事，却是难以捉摸，无法预言
的。正是因为这种福佑“不可必”的原因，作为主祭者的王与助祭的巫
所不同的关键处，恰恰在于祭祀时“不祈（福）”。如辅广所说，王能“不
祈”而尽“祭祀之义”，便能受“可必之福”；反过来，但凡“一有所求”，则
“祭祀之义”便不能尽，“可必之福”亦不能必。综上，我们需要解答的
是，面对神灵时，“不祈”的王在祭祀中的职责究竟何在，而“不祈”又是
如何尽到“祭祀之义”的？尽“祭祀之义”，是否就能解释“可必之福”？
本文希望通过回答这个问题，进而讨论儒家思想学说如何看待“鬼神”
之影响现实的能力，并讨论儒家伦理“神圣性”建立的机制。

三、关于“鬼神”的知识性认识与儒家祀典

（一）“形气论”与鬼神之情状
考察儒家典籍，我们可以发现，儒家思想对“鬼神”存在的形态有着

令人讶异的知识体系。《礼记·祭义》曾记载宰我向孔子问“鬼神”之
事，孔子所论甚详，此处只取一小部分言之：

宰我曰：“吾闻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谓。”子曰：“气也者，神
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注：气，谓嘘吸出入者也。耳目
之聪明为魄。）

“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
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凄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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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也。”（注：焄，谓香臭也。蒿，气蒸出貌。上言“众生”，此言
“百物”，明其与人同也，不如人贵尔。）（《礼记·祭义》）
又《左传》云：

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左传·昭公七年》）
郑注“众生”“百物”，意谓儒家的“鬼神”体系———包括“天神”“地

祇”和“人鬼”（见下文）———与世间所存在的种种事物在本质构成上都
是一样的，都由无形的“魂”（“气”）和有形的“魄”共同构成。《左传》孔疏云：

人之生也，始变化为形，形之灵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
矣，魄内自有阳气。气之神者，名之曰魂也。魂魄，神灵之名，
本从形气而有。形气既殊，魂魄亦异。附形之灵为魄，附气之
神为魂也。（孔颖达，１９９９ｂ：１２４８）
孔疏虽然是在讲人，但此处解释的仍然是“鬼神”的一般情况。魂

气与魄同等重要，魂与魄聚合在一起才能“成物”，物之死也就是这种无
形的魂气与有形的魄相分离。但人与物毕竟不同，《祭法》疏云：“万物
无知，其死曰折；人为有识，故死曰鬼”（孔颖达，１９９９ａ：１２９９），是以人贵
于“百物”者，在人“有识”；人之“有识”，又在人有耳鼻口目。《祭义》疏云：

“气谓嘘吸出入”者，谓气在口，嘘吸出入，此气之体无性
识也，但性识依此气而生。有气则有识，无气则无识，则识从
气，生性则神出入也。故人之精灵而谓之神。云“耳目之聪明
为魄”者，魄，体也，若无耳目形体，不得为聪明。 （孔颖达，

１９９９ａ：１３２５）
尽管人与百物皆由“魂气”与“形魄”构成，但人有口鼻耳目，故能有

性识聪明。清儒戴震（２０１２：５）说：“盖耳之能听，目之能视，鼻之能臭，
口之知味，魄之为也，所谓灵也”，“心之精爽，有思辄通，魂之为也，所谓
神也”，因此，人与百物其死则形魄皆逐渐腐朽终归于土，然物之气发扬
于上，为“焄蒿”“凄怆”，人之气却发扬为“昭明”。“焄蒿”“凄怆”大抵如
钱穆（２０１１：７５）所说，“焄蒿有一种温暖义，如人接春夏百物之气，即感
其如是。悽怆有一种愀凉义，如人接秋冬百物之气，即感其如是”，类似
于生人体感上温暖或寒冷的感受，同时，物之生命也在形气分离时完结
（“折落颠坠，断而不可续”）。“昭明”者，清儒孙希旦（２０１０：１２２０）解释
为“光景之著见”，人死后虽然形气两分，然因这种气上“附”着人生前的
“性情”与“灵识”，又可与生人的情识相感触、相通接，因此，人的“魂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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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不能泯灭。《论语》云：“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意思是子孙只能祭
祀其祖先，祭祀别人的祖先就是谄媚，一定程度上也是基于这种“形气
论”的认识。朱子说：

１１．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儒学家对所谓的“绝地天通”的理解，其实并不全是官民之间对
祭祀权的争夺，因为祭礼是全体社会成员都需要举行的，只是各自的祭祀对象不一样（见下
文）。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祖先神”，每个人都需要祭祀其祖先，而每个人的祖先是不一样的，
官家独占祭祀权的理解方式，不能解释庶人平民祭祀其祖先的行为。我们不能说庶人的祖先
就不是“鬼神”了。《尚书》是最早记载“绝地天通”的文本，历代注疏家也从未做出过统治阶级
垄断祭祀权力的解释。例如孔颖达（２０１５：７７５）的疏文所强调的其实是“定上下之分，使民神
不杂，则祭享有度”，在孔颖达看来，“祭享有度”才是“绝地天通”的意义所在，这其实就是所谓
的“绝淫祀”，就是“不祭非鬼”，即强调每个人都有其特定的祭祀对象，不能祭祀不合礼制的或
不应该祭祀的鬼神。

祖考之精神魂魄虽已散，而子孙之精神魂魄自有些小相
属。故祭祀之礼，尽其诚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黎靖德，

１９８８：４６）
又如王夫之（２０１１ｂ：１１０３）云：

人之没也，形阴于土，气散于空，而神志之返于漠者，寓于
两闲之气以不丧其理，故从其情志所专一者，而以情志通之，
则理同而类应。盖惟孝子慈孙本自祖考而来，则感召以其所
本合之气而自通，此皆理气之固然。
正因这种基于形气论的“神能来格”之理，才有了祭祀之礼。董仲

舒云：“祭者，察也，以善逮鬼神之谓也。善乃逮不可闻见者，故谓之察。
……察也，祭然后能见不见”（董仲舒，１９７５：５６１），是说行祭礼的“结
果”，在于见到“不（可）见”的鬼神。王夫之（２０１１ａ：１５９）《中庸训义》云：
“夫祭以尽崇先之志，则非苟举其典，而可侈尊亲之盛也，将必有毕竭其
孝养之忱于神者，以冀冥漠之来格”，就此而言，凡是祭祀鬼神，其直接
目的都是为求得被祭祀的鬼神能够“来格”。１１《中庸》极言“格神”之盛
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在其上，在其左右，都是实实在在，
表示鬼神是来与生人相接的。

但我们并不能用这种基于“形气论”的“神能来格”之理直接解释前
述“祭祀不祈”的行为，因为“祭祀不祈”并不意味着“神能来格”，既然
“不祈”，必定有其他祭祀中的行动；同样，“格神之理”也不能直接解释
前文《祭义》所说的“君子之祭，必受其福”。换句话说，将“必受其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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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为君子“能与神接”，与向鬼神祈求“降下福佑”一样，都是不恰当的。
实际上，这两种理解在本质上并无不同，祭祀之人既“能与神接”，自然
可以 “顺便”向神央求种种福佑———毕竟自己是鬼神的子孙———而这
恰恰又把“格神”看作了“可必”的。

１２．《中庸》：“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鬼神是无形的“气”，与有“形”的生人的区别显而易见。王夫之《中
庸训义》说，“鬼神”之情状在于“不可见”与“不可闻”：

人所可见者，形也，而就形以视之，而不得。夫形有大小，

各有其量，而无形者无量之可测焉。人所可闻者，声也，而循
声以听之，而不得。夫声有喧寂，各因其时，而无声者无时之
可揣焉。此天下之至隐者乎！乃其不可见、不可闻者，固非无
也。……若夫“神”者，其为诎为信，为消为息，取给于至足之
中，固可随机而动，其格也不可揣度也。（王夫之，２０１１ａ：１４７）
《中庸》说神之形状“不可度思”，正是对船山之论的最好概括。换

句话说，“神”与“人”有“无形”与“有形”的区隔，“神”能“来格”，于生人
可求之，却仍然是“不可必”的。故《中庸》“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右”，又有一个“如”字。这个“如”字与《论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之
“如”同义，并不是说“形气论”的“神能来格”之理是虚妄之言，而是像朱
子所说，是一种“主宾”的（或“视角”的）转换：

《祭统》所说“如有见闻”，《论语》所说“祭神如在”，皆是主
于祭者言。此章（《中庸》）言“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
祀”，１２是主于鬼神而言。自有宾主。（朱熹，２００２：２９５９－２９６０）

就“神”或“魂气”而言，因其附着生人的种种“情与识”，其本身并不
能泯灭，而有与生人感通之“理”；但就生人而言，因无形无声，“神”或
“魂气”的“往来之节”并不能被生人所把握。“如在”者，是以“鬼神”之
“存在”为前提的。朱子专门强调：“又来喻言‘如其神之在焉，非真有在
者也’，此言尤害理。若如此说，则是伪而已矣，又岂所谓诚之不可掩
乎！”（朱熹，２００２：２９６０）。儒家思想最重视“诚心诚意”，倘使没有鬼神，

那么整个祭礼系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从最开始就是“伪”的、假的。
这种基于“形气论”的对鬼神的认识，是儒家伦理体系容纳“鬼神”

的前提，而“鬼神”体系的“成员”又是极其丰富而井然有序的。这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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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对不同的鬼神有不同的祭祀礼仪，每一位社会成员有资格祭祀
的鬼神也不一样，由此形成了相当宏博的祭祀体系。

（二）礼制体系中的“鬼神”与“人鬼”祭祀的三种逻辑
儒家祭祀制度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鲧（禹之父）的例子。考察典籍，

我们可以发现鲧同时享有三种祭祀，这三种祭祀的缘由却又全然不同。
第一种见于《左传》，记载的是对为“厉”的鲧的祭祀：

郑子产聘于晋。晋侯疾，韩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寝
疾，于今三月矣，并走群望，有加而无瘳。今梦黄熊入于寝门，
其何厉鬼也？”对曰：“以君之明，子为大政，其何厉之有？昔尧
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
之。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韩子祀夏郊，晋侯有间。
（《左传·昭公七年》）
郑大夫子产前往晋国聘问，适逢晋侯（平公）寝疾，三月不愈。晋大

夫韩宣子于子产云：平公有疾，遍祷上下神祇，疾病反而日渐加重（“并
走群望，有加而无瘳”）。平公寝时梦见有黄熊入室，请问是何厉鬼作
祟？子产对答曰鲧。韩宣子祀之，平公病渐愈（“有间”）。“厉”就是厉
鬼，对其详细的表述见于《礼记·祭法》：

王为群姓立七祀……（五）曰泰厉；……诸侯为国立五祀
……（五）曰公厉；

注：此非大神，所祈报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间，……《春
秋传》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

疏：“泰厉”，谓古帝王无后者。此鬼无所依归，好为民做
祸，故祀之也。……“公厉”，古诸侯无后者。诸侯称公，故其
鬼曰公厉。……（注）引《春秋传》昭七年子产辞，证……有子
不为厉也。（孔颖达，１９９９ａ：１３０５－１３０７）
从《祭法》这条经文来看，鲧也就是“公厉”（“古诸侯无后者”）。郑

玄引《春秋》“鬼有所归，乃不为厉”，意思就是说凡为“厉”者，皆因无后
代为之设祀，但凡有祀，则不为“厉”。“鲧”并非无子，仍旧为“厉”，是由
于到了春秋时期，对他的祭祀已经断绝的缘故（“其或者未之祀也乎”）。
祭祀断绝的后果，如孔疏所说，便可能对现世作祟（“好为民做祸”）。值
得注意的是，经文指出“厉”好做祸，并不是对“鬼神”做出某种类型学的
划分，因为“厉”与“非厉”是相对的，鬼神是否做祸（或是否为“厉”）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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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只在于生人能不能对其尽到祭祀之礼，至于鬼神本身，并不以“厉”和
“非厉”为根本的分类原则。

第二种。前文《祭法》中所说的“厉”，是就没有后人对其祭祀的一
般情况来说的。古帝王诸侯无后者数不胜数，都可以被称为“厉”，郑玄
作注，将“厉”划归为礼制体系中诸多“小神”中的一种。与“小神”相对
的还有“大神”，鲧与众多“厉”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同时又是一位“大
神”。《礼记·祭法》又云：

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
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是故厉
山氏之有天下也，……帝喾能序星辰以着众；尧能赏均刑法以
义终；舜勤众事而野死。鲧鄣洪水而殛死，……文王以文治，
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灾。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夫日月星
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
在祀典。

注：此所谓大神也。……族犹类也，祀典谓祭祀也。
疏：此经总明其功有益于民，得在祀典之事。……以死勤

事，舜及鲧、冥是也。……自厉山氏以下，所得祀者，皆有功烈
于民也。……非此族谓非厉山氏以下，及日月丘陵等无益于民
者，悉不得预于祀之典也。（孔颖达，１９９９ａ：１３０７－１３０９）
在此语境下，鲧是作为“有功益于民”的“大神”而享祀的。
《祭法》这一小节也为我们指出了儒家礼制体系中“鬼神”的一般性

分类大体有三：一是“天神”，如“日月星辰”；二是“地祇”，如“山林川谷
丘陵”；三是“人鬼”，即人死后所变的鬼神，此处历数自厉山氏以下的上
古帝王诸侯，如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等，皆属人鬼。“鬼神”一词又
是三类的统称，如《礼记·祭义》孔疏云：“对而言之，天曰神，地曰祇，人
曰鬼；散而言之，通曰鬼神”（孔颖达，１９９９ａ：１３２６）。当前绝大部分思想
史研究都继承了这种对鬼神的分类方式（陈梦家，２００４；晁福林１９９０；
陈来，２０１７）。《祭法》的这段经文对“人鬼”的列举是穷举式的，尽管这
些人鬼有其作为“祖先神”的身份，但与我们惯常所认为的祖先神，也就
是父、祖、曾祖、高祖这些“人鬼”，并不完全相同，最多只能算是“人鬼”
中的特例。

这些特别的“人鬼”在此与“天神”“地祇”并称，统被郑玄视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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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由于这些人鬼生前的事业和贡献具有“公共性”或“普遍性”的特
征。宋儒卫湜引陆佃说：“言稷、言喾、言尧、言鲧、言禹、言黄帝、言颛
顼、言契、言冥、言汤、言文王、言武王，以著四代禘、郊、祖、宗，非专为私
恩也”（《礼记集说》卷一百九）。所谓“私恩”，是指人鬼作为祖先，对其
子孙后代及其家族的贡献，陆氏专门强调“非专为私恩”，就是说这些人
鬼的贡献是不限于其家族的，这也是“有功烈于民”的意思，正如日月星
辰等“天神”为“民所瞻仰”，山林川谷等“地祇”是“民所取材用”一样。
具体到鲧的事迹，其治水虽然不成功，但终究是“以死勤事”，为大众立
了一个“勤”的榜样与典范。宋儒吕大临（２０１５：７８）说：“禘郊祖宗，虽皆
祀其先，然必推其先世有功德者，非此不在祀典”，强调因“有功烈于民”
而享祀，标准十分严苛。《祭法》历数厉山氏以下因其“功”而享祀的人
鬼不过十余位，也就是说，这十余位以外的“人鬼”便不能出于“有功烈
于民”的原因而享祀了。

既有被祭祀之人鬼，则必有主祭的生人。若将主祭者同样纳入考
量的范围，我们更可以看到这些“有功”之人鬼的特殊之处。《论语·为
政》孔子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郑玄注说：“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
祭之者，是谄求福。”（刘宝楠，２００９：７４）孔子之言，意在强调身为行祭祀
之礼的生人，只应当祭祀自己的先祖；而《左传》中记载为鲧设祀，主祭
者是身为晋国大夫的韩宣子，并不是鲧的子孙。也就是说，前述因“无
后”而为“厉”的人鬼和此处“有功益于民”之人鬼，都不能与孔子所说的
“其鬼”直接对应，但我们也不能说韩宣子对“鲧”的祭祀就是“谄”，因而
孔子的话也就涉及对鲧的第三种祭祀，即作为“祖先”的“宗庙之鬼”鲧。
孔子的言论表明，“宗庙之鬼”是不能被自己的子孙后代以外的人祭祀
的，故而对鲧的祭祀集中在夏代。相形于前两种“人鬼”，“宗庙之鬼”显
然是最具一般性的：各人祖先不同，但各人都有祖先；鲧是禹之父，文王
是武王之父，但禹和武王都有“父”———基于这种一般性的“祖先（神）”
与子孙的关系，遂产生了祭礼中最重要的庙制体系。

作为“祖先神”的鲧，必须纳入庙制中才能得到较好的理解。此间
尚有许多曲折，留待下文。此处先对上文的三种祭祀进行一小结。《礼
记·祭法》开篇云：

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
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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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注：“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天）食也。”

禘、郊、祖、宗，是四种祭祀之礼，谓主持祭祀的“王”在祭天（“上
帝”）时，要以自己的先祖配食，如鲧是夏郊，就是说夏代举行郊祭时，上
帝享食祭品，而以鲧“陪同”上帝；而鲧享祀夏郊，是指不论是夏代的历
世君王，还是夏代以后（如《左传》中的韩宣子），皆要以夏郊之礼对鲧进
行祭祀。因此，在这一个夏郊礼中，对鲧的祭祀同时兼有三重理由：其
一，是为了防止鲧变身为“厉”，在现世中作祟降祸；其二，是因鲧治水，
“有功烈于民”，具有不仅对其家族与子孙，还有对黎民百姓的大贡献，
故需要为其立祀；其三，鲧本身是夏王的先祖，又以“祖先神”的身份接
受其后代的祭祀。

从第一种理由来看，鬼神为“厉”做祸（或降下福佑），这种对现世的
影响力，在儒家经学文献中从没有被否认过。实际上，鬼神的这种能力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存在于古代人的信仰中，并非“理性化”之后被
消泯或被全数赶到了思想的“小传统”中。如唐代韩愈（２０１５：３０）作《原
鬼》：“民有忤于天，有违于民，有爽于物，逆于伦而感于气，于是乎鬼有
托于形，有凭于声以应之，而下祸殃焉……”，仍然承认这种能力。古代
物质文明并不发达，将难以解释的祸福之事归因于鬼神无可厚非。不
过，孔子及其儒家思想将人从鬼神的支配下解放出来的相当关键的一
环，是在承认鬼神具有现世影响力的前提下，又指出这种影响力在概率
上的或然性，也即是前文《祭统》所说的“不可必”的特点。正因这种影
响力的“不可必”，故生人完全投身于取悦鬼神便没有什么意义，而儒家
经典与后世历代儒学家对鬼神的讨论也都不主要基于这种影响力来发
言。但《祭统》又说君子必受“可必之福”，这又与后两种祭祀理由相关。
这也表明，上述三种祭祀理由本身有着本末之别。相形于第一种理由
而言，后两种为鲧设祀的原因居于更加本源的地位，但二者之意义又有
根本不同。

四、儒家祭礼的意义与祭祀实践中“诚敬”的心态

（一）宗庙之祭与“报本追远”
鲧以“祖先神”的身份受到后代祭祀，属于“宗庙之鬼”，也即庙制系

统中的一员。《礼记·祭法》记“宗庙之鬼”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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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设庙、祧、坛、 而祭之，
乃为亲疏多少之数。是故王立七庙、一坛、一 ：曰考庙，曰
王考庙，曰皇考庙，曰显考庙，曰祖考庙，皆月祭之；远庙为祧，

有二祧，享尝乃止。去祧为坛，去坛为 。坛、 ，有祷焉祭
之，无祷乃止。去 曰鬼。诸侯立五庙、一坛、一 ……大夫
立三庙、二坛……适（嫡）士二庙、一坛……官师一庙……庶
士、庶人无庙，死曰鬼。

１３．大夫则复杂一些，此处言常例，不再解释大夫庙制。可参见：林鹄，２０１５。

人死称“鬼”，但依照有“爵”无“爵”的标准，又将父、祖、曾祖、高祖
等分别命名为“考”“王考”“皇考”“显考”等；庶人无爵，人死曰“鬼”，表
明在“形气论”的意义上，人死之后的本质都一样。以上各位祖先均有
庙（牌位）。宗庙之制最基本的原则本于“亲疏多少”，“亲疏”也就是“亲
亲”，遂有由父及祖，由祖及曾祖、高祖之祭祀，及至高祖以上（如高祖之
父）的祖先，亲亲之道则绝，因此即如天子诸侯，最远也不过往上溯及至
高祖，故有四庙。正由于此，这四庙有“迁（毁）庙之制”，即下一代天子
继位之后，便将上一代天子的高祖牌位，依照昭穆的顺序迁入“祧”中
（诸侯无“祧”，迁于祖考庙）。“多少”指的是“尊尊”，遂有“五、三、一”之
数，也就是说，依照“爵”之尊卑的标准，天子诸侯可以立四庙，连同自
己，共有五世；大夫卑于天子诸侯，故只能立三庙；士卑于大夫，只能立
一庙。可见“多少”之数，绝不能超出“五世”的范围。也就是说，亲亲与
尊尊的原则体现于庙制中，以亲亲更为根本。因此，尽管天子、诸侯又
有“不迁之庙”，１３如周天子不迁始祖与文武二王（“远庙”），与高、曾、

祖、父合为七庙；诸侯不迁始祖，合为五庙，但对于先祖的“常祭”，也就
是经文中的“月祭”，只到高祖；对不迁之庙的祭祀，则不是“常祭”。

至于鲧作为祖先神所享祀的夏代郊祭以及禘、祖、宗等祭祀之礼，
显然也与常祭不同，但依然遵从“亲亲尊尊”的逻辑原则。“尊尊”的原
则很容易理解，禘郊祖宗之祭，只有“王”才有资格举行，而“亲亲”的原
则还需进一步解释。

孔子的弟子子夏为《仪礼·丧服》做传说：“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野
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

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仪礼·丧服传》）。就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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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人之所以有尊卑的分殊，其原因在于个人“德识”的不同。清儒曹元
弼说：“盖爵尊者识深，而孝思所格者远。位卑者识浅，而敬意所致者
近”（转引自林鹄，２０１５：６１）。其“所格”“所致”者，正是作为子孙，依照
自己的尊卑身份溯及的自己的祖先，而“格致”的起点，其实是从“父”开
始不断上溯的。换句话说，自上而下言之，从天子到庶人，因爵、因德识
的差异，有祭祀对象或上溯世数的差异，但自下而上言之，无论尊卑，
父、祖总是被祭祀的对象，一如《仪礼·丧服》中为父服三年至重的“斩
衰”服，至尊的天子为父服三年，最卑的庶人亦为其父服三年一样，即使
是最卑的庶人、庶士，虽然无庙，却也仍然有对父、对祖的祭祀。１４

１４．《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
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

抛开尊卑的身份不谈，对于一个人来说，对其亡父的祭祀，无疑也
是最重要的。因“父”无分贵贱，皆能够因“生己”之德与“天”之“生生”
之大德相配。《孝经·圣治》云：

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
郑注：尊严其父，莫大于配天，生事敬爱，死为神主也。

……上帝者，天之别名也。
御注：谓父为天，虽无贵贱，然以父配天之礼始自周公，故

曰其人也。
经云“周公其人也”，表明以“父”来配天为周公首创。郑注与御注

（指唐玄宗李隆基为《孝经》作的注）的根本逻辑一致，但侧重点又有所
不同。

郑注云“死为神主”，表明此注针对“爵尊”的王而发。“死为神主”
说源于《公羊传》：“自外至者，无主不止”（《公羊·宣公三年》）。“自外
至者”，也就是所配的“上帝”（天）———只有王有资格举行祭天之礼———
郑玄又引之注《丧服小记》：“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礼记·
丧服小记》），疏云：“外至者，天神也。主者，人祖也。故祭以人祖配天
神也”（孔颖达，１９９９ａ：９６２－９６３）。“无主不止”，即是说要以人祖做
“主”，以配上帝。以祖作“主”的原因，便是所谓的“报本追远”。“报本”
与“追远”的意思并不相同，所报之“本”即是“父”。何休《公羊解诂》说：
“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暗昧，故推人道以接之”（转引自皮锡瑞，２０１６：

７０），就是说天地有生生之大德不知以何相配，只好以人道之“生生”，也

·７７·

“祭祀不祈”与“内尽己心”：以祭礼中的“鬼神”为例论儒家思想的“理性主义”



即父母赋予子女生命的德性与之相配。明儒王夫之（２０１１ａ：１６１）说：
“万物本乎天，则上帝之与我陟降左右者（即“死为神主”），实所生之理，

与乾父坤母而不相离也”，正是为了说明父母能够体现这种“生生”的天
理天道。王之父母为王之“本”，因此王需要“报本”，而报本的“方式”便
是“以父配天”；“追远”则是由父及祖，不断上溯。“王”与庶人不同，王
因德盛爵尊，其“识深”，故能“致孝远”，能由父溯及更远的先祖，因而有
“禘、郊、祖、宗”等多种配天之祭，这都是“追远”从而“以祖作主”。卫湜
引长乐陈氏说：“盖先王以谓吾之亲出于其祖，而吾之祖又出于其所自
出之祖，故审谛其祖之所自出者，而祭于丧毕之五年，１５然后于吾追远
之心，有所能尽。”（《礼记集说》卷一百八）

１５．礼，五年一禘。

王之所以能“追远”，其根源仍然在于对“父”的“报本”。庶人卑，其
“识浅”，不能有追远的能力，但于父则仍“天之”，是故御注又基于作为
“类”的“人”而发，凡人皆有父母，故人无分贵贱，其父皆可得配天。

回到鲧是夏郊的例子上来。有夏一代，经历十余世，历世的夏王都
在郊祭时以鲧配天，对后世的夏王来说，对鲧的祭祀便属“追远”，即报
其父，也就是上代夏王之本，并体会其父报本之心，追远而及于鲧。王
朝更易，夏、商、周三代所郊之祖不同，其根源也不过是当世的王谓其父
祖所出之祖不同而已，“以父配天”的逻辑却一以贯之。《礼记·祭义》云：

天下之礼，致反始也。……

注：致之言至也，使人勤行至于此也。致于反始，谓报天
之属也。

疏：反始报天，是厚重其本。（孔颖达，１９９９ａ：１３２４）

清儒郭嵩焘（１９９２：５８０）说：“‘反始’者，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德
小者推之一身之从出，反之祖以报之；德大者又推乎万物之从生，而反
之天以报之，故曰‘厚本’。”祭礼最重要的意义，便在于“报本反始”，这
正是祭礼过程中王的“职责”之所在。王在禘郊祖宗等祭祀中是主祭
者，泛言之，在没有王参与的祭礼中，主祭之人在宗庙里“祀乎其先”，又
何尝不是出于“报本反始”的动机，毕竟自天子至庶人，人人皆有其父，
人人以其父为“天”。

相形于前述“有功烈于民”之人鬼，显然配天之“父”及由“父”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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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祖、始祖等人鬼，为其设祭祀的意义更具一般性和根本性。因“有功
烈于民”者，不外乎因生前的事功，为后世的人群生活提供一个好的生
活的图景，如“皇帝正名”“契为司徒”等，是能立“名教”之法；或树立某
种典范，如“尧均赏罚”“舜勤众事”等。而以父配天、为父设祀的原因，
则触及儒家学说中最根本的、关于人群生活本身所具有的性质的面
向———如子夏所说，不承认“父子”的关系，也就成了“不知父”之“禽兽”
了。周公首创的以“父”来配至高无上的“天”的礼，更是将“父行”或“父
子”之伦强调到了极致，成为儒家思想讨论人群生活性质的最根本的起点。

但问题至此并没有结束。一方面，所谓“子天父”“以父为本”，其实
是出于主祭者与被祭者之间固有的“父子”关系，至于被祭祀者是否以
鬼神的形态存在，似乎与这种“子天父”的逻辑完全无关———照此，则不
必对鬼神作一实在论式的理解；另一方面，所谓“报本反始”，只是对儒
家祭礼所应当有的意义进行的总结，前文的梳理也不过是通过“子天
父”的逻辑来解释“报本追远”的意思，这仍然十分抽象。我们知道，王
行祭祀时“不祈”，但这不能与“报本追远”直接对应起来。“报”是回报、
报答的意思，我们很难解释王在祭祀过程中不祈福就是在报答父母生
己之大恩或是在“报本追远”以“反始”。而关于“可必之福”，也无任何头绪。

理解上述问题的关键线索，还在于前文郑玄注的“死为神主”。“死
为神主”即以祖“配”天，这不仅是“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的抽象的“生
生”之德性的相配，而且是实指，意谓在祭祀时有天（上帝）降（“陟”），亦
有祖先的神灵降，天与祖先共同来食用祭品，以天为主，以祖为配；同
样，《中庸》中所说的“祀乎其先”的宗庙之祭，于祭祀时，也是有祖先的
神灵来到宗庙之内的。换言之，主祭者如何“求神来格”，也即祭祀时的
实践与礼仪，对我们理解“不祈”的行为和君子的“可必之福”至关重要。

（二）祭祀实践中“诚敬”的心态与“孝”的伦理
《论语·八佾》篇中说：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何晏《集解》：祭如在，言事死如事生也。
朱子《集注》：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

祭先主于孝，祭神主于敬。”愚谓此门人记孔子祭祀之诚意。
（程树德，１９９０：１７５）
何晏、程子与朱子解经，各有所指又一以贯之，尤以朱子所说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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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到浅白。我们不妨以此三人之言为线索，限于篇幅，主要对前半句，
也就是“祭如在”进行讨论。

先言朱子。由前文我们可知，祭祀的直接目的在于主祭者能够“格
神”，使神能来享用祭品，只有神享食了精心准备的祭品，才算得上“报
答”。所格之“神”，由于“子天父”而“报本”的原因，在所有的祭祀之礼
中，以“祀乎其先”的宗庙之祭最为重要。“祭如在”者，正是指宗庙之
祭。《论语》微言大义，朱子《集注》谓“祭祀之诚意”本于《礼记·祭义》：

致齐于内，散齐于外。齐之日：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
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齐三日，乃见其所为齐者。

注：“致齐”，思此五者也；“散齐”，七日不御、不乐、不吊
耳。“见所为齐者”，思之熟耳。
“齐”其实是“斋”，也就是斋戒的意思。“于内”“于外”都是指祭祀

的场所，也就是宗庙之内外。祭祀之中有主祭者与助祭者，这些人在祭
之日十日前，先有“散齐”七日，即是说参与祭祀之人“皆就其室（自己的
住所）而迁坐”，七日中，“不饮酒，不茹荤，不御于内，以清其神；不吊死
问疾，不听乐，不莅刑名，以一其志”（王夫之，２０１１ｂ：１１０２）；“散齐”是为
“致齐”做准备，近祭三日，则主祭者与助祭者进入庙门之内“致齐”，思
死者生前动止之容、心之所期所向、乐为之事、喜食之味等。“致齐”的
目的，在于使祭祀者之心“湛然纯一”，意思就是要使祭祀者全心全意投
入即将进行的祭祀上，不容有他思。“乃见其所为齐者”，即能格所祭之
鬼神。这种湛然纯一的心理状态，朱子称之为“祭祀之诚意”。《八佾》曰：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集注》：又记孔子之言以明之（“祭祀之诚意”）。言己当

祭之时，或有故不得与，而使他人摄之，则不得致其如在之诚。
故虽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尝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
日戒，三日齐，必见所祭者，诚之至也。是故郊则天神格，庙则
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诚则有其神，无其诚则无其
神，可不谨乎？……”（程树德，１９９０：１７５）
就此而言，前述“形气论”的“格神之理”只是祭祀格神的必要条件

而非充分条件，主祭者有此诚心才是最重要的，若无此祭祀之诚意，断
无“神能来格”的可能。故朱子在《语类》中又说：“神之有无，皆在于此
心之诚与不诚，不必求之恍惚之间。”（黎靖德，１９８８：６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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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言程子，并对“敬”字加以讨论。朱子《集注》引用程子的话：“祭，
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于孝，祭神主于敬”（朱熹，１９８３：

６４）。“祭如在”，指祭祀先祖；“祭神如神在”，指祭祀其他的鬼神。祭祀
外神的原因如前《祭法》所述，是因日月星辰为“民所瞻仰”，山林川谷是
“民所取材用”，或是人鬼“有功烈于民”，故亦需要“报之”，只是不若所
“报本”的“生生”大德那么“重要”。不论是先祖还是外神，主祭者“祭祀
之诚意”都万万不可或缺，即朱子所谓的“爱敬虽不同，而如在之诚则
一”（黎靖德，１９８８：６１９）。但毕竟“外神”与主祭者没有血缘关系，因此
程子别以“主于孝”与“主于敬”。这并不是说“孝”中就没有了“敬”，人
子对于其父母、祖父自然有敬的成分在，而可以以“孝”概之；于外神没
有“孝”，“敬”字便被程子突出和强调。那么，如何理解“敬”字呢？

１６．即“绝地天通”的传说。

实际上，所谓“敬”，在更早的儒家文本中并非全指心态。郑玄《周
礼·春官》注“巫”云：“古者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贾公
彦，１９９９：７３９）。郑注本于《国语·楚语下》，１６韦昭《国语》注说：“齐，一
也。肃，敬也。衷，中也。义，宜也”（转引自孙诒让，２０１５：２２３１）。“敬”
其实是“肃”的意思。《说文》“肃”：“持事振敬也。……战战兢兢也。古
文肃从心从卪（节）”。《说文》引《诗经》“战战兢兢”之语解“肃”，好比以
手执玉，生怕将其打碎，引申之意即为“执事”之时有节制（刘百闵，

１９６８：７３－７４）。这是“从卪”。又“肃”字“从心”，如《尚书·洪范》“恭作
肃”，郑玄注“心敬”，疏云“貌能恭，则心肃敬也”，因此“敬”字之心态上
的含义都是与外在的仪表或执事时的仪节相配的。孝子祭祀并非无
“敬”，敬字全体现于祭祀中种种“执事”的仪节。《礼记·祭义》曰：

孝子之祭也，尽其悫而悫焉，尽其信而信焉，尽其敬而敬
焉，尽其礼而不过失焉。进退必敬，如亲听命，则或使之也。

注：言当尽己而已。如居父母前，将受命而使之。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诎；其进之也，敬以愉；其荐
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将受命；已彻而退，敬齐之色不绝于面。

可见，对“敬”字的理解，相对于“诚”来说，更偏向于主祭者外在的
行动与表现。然则“敬”字心态上的含义，又可以略加申说。《礼记·祭
义》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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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子如执玉，如奉盈，洞洞属属然如弗胜，如将失之。
心态上的“敬”，《说文》引用《诗经》“战战兢兢”之语释之，确然是至

当之论。本节疏云：“言孝子对神，容貌敬慎，如执持玉之大宝，如奉盈
满之物”（孔颖达，１９９９ａ：１３１８）。孝子面对鬼神，其心态是“诚惶诚恐”
的。此处先后以“执玉”、“奉盈”、“如弗胜”作比，完全是因为孝子害怕
因礼数不到或礼节不周，使父母祖先之神“失之”，或不来格，无法尽到
对神“敬享”的责任和孝心，因此必须小心翼翼。

最后言何晏。朱子所谓祭祀之“诚”与程子所说执事之“敬”，虽然
言及心态，却绝不是空洞的缥缈之语。何晏谓“事死如事生”，正是将这
种诚与敬安置到了具体的父子人伦之中，并彻底将其归于人事的范畴。
“事死如事生”说亦本于《礼记·祭义》：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
《祭义》又云：

父母既没，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谓礼终。
君子生则敬养，死则敬享，思终身弗辱也。
注：享，犹祭也，飨也。

孝子之孝心或所谓“终身”者，是终孝子之身，也即以孝子本身的生
命终结为其对父母尽孝的终点。就此而言，父母之或存或亡或生或死，
不过是父母存在的“形态”发生了改变，在面对父母时，“事生”的敬养之
礼与“事死”的祭祀之礼在具体的仪节或行动上自然不可能处处相同，
但“孝子之志”却是一以贯之的。朱子弟子辅广说：“事死如事生者，不
以死生之异而贰其诚也”（《礼记集说》卷一百十），正是这个意思。《礼
记·祭义》云：

孝子将祭，虑事不可以不豫，比时具物，不可以不备，虚中
以治之。宫室既修，墙屋既设，百官既备，夫妇齐戒沐浴，盛服
奉承而进之，洞洞乎，属属乎，如弗胜，如将失之，其孝敬之心
至也与！荐其荐俎，序其礼乐，备其百官，奉承而进之。于是
谕其志意，以其恍惚以与神明交，庶或飨之。庶或飨之，孝子
之志也。
“奉承而进之”之前，皆言祭祀之过程。祭之十日前，豫事、备物；又

有“散齐”七日以“清”孝子之神，复又有“致齐”三日以“纯”孝子之思，然
后能接神。祭时的种种事宜，孝子“洞洞”乎如举物之弗胜，祭时欲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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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又“属属”乎如将失其亲而弗获见。“庶或飨之！”然则神有没有来
飨，人岂知之，不过是孝子自尽其诚，自尽其为子之道。

行文至此，前文遗留的君子“可必之福”，也可以得到解答。《礼
记·祭统》云：

贤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谓福也。福者，备也；备
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谓之备。言内尽于己，而外顺
于道也。……是故贤者之祭也，致其诚信与其忠敬，奉之以
物，道之以礼，安之以乐，参之以时。明荐之而已矣。不求其
为，此孝子之心也。
“不求其为”即是无所祈求的意思。内尽“己”之诚敬之心，此心能

尽，便能于外尽“心之所发”，感时荐物，顺乎礼仪节文，由是则能“外顺
于道”。内外皆尽，然后能“备”。王夫之（２０１１ｂ：１１４６）说：“‘内尽于己’
则心安，‘外顺于道’则理得，心安理得，贤者所求于天人而欲备者也，故
谓之‘福’。‘世所谓福’，侥幸而已。”主祭者在祭祀时，于内能尽祭祀之
诚心，于外又能通过种种礼制的仪节，将这种诚心诚意淋漓尽致而又不
失中节地表达出来。所谓“祭祀不祈”，其内涵也正在于此。而“报本反
始”，若没有这种“事死如事生”的孝子的诚敬之心作为支撑，难免流于
空谈。是故，《礼记·祭义》几乎通篇言“孝子”。同时，也正是由于“报
本反始”能够归结于“孝子之心”，祭祀之礼在儒家思想视阈内才不是一
种“人为”的或建构出的表演，因为祭祀或祭祀中的种种礼节本身就是
父子之间“自然情感”的流露与外显。故王夫之（２０１１ａ：１５９）《中庸训
义》说：“孝者，人子自尽之庸行耳。而推至其心所必尽、道之所必通者，
则存乎达孝矣……一时之人心，无不喻其报本反始之笃；……实有合于
夫人天性不容已之真，而莫能易也。”

五、结论

综上，本文认为，儒家思想的发展并不是以逐渐祛除“鬼神”为演进
方向的，儒家思想体系的形成与“鬼神”的因素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且儒家思想对“鬼神”的理解也不是“不可知论”式或“存而不论”式的，
恰恰相反，对“鬼神”的认识本就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具体而言，总结上文，儒家思想所认为的“鬼神”的意思大体可以概括为
四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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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儒家思想视阈中的“鬼神”继承了巫术时代鬼神具有降福降
祸之能力从而影响现实世界的认识，也即承认“神罚”是有可能降临世
间的。但从如何把握鬼神（或者天）的意志的角度来看，儒家思想相较
于巫术时代的一个大进步，就是将“鬼神”所能降下的福佑（或灾祸）进
行了“可必的”与“不可必的”的区分，后者正是针对鬼神能够影响现世
的能力来说的。也就是说，巫术式的“神罚”在儒学家的眼中是一种“不
可必”的现象，努力取悦鬼神并不能保证鬼神能够及时降下福佑，因此，
对于鬼神的谄媚态度或者全身心的投入就是没有必要的。换言之，巫
术之于现世的影响力在思想的内在逻辑上绝不是儒家伦理的终极来
源。儒家学者真正在乎的是鬼神降下的“可必之福”，这与儒家对“鬼
神”的（相较于巫术时代的）“新认识”是相关的。

第二，这种对“鬼神”的“新认识”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
面，从构成的角度来看，儒家所说的“鬼神”在本质上可以看作现实世界
中所有存在物的另一种存在形态，这也就是所谓的“形气论”。换言之，
在儒家的想象中，“鬼神”其实都是一种“气”，这种“气”并不全是物质性
的某种元素，也有精神和意识，且与现世中的现象或存在物互相联系。
另一方面，从存在的类型学的角度来看，“鬼神”有三种，分别是“天神”
（如日月星辰）、“地祇”（山川林谷）与“人鬼”（人死后为鬼）。但是，这种
分类方式只是依据其客观存在的状态来划分的，天上的就是天神，地上
的就是地祇，人死后就是人鬼。这三种类型实际上并不能体现儒家对
“鬼神”的全部认识，天神、地祇与人鬼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有一条线索
可以将之串联起来进行理解。这也就是“鬼神”在性质上的类型。从性
质上看，儒家的“鬼神”可以分为“祖先神”和“外神”，也就是“祖先神”与
非祖先神的其他神灵。这两种类型并不是截然两分、毫无关联的，“鬼
神”之所以为鬼神，并得到生人的祭祀，完全是因为鬼神对于生人“有
功”或“有恩”，换句话说，人对于“鬼神”的祭祀主要是出于“报”的动机。

第三，祖先神与外神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因赋予生人生命，故而
对于生人来说，便有了一种“本”的意义；后者能够给生人的生活提供生
产生活的资料或能够为群体生活提供道德的激励，即所谓的“有功烈于
民”，因此，对于祖先神与外神都需要“报之”，但对祖先神是“报本”，对
外神则是“报”。一字之差，意义便完全不同。从现实来看，每一个人都
有其特定的祖先，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本”都是不一样的，且对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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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唯一的。孔子极力强调“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正是出于这个原
因。在这种“本”的意义上，“祖先神”与至高无上的“天”是一样的。而
这里的“天”，既不是本文第二部分中所谓的无神的“形上天”，也不是有
神的“人格天”，而是一种“生生”之天。这种“生生”之“天”，是所有道德
价值与现世所有存在物的终极源泉，但对人来说，“天”并不是通过人之
父母来赋予人生命，更不是直接赋予人生命，而是因其有“生生”之德，
人之“父母”亦有“生人”之德，两种德性是“相匹”的而非生成的关系，其
后果是，人追溯其“本”，其本恒在父母，而不能直接追溯到“天”。由此，
子女对父母的“孝”也就获得了“天理”的意涵。儒家伦理的超越性的根
本源头也就在于对“祖先神”的“报本反始”。

第四，儒家学者所谓的受鬼神的“可必之福”，需要结合上述第二、
第三点来共同理解。生人举行祭礼的最直接目的即在于“格神”。虽然
“鬼神”是实在的，但又是无形的“气”，与有形的生人之间有显著的区
别，究竟能不能、有没有“格神”完全是主祭者个人“体验”的事情。从祭
礼的、对鬼神的祭祀过程来看，儒家极端强调“诚敬”的心态，这种心态
正是获得“格神”体验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因素。这种“诚敬”之心与对
神灵降祸的“畏惧”完全无关，而是希冀“神能来格”，以尽到其“报本”或
“报恩”的渴望与责任。这一差别可以用父子这一例子来说明：子对于
父，恐怕并不存在担心降祸的“畏惧”，但另一方面，这一“诚敬”之心本
身又是十分“理性”的，或者说是极其强调生人本身的主体性的。例如
对祖先神的祭祀，或者说“格祖先神”，其实归根到底仍然是在“孝”的伦
理支配下的一整套“敬”的祭祀行为。归根究底，不过是以所谓的“事
生”之心来“事死”，不过是“孝子之志”：此心之生发感动，最初的源头纯
粹是基于最“自然”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父母的存在形态虽然发生了
改变，孝子“事生之诚”却从不更易。只要“尽心”，便能够自然而然地周
全祭祀时纷繁复杂的种种仪节，这些仪节都是为了继续侍奉已经亡去
的先祖。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说是受了鬼神的“可必之福”。

王国维（２０１５ｂ：１４１－１４２）在《殷周制度论》中说：“制度典礼者，道
德之器也。……古之圣人亦岂无一姓福祚之念存于其心，然深知夫一
姓之福祚与万姓之福祚是一非二，又知一姓万姓之福祚与其道德是一
非二。”周公制礼作乐，“以父配天”，“报本反始”，归根究底，也就是以这
种基于自然关系与自然情感的“诚敬”的“孝子之心”作为礼制的底色，

·５８·

“祭祀不祈”与“内尽己心”：以祭礼中的“鬼神”为例论儒家思想的“理性主义”



这又何尝不是伦理获得“神圣性”的最高明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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