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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政教不分是古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 本文从教育机构与政治机构、官与师、教育活动与政治需

要等三个方面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先秦时期政教关系从“貌神一体”到 “貌离神一”的历史演变过程 ,并进一步

分析了政教不分的文化原因 ,提出“天人合一”、“人性善”等观念和隐喻式思维方式是导致古代中国政教不分

的文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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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教不分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

征 ,在今天不少教育活动中其痕迹仍然依稀可

见。但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多拘泥于对政教分

离、教育独立的呼吁 ,而对于一些深层问题如为

什么会出现政教不分现象、这一现象又为什么

可以绵延至今等的探讨则显得不够。故本文欲

以先秦为时间段 ,结合当时政教关系的状况对

制约该状况的背景特别是文化依据做一点粗浅

的探讨。

一、貌神一体、貌离神一与内圣外王

—— 先秦政教关系的历史演变

古代中国 ,教育与政治密切相关 ,在某种程

度上我们可以说教育就是政治、政治之外无教

育。章学诚先生对古代中国的政教关系曾有一

段概括: “教之为事 ,义、轩以来 ,盖已有之。观

《易·大传》之所称述 ,则知圣人即身示法 ,因事

立教 ,而未尝于敷政出治之外 ,别有所谓教法

也。 ……治教无二 ,官师合一 ,岂有空言以存其

私说哉?” [1]
政教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可以在早

期重要的教育形式—— “神道设教”中窥见一

斑。《易·观卦·彖辞》曰: “大观在上。顺而巽 ,

中正以观天下 ,观盥而不荐。有孚禺若。下观而

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 ,圣人以神道设

教 ,而天下服也。” [2] ( 136)“神道设教”之目的在“治

民”。这里 ,“教”为“治”的一种手段 ,而“治”则是

“教”之目的。

政教之间的密切关系一直贯穿整个先秦时

代 ,不过其表现形式并非一成不变。大体而言 ,

二者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貌”“神”一体到“貌”

离“神”一的过程。我们可以通过教育机构与政

治机构之关系、官与师之关系、教育目的教育内

容与政治需要之关系等方面的考察来具体把握

这一历史演变过程。

中国历史绵延数千年 ,对教育机构与政治

机构之关系的考察起码可以追溯至三代。三代

时便有学校的存在 ,当时的学校有许多名称 ,如

明堂、辟雍、泮宫以及庠序等等 ,但是它们都不

是独立的教育机构 ,而是融政治机构、教育机构

为一身 ,或者说只是政治的辅助机构。“学校”不

仅仅是一个学习之处 ,也同时是举行许多政事

的多功能场所。以明堂为例 ,明堂既为周公朝诸

侯之所 ,为一政治机构 ,但同时它又是一教育机

构。据东汉末年学者蔡邕《明堂月令论》: “明堂

者 ,天子太庙 ,所以崇礼其祖 ,以配上帝者也。取

其宗祀之貌 ,则曰太庙 ;取其尊崇 ,则曰太室 ;取

其向明 ,则曰明堂 ;取其四门之学 ,则曰太学 ;取

其四面周水圆如璧 ,则曰辟雍 ;异名而同事 ,其

实一也。” [3]
由此观之 ,三代之大学与王宫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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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机构与政治机构为一。

从官与师的关系来看 ,“官”“师”二字在三

代异名而同训 ,如大司马、乐师、师氏、保氏、大

胥、小胥等等 ,都既是教职又是官职。 《说文解

字》: “官 ,吏事君也。犹众也。此与师同意。”段玉

裁注: “师 ,众也。京师者 ,大众之称。众者必有主

之者。”官、师非二 ,君与师不分 ,君主又谓君师。

官师合一是三代政教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 ,《周

礼》所设的职官职能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 ,如

《周礼》规定“大宰之职”为“掌建邦之六典 ,以佐

王治邦国” ,“教典”位居“六典”之二 ,其宗旨为

“以安邦国 ,以教官府 ,以扰万民” ;同时其他大

小官员如类似于今日的省、县、区、村等政府如

乡、州、党、族的职官无不赋有教育责任 ,另外 ,

作为一家之长的父或兄亦为师。中国早期社会

的这种君与师、官与师、父与师不分的状况 ,实

际上使大小社会组织都成为一个教化单位、一

个政治单位。从这种意义上 ,我们可以说早期的

中国就是一个教化中国、德治中国。

三代的教育内容更是充分体现了政教关系

之密切。三代教育已具有丰富的内容 ,其中诗、

书、礼、乐是重点 ,据《礼记·王制》记载: “乐正

崇四术 ,立四教 ,顺先王《诗》、《书》、《礼》、《乐》

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 ,冬夏教以《诗》、

《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公卿大夫、元

士之适子 ,国之峻选 ,皆造焉。” [2 ] (645)《礼记· 文

王世子》也有相关的内容。 “诗”、“书”、“礼”、

“乐”在当今的教育中已是十分独立的四门学

科 ,但在三代时 ,它们的侧重点虽然不同 ,但其

源出于一 ,其内在的精神也是一致的。

诗之道不在诗或不仅仅为诗 ,诗之最高境

界为诗中蕴涵的具有教化意义的神韵。郑玄对

诗的一段注疏也说明了这一点 ,“是以一国之

事 ,系言天下之事 ,形四方之风 ,谓之雅。雅 ,正

也。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 ,故有小雅、

大雅。颂者 ,美盛德之形容 ,以其成功告明神明

也。是谓四始 ,诗之至也。……此四者 ,人君行之

则兴 ,废之则衰。此四者 ,王到兴衰之所由然 ,此

四者 , …… 诗之至 也 ,诗 理至 极尽于 此

止。” [2] ( 1342)诗有风、赋、比、兴、雅、颂六义 ,每一

义的基本精神都体现在它的教化意义和通过其

教化而实现的治国安邦作用 ,以“风”为例 ,所谓

“风 ,讽也 ;教也 ;风以动之 ,教以化之” ,“风之始

也 ,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

之邦国焉。”“风”之意义在于借“风之所吹无物

不扇”来体现“化之所被无往不沾” ,“风”的要义

在教化而不是诗 ,既所谓“风之始乃教天下之始

也”。

诗如此 ,礼乐书亦如此。以乐为例 ,《礼记·

乐记》中对礼、乐、政、刑相通这一点有过精辟的

概括 ,《礼记·乐记》有言: “礼以道其志 ,乐以和

其声 ,政以一其行 ,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 ,其极

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是故先王之制

礼乐也 ,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

恶 ,而反人道之正也。” [2] ( 1534)
从这里 ,我们可以

看出乐之道也不在乐本身而在于教化、在于治。

因此 ,诗、书、礼、乐虽内容不同 ,载体不同 ,但目

的却是相同的 ,基本精神也是统一的 ,那就是

“治道” ,政教间的密切关系也由此而充分体现。

与三代相比 ,春秋战国时期政教关系的一

个重要变化是由“学在官府”到“天子失官 ,学在

四夷” ,它表现为作为职业意义上的“官”与“师”

的分化 ,出现了一个“用文字构成理论 ,对政治

发生影响但不再是政权占有者的群体” ,从此

“官师既分 ,处士横义 ,诸子纷纷著书立说” ,并

由此带来了“政统”与“道统”的表面分离和由

“师”这一群体所代表的“师道”与政统的分离。

这种分离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它形成了令后

来学人无限向往的思想自由、百家争鸣的时代

和书布天下、私相传授的文化氛围 ,然而这并不

意味着教育真正独立 ,此时的政教关系只是“貌

离神聚”、并没有真正的分离。我们可以通过当

时百家争鸣的状况来说明说明这一点。所谓的

百家包括儒、道、阴阳、名、法、墨、纵横、杂、农

等 ,各家的观点虽然有很大差异 ,但在几点上它

们又是相同的 ,其一、诸子百家都以三代特别是

西周为一种典范的社会理想 ,他们所主张、所表

述的都是对当时“礼崩乐坏”的忧虑及过去理想

社会的一种向往与追求 ,只是他们对过去理想

社会的解释不同 ,正所谓“孔子墨子俱道尧舜 ,

而取舍不同”也 ;其二、“百家殊业 ,皆务于治” ,

诸子百家的关注点都在治道 ,太史公论六家之

要旨云: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 ,此务为治

者 ,直所从言之异路 ,有省不省耳” ,故“天下一

致而百虑 ,同归而殊途”。考察当时稷下学宫的

性质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这一点。作为战国

时期远近闻名的学术交流、百家争鸣的学术中

心—— 稷下学宫 ,它本身并非一个纯粹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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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而是一个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不治而议

论”之所 ,具有政治与学术相结合的双重性质 ,

“论国事”、“议政事”、“言治乱”是稷下先生们学

术活动的主题。这表明官师虽然从形式上分离 ,

但“师”之思想、 “师”之追求仍然是“务治” ,因

此 ,此时的政教关系便演变为“貌离神一”。

二、天人合一、人性善与隐喻

—— 先秦政教关系的文化透视

上述考察大致勾画出了先秦时代政教关系

的一般轮廓。读者可能会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政

教关系会如此密不可分 ,政教不分的支撑点究

竟何在?这需要我们深入到文化之中 ,把握支撑

它们的文化背景特别是它们与积淀于文化底层

的某些抽象观念之间的内在的联系。笔者认为 ,

“天人合一”观念、“人性善”信念和隐喻式的思

维方式是政教不分现象产生并绵延的“文化基

因” ,其中 ,“天人合一”观念从根本上对政教应

该合一提出了内在要求 ,“人性本善”的信念为

政教可以合一提供了依据 ,而隐喻的思维方式

则使政教合一成为必然。

“天人合一”作为一个明确的命题虽然到北

宋才由著名哲学家张载提出 ,但作为一种思想

与价值观念则在先秦时代已形成。如《尚书·皋

陶谟》有言: “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 ,敕我五

典五敦哉。天自有礼 ,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

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 ,

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聪明。自我民

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天下。敬哉有

土。” [2] ( 262)这里便包含了人事循天、天人合一的

基本思想。天人合一观念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

宇宙万物的一种基本看法。他们认为 ,宇宙万物

是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 ,“天”“地”“人”之间在

精神上互相贯通、在现象上互相彰显 ,人与天相

与化育 ,《周易》曾言: “夫大人也 ,与天地合其

德 ,与日月合其明 ,与四时合其序 ,与鬼神合其

吉凶 ,先天而天弗违 ,后天而奉天时” ,人为万物

之灵、天地之心 ,因此 ,天道与人道不是彼此对

峙而是两相契合的 ,也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

观念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所在、灵魂所在 ,它

成为规范社会活动、建立社会秩序的根本依据。

由“天人合一”带来的一个基本处世态度是

“和”。《尚书·大禹谟》有言: “正德、利用、厚生、

惟和。”“和”为古代中国最高的价值追求 ,它不

仅仅是中国初民对整个自然界秩序的一种认识

与向往 ,也是他们对一切人类关系的理想。“和”

与“争”相对立 ,对“和”的追求表现在人与自然

相处的过程中 ,不是以征服自然为目的 ,而是力

求与自然和谐相处 ;表现在人与人相处的过程

中 ,则是“必也使无讼”、“使民不争” ,以实现人

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正所谓“天下之大利莫如

定 ,其大害莫如争” ,王国维先生通过对殷周制

度变迁的严格考证 ,提出周公制作之本旨在“息

争求和” ,他认为 ,“古之所谓国家者 ,非徒政治

之枢机 ,亦道德之枢机也” ,“周人之制度典礼 ,

乃道德之器械 ,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

之结体也” [4 ] ,其结果为“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

子诸侯卿大夫庶民以成一道德团体” ,以达到

“息争求和”之目的。

正是对“和”的追求使“德治”成为“治”的基

本内容、手段与途径。所谓德治 ,实际上就是君

子之治 ,重有德之人。“德治”的最重要特征就是

注重道德教化 ,“刑治”则只是“道德教化”的一

种不得已的补充。从“天人合一”到“和”再到“德

治” ,便构成政教不分现象产生的终极依据 ,使

政教不分成为必需。

从重“德治”到重“教化” ,还隐含着一个关

于人性的前提假设 ,那就是“人性本善” ,“人性

本善”是对人性可善的一种肯定、对人性中存在

着“善端”的一种肯定。正是因为人性中有善端 ,

有向善的倾向 ,才使关于善的教化成为一种可

能 ,才使教化的意义突显 ,才使得社会秩序可以

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因此 ,“人性本善”之信念

将“德治”与“教化”有机联系在一起 ,使政教不

分成为可能。

虽然“天人合一”“人性可善”等观念对政教

不分现象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但使政教不分现

象成为必然的根本性原因却在于中国初民隐喻

式的思维方式。之所以说隐喻思维方式对政教

不分具有更根本性的影响 ,一方面是因为“天人

合一”、“人性本善”、“德治”、“教化”等观念本身

就是隐喻思维的产物 ,另一方面则在于隐喻思

维所导致的对“事物究竟是什么”问题的忽视及

其相关追问的缺失。

所谓隐喻是指思维主体在彼类事物的暗示

之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把握此类事物的心

理活动 ,它包括“彼类事物”、“此类事物”、“两者

之间的联系”及由此引发出来的“新意义”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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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隐喻是中国初民的一种典型的思维方式 ,

易经的象、春秋的况、诗经的比兴等都属于隐喻

的范畴 ,而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所谓“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

法自然” ,无疑运用的都是隐喻思维。应该说 ,许

多制约中国社会发展走向及特征的重要观念都

是通过隐喻思维而获得的 ,如“天人合一”观念

就是通过对人类的内心世界与外部的世界进行

类比性联想 ,运用人的感性生命来解释外部世

界并赋予它们人的情感、生命、价值、意义 ,然后

再从外部世界的变化中返观人事 ,从而认为自

然是人生的延伸、人生又是自然的延伸 ,人与自

然浑然一体 ,也即“天人合一”。“天人合一”观念

的形成经历了从人的感性生命到外部世界、又

从外部世界到人事两个阶段 ,而这都具有明显

的隐喻特征 ,因此 ,卡西尔的话说 ,“天人合一”

是中国的根本隐喻 ( roo t metaph or )。由于隐喻

思维着眼于“彼类事物”与“此类事物”之间的关

系 ,强调的是思维主体对二者之间关系的主观

感受 ,由此带来的一个重要倾向就是对“事物本

身是什么”等本质问题的忽视 ,对事物的认识不

是着眼于“它是什么” ,而是着眼于“它应当是什

么、应该有什么用”。 《易》的第一卦就是乾 ,《正

义》曰: “何不谓之天而谓之乾 ,天者 ,定体之名 ,

乾者 ,体用之称。故《说卦》云乾健也 ,言天之体

以健为用。圣人作易本以教人欲法天之用 ,不法

天之体 ,故名乾不名天也。” [2] (13)中国初民虽然

法天 ,但所法的只是“天之用”即“乾” ,而对天之

体则并不追问 ,所谓“冥理自然 ,而不知其所以

然”。政事与教育本身都是法天的人事 ,所关注

的自然也只是它们的“用” ,而对它们有没有独

立的体、它们各自的体又是什么等问题则很少

进行理性的思考 ,对用的关注则导致道德、政

治、教育无畛域之分 ,正所谓“是道也 ,是学也 ,

是治也 ,则一而也” ,政治的作用与渗透力就达

到政治活动本身所不能达到的一切领域 ,学术、

思想乃至教育本身与政治密不可分 ,政治的道

德化、教育的政治化便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

个主要特征 ,教育没有独立性、教育也不追求独

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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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Perspectiv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Politics before the Qin Dynasty

LEI Xiao-yun

( Institute of High E ducat ion , HUS T , Wuhan 430074, Ch ina )

Abstract: One of the impor tant cha racteristics o f Chinese ancient society is that the education and

politics could no t be sepa ra ted f rom each o th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 betw een educa-

tional o rganization and government o rg aniza tion, of ficials and teachers, educa tional actions and politi-

cal needs before the Qin Dynast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histo rical ev 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

tw een educa tion and poli tics , holds that it w as a process f rom an integ ral whole o f the ex ternals and

spiri t to separation in fo rm and uni ty in essence. Then the author researches into the cultural causes of

educa tion and po li tics as a w hole, brings fo rwa rd tha t some ideas, as“ na ture and man as a w hole” ,

“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 , and the metaphorical way of thinking a re the cultural reasons which led

to the close relationship o f education to poli tics in Chinese ancient society.

Key words: rela tionship betw een education and po li tics; nature and man as a who le;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 metaph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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