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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期率先提出新型天人理论的是董仲舒。董

仲舒的天人理论是在吸收和总结前人天人理论的基础上

实现的，它一经提出便立即受到了汉武帝的重视，考察其

内容不仅仅是因为这一学说有着丰富的理论的形态，更

重要的还在于，其理论暗合汉武帝大一统的心意，在追究

神学政治的基础上，通过为新王立法 #神化君主 (，提升着

君权至上的质量。鉴于以往人们对这一问题缺少足够的

认识，本文打算就董仲舒的天人理论与君权神授的关系

作一些必要的澄清，以求教于方家学者。

一、董仲舒天人理论提出的文化背景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学是汉武帝时期最有影响的

天人理论，这一学说得以昌明首先是它适应了新的政治

需求，高祖刘邦建汉实行郡国并行制，经历惠、吕后、文、

景数朝后，地方割据与中央集权的矛盾日趋尖锐，平定七

国之乱后，虽然使矛盾得到暂时的缓和，但潜在的危机并

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地方割据与中央集权的矛盾说

到底是君主所尊与皇权所贵的问题，由于这一问题在前

代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样，要在各个领域贯彻大一统

的意志，实施有效的统治就把确认君权至上的内容提到

了议事日程。建元元年 #前 ’!& (，汉武帝即位以后，首先

面临的，同时又是最为棘手的就是这一问题。

汉武帝即位后，“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汉书

·董仲舒传》(，这一举措所发出的信号是，一场大的政治

改革即将开始。在举贤良对策时，董仲舒献策道：“诸不在

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同上 (此

可视为汉代的学术由倚重黄老术向儒学转移的开始。汉

武帝虽然十分欣赏董仲舒 “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同上 (
的建议，但有碍于笃信黄老术的窦太后，没有立即采纳。

史称：“窦太后崩，武安君田$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

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 《春秋》为丞相，封

侯，天下学士靡然乡 #向 (风矣。”#《汉书·儒林传》(窦太

后去世，在汉武帝的主持下，一场声势浩大的尊儒运动立

即在全国展开了。

汉代尊儒始于董仲舒，当时参加对策的贤良文学之

士有数百人，为什么汉武帝偏偏要垂青于董仲舒-东汉时

期王充道出了其中的秘密：“儒生⋯⋯长于匡救，将相倾

侧，谏难不惧。⋯⋯董仲舒表《春秋》之义，稽合于律，无乖

异者。”#《论衡·程材》(就是说董仲舒迎合了汉武帝“欲

闻大道之要”#《汉书·董仲舒传》(的需要。据《汉书·董

仲舒传》记载，汉武帝关心的 “大道之要”主要有四个方

面：其一，如何保证汉家天下 “传之无穷而施之罔极”：其

二，如何“法先王”，实现改制。“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

作乐而天下洽和，百姓同之”；其三，“灾异之变何缘而

起-”应如何看待上天发出的警示；其四，如何才能做到

“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

生”- 这四个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通过探究天人之间的

关系来宣示君权神授，追求大一统的实现。对此，董仲舒

心领神会，“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

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己行之事，以

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

先出灾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

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

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

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

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 #立 (有效者也。”#《汉书·

董仲舒传》( 这一段话是董仲舒针对汉武帝 “欲闻大道之

要”的引子，其中心意思是，《春秋》是衡量天下的标尺，要

在各个领域完成大一统的事业，就必须关注天与人的定

位。“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春秋》大

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

传》( 董仲舒崇道的目的是为君权神授寻找理论的支撑

点，汉武帝登基以后一直在寻找一套以神权明君权的理

论，所以，当董仲舒的天人学说从理论上解决了汉武帝难

以解决的问题时，其学说因此受到汉武帝的重视则是必

)摘 要 * 董仲舒的天人理论是以《公羊春秋》为基础，结合阴阳五行说而提出的。为深化其天人理论的

内涵，顺应大一统的要求，董仲舒以《天人三策》迎合汉武帝的需要，又以“三统说”为新王立法。“法天”是董

仲舒天人理论的重要支柱，“法天”的目的是通过鼓吹君权神授，以宗教神学强调君主的至高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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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进而言之，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学之所以战胜黄

老学说成为汉代的官方学术，主要是因为董仲舒通过重

新厘定天人之间的关系，解决了汉武帝所面临的尴尬或

理论上的困境，以君权神授的形式肯定了皇权至上的内

容。

董仲舒所学的 《春秋》系 《公羊春秋》，《公羊春秋》在

解释“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时写道：“元年者何#君之始年

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

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开卷

明义，《公羊春秋》把“大一统”视为治理天下的最高原则，

由此出发，“董仲舒迎合武帝法定‘大一统’的帝国所应有

的‘大一统’的世界宗教的雄图，把‘天’妆点成至高无上、

主宰人间的、有人格、有道德意志的神。”$ % & 应该看到的

是，董仲舒的天人理论虽取自于公羊学说，它对当时流行

的阴阳五行学说即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亦有所吸收，故清

人唐晏指出：“仲舒之学亦偏乎五行阴阳之术。”$ ’ &即董仲

舒的天人理论实际上是 “把儒家的以道德情操为基础的

正名主义庸俗化，把阴阳家的五行说唯理化，把汉之代秦

的王朝更替，归结于奉天承运的天道的必然性，把现实中

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说成官制象天的、永恒不变的神

圣机构”$( &。仅就这一点而言，董仲舒的天人理论实际上

为现实政治服务的。

董仲舒天人理论的完善是在公羊春秋学与阴阳五行

说的混融中完成的，这一理论——— 汉代新儒学派思想的

精髓与阴阳五行说的整合出现在汉景帝时期。《汉书·五

行志》云：“汉兴，承秦灭学亡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

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董仲舒的天人理论是为

汉立法而提出的，立法的原则是法天，以天的意志为最高

准则，由于在儒家始祖孔子那里，天一直有自然之天和意

志之天之分 $ ! &，这样，董仲舒要以宗教神学重新阐释天人

关系，要神化天的意志，确认天的一元性，就必须寻找其

它学说作为奥援。当时，在追究天的底蕴方面最富有成果

的是阴阳五行说，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发微天的属性

时，其基本的手段是将其自然现象表述为祥瑞和灾变，将

自然之天寓于天的意志性之中。“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

必先见祥乎下民”)《吕氏春秋·应同》*，阴阳五行家巧妙

地将天的自然属性纳入天的意志性之中，通过宗教神学

般的描述圆满地统一了自然之天和意志之天的区别，此

可谓 “天地广大，尽言天事” )《史记集解》引刘向 《别

录》*。邹衍的阴阳五行说作为董仲舒宣示天的一元至上

性的理论基础，使董仲舒找到了最有利用价值的资源。

董仲舒天人理论的主旨是以神权申明君权，当其它

的学说不足以肯定天的意志性时，董仲舒的天人理论向

阴阳五行说倾斜则是必然的 $ + &。在董仲舒那里，他的“天”

主要有四个层面组成：其一，天是至高无上的，“入岁首，

必以正月上辛日先享天；乃敢于地，先贵之义也”)《春秋

繁露，郊祭》*；其二，天是有意志性的，“命者，天之令也”

)《天人三策》*：其三，天是万物之祖，“天者，群物之祖

也。故遍复包函而无所殊”)《天人三策》*，“天者，万物之

祖，万物非天不生”)《春秋繁露·顺命》*：其四，天是仁慈

的又是十全十美的，“古之圣人，见天意之厚于人也”)《春

秋繁露·诸侯》*，“天地者，万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广

大无极，其德昭明，历年众多，永永无疆”)《春秋繁露·观

德》*。这四个层面是董仲舒建构天人理论的支撑点，其伸

天的目的在于肯定天的至上性和意志性，以便对人行使

绝对的支配权。

那么，如何才能行使天对人的绝对支配权呢#董仲舒

在把天人关系解释为合一关系的基础上，以 “人副天数”

来解释两者间的对应形式，随后，他又将这种对应关系落

实在相互感应的方面。如他写道：“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

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

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

也。观人之体一，何高物之甚#而类于天也。”)《春秋繁露，

人副天数》*又认为：“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

而起也。⋯⋯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

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

起。”)《春秋繁露·同类相动》*这种感应关系落实到人事

方面就是“谴告说”，董仲舒又指出：“天地之物，有不常之

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

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

⋯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

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

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

不欲陷人也。”)《春秋繁露·必仁且知》*“谴告说”是董仲

舒传达天意于人事的中介环节，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它

与阴阳五行家鼓吹的 “灾异说”之间的联系，在这一环节

中，董仲舒强调着人事的安排取决于天，即通过“法天”将

皇权与神权绝对地统一在一起，可以说，他对天神秘属性

的宣示是在为皇权至上寻找护身符，其天人理论的主旨

是为解决为汉立法而提出的。

二、《天人三策》与君权论

董仲舒受到汉武帝的青睐是因为他提出了 《天人三

策》，《天人三策》是董仲舒发表天人理论的重要文献。台

湾学者雷家骥先生在评价 《天人三策》的思想价值时指

出：它“是儒学或竟为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然

而，雷家骥主要是从天人理论史的角度来肯定 《天人三

策》的，但实际情况是，董仲舒的天人理论引起汉武帝的

重视，主要是因为他的 “对策”切中了汉武帝以神权为君

权 )皇权 *张目的心意。换言之，董仲舒的天人理论以尊天

)贵天，神化天 *为逻辑起点，其天人关系是建筑在为皇权

服务的基础之上的。在这里，董仲舒通过“法天”来神秘皇

权，一方面他把君主视为天命的执行者，另一方面又强调

君主对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两者的有机结合便构

成了其天人理论申明君权的思想基础。

董仲舒的天人理论中，“人”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

民 )臣 *，一是指君，君臣间的对应阐释着“以人随君，以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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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天”#《春秋繁露·玉杯》$ 的等级关系。在传达天命方

面，君主是天之元子，区别于一般的臣民，故董仲舒说：

“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此人之所以贵也。”

#《天人三策》$ 由于这里的 “人”有两层含义，又由于董仲

舒竭力宣扬天的至上性，这样，在他的刻意安排下，受命

于天的就只能是君主 #王 $ 一人，他甚至任意曲解 “王”字

的本义，将它与天命联系在一起，说：“古之造文者，三画

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

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

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时而成之，法其命而循之诸

人。”#《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在这里，“道”是指天道，是

指天的意志，能 “通其道”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这一条

件，而是只有王 #君主 $，因此，董仲舒的“人”作为与“天”

相应的概念其重点是为了诠释君权，宣扬皇权至上。

为达到宣示君权的目的，董仲舒在表达上终始强调

君权 #皇权 $受天监护的内容。所谓受天监护，它是由监和

护两个层面构成。监是讲对君主的监视和监督，要求君主

依道而行，以天志为准则。“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

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

变，而伤败乃至。”#《天人三策》$护是讲天对君主的保护

和关心，“天心之仁爱人君”，“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同
上 $，天对君主的仁爱呵护推及到君权，君权也是受天保

护的。宣示君权的前提是贵天，在贵天方面，董仲舒将伦

理道德引入他既定的宗教神学之中，在天与君主之间建

立起父子关系，他指出：“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

以孝道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为强化这一意象，

他又指出：“为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为可。今为天

子而不事天，何以异是% 是故天子每至岁首，必先郊祭以

享天，乃敢为地行子礼也。”#《春秋繁露·郊祀》$将父子

关系引入天与君主的关系当然不是董仲舒的个人发明，

但在与 “惟天子受命于天”#《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的契

合中，把伦理关系转化为神学政治的根本依据则是董仲

舒天人理论的重要支撑点。这就告诉我们，董仲舒以父子

关系贵天同时也有贵君的所指，神化天的至上性同时也

有神化君主威权的倾向，因为君权的宣示是以 “法天”为

准则的，君主受命于天，在人间行使治人的权力，它的本

质是确认君君、父父、臣臣、子子的等级秩序。

“事天以孝道”，“孝”是讲顺，是说顺从天命。何为命%
董仲舒以 《公羊春秋》为其学说的原点，通过 “上揆之天

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指出：“天令之谓

命，命非圣人不行。”#《天人三策》$这样，他就巧妙地把君

主在事天方面的重要责任突出来了，从而使他的“王者承

天意以从事”、“王者上谨承天意以顺命”#同上 $的主张得

到深化，同时也有效地把君主与臣民在顺天命执行不同

的职能方面有效地区别开来了。以孝道事天的主旨是如

何为王道的问题，董仲舒在 《天人三策》中这样写道：“臣

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春者，天之所为

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

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

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

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

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

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

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

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

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

先王莫之肯为也。”在这里，“《春秋》之文”所诠释的对象

是 《春秋》“春王正月”，董仲舒将天道与阴阳联系在一起

强调“天之任德”，进而推及到人事#为王道者 $，把王道落

实在“任德教而不任刑”方面，其目的旨在申明“王道任阳

不任阴”，以“三纲五纪”#伦理道德关系 $来迎合君主建立

权威的需要。他的这一思想亦在《春秋繁露·基义》中得

到全面的展示：“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

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有

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其

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

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

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

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

功，有所兼之义。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

夫，阴兼功于阳。⋯⋯阳之出也，常县于前而任事：阴之出

也，常县于后而守空处，而见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

任刑也。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天为君而复露之，

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大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

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天

出阳为暖以生之，地出阴为清以成之。⋯⋯然而，计其多

少之分，则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其与刑罚，犹此

也。故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以此配

天。”从道德伦理方面安排政治秩序的依据是宗教神学，

在这里，董仲舒宣示君权的基点是讲神权、皇权和父权三

者间的天然配合，其基本原则是在贵天的基础上贵君，进

而神化君权。

还需要特别地指出的是，君权受天监护也是董仲舒

君权论的要点。君权受天监护是一柄双刃剑，在贵天的前

提下，它既有神化君权的一面，又有限制君权的一面。因

为这样的原因，汉武帝对董仲舒的君权论亦采取了合己

者用之，不合己者去之的态度。如董仲舒迎合汉武帝心理

大谈王者受命于天，鼓吹改制，并将改制具体落实到改革

礼乐、教育、吏治诸方面时，汉武帝因其符合宣示君权神

授的要求，对此，他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并把改制的实践

活动提到议事日程，进而为其实现作出长达&’ 年的努力

( ) *。又如董仲舒以阴阳五行学说结合公羊春秋学的大一

统阐释天道，炮制出一整套的新王理论，而汉武帝因其符

应汉代，是为汉立法，故予以赞赏。再如，董仲舒的“推明

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汉书·

董仲舒传》$ 的主张也曾得到汉武帝的支持。但董仲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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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理论又有限制君权的一面，故没有被汉武帝全盘接

受。《汉书·董仲舒传》云：“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

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

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先是辽东高庙、

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

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

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犬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

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对于汉武帝来说，他所关心的天

人理论是借助于神权隆君权，而董仲舒的灾异说却有限

制君权的一面。如他曾这样写道：“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

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

之而不知变，乃为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

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春秋繁露

·必仁且知》$这一主张本来是董仲舒为新王政治张目的

理论，问题是把它放到“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的背景

下，其灾异说便有指责君主的味道了。因此，董仲舒被投

入大狱虽有些残酷，但它表明汉武帝热衷的天人理论是

以神权张扬君权，而不是以神权限制君权。对此，清人唐

晏看得十分清楚：“儒者所以欲知天道者，考求政事之缺

失，弭阴阳之错行而已。然而董仲舒以言天灾而下狱，⋯

⋯夫岂不然%然而适以自祸也。况《春秋》一经，本不必参

以祸福异说，大义昭然，圣心固自有在也。乃或更参以不

可究诘之论，而途径愈荒，则不止于自祸，且祸及家国天

下矣。”& ’ (

三、董仲舒与“三统说”

汉初最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是邹衍的五德终始说，

到汉文帝刘恒时，公孙臣、贾谊等以此为依据倡言改制，

改制亦非改道，而是针对前代的弊衰进行救扶。说到底，

它是为新王政治服务的，即通过解决宇宙万物与人类历

史政治的形上根基使天下一统于新王。今天，邹衍的著述

大都散佚，他的学说主要在 《吕氏春秋·应同》中得到保

存，其说在表述天的运行规则时按照土、木、金、火、水五

德相克的原理循环，与此相对应的是，人间政权的兴盛与

更替也按照这一规律运作。雷家骥在评价五德终始说时

说：“其说就史学上来看，属于一种循环论、预定论和动力

论，目的在探究本体世界的变动，而将人文的变动世界，

与自然的变动世界揉合为一。理论上，这种学说将政权的

转移和历史的变动之最终力量归诸于天。天有意志和规

则，政权是否要兴废由天之意志作决定，至于其兴废则依

一定的天之规则来进行——— 此即符应若兹和五行运转的

理论所本。探求天之意志即是探究历史变动的终极原因

和动力的发生，探究天之规律即是探究历史变动的方向、

轨迹和型态。”& " ( 雷家骥的论述极为精辟，作为汉初极有

影响的一种天人理论，五德终始说受到汉代君主的青睐，

其原因在于它适应了汉代神学政治的要求。然而，这一理

论只讲五行相克，其形态并不完美，因为五行除了相克之

外，还有相生的一面。对此，董仲舒在吸收邹衍学说的基

础上又提出了相生的理论，并将其发明的事天如事父的

概念引入其中，他指出：“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

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

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

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春秋繁露·五行之义》$
这种相生的理论配合五行相胜即金胜木，水胜火，木胜

土，火胜金，土胜水，不但使其终始循环趋于更加严密，而

且还突出了 “土”在五行中的中心位置，进而把 “父子之

序，相爱而布”#《春秋繁露·五行之义》$的伦理道德意义

寓于五行相生之中。

五行与五德的相配主要是讲天的运行，“天”是神圣

的上帝，自然是永远正确的，由此派生出来的“天道”当然

也不会错，问题是在“法天”的过程中，人往往会处于有所

失的状态，如因“道之失”产生流弊，导致制度上的衰乱。

那么，如何才能扭转制度上的衰乱呢%董仲舒主张应全面

地推行改制，如他指出：“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

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

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

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

上同也。⋯⋯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

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由是观之，继治世者其

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

文致，用夏之忠者。”#《天人三策》$董仲舒将改制归结到

文、质方面，并以忠、敬、文三种形态强调循环传递，其“三

统说”的可操作性显然比五德终始说更为简洁。应该看到

的是，“三统说”是以公羊春秋学为依据，是在糅合阴阳五

行学说的基础上实现的，因此，董仲舒特别地看重《春秋》

“春王正月”的大义，以为“《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

于正”，“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

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正”成了董仲舒以神权宣

示君权，鼓吹皇权至上的必不可少的元素。

因 “道之失”而提出的 “三统说”，在讲三代救弊时表

现出忠、敬、文的特征，由于这三种形态是针对三代 “法

天”的实际情况而总结出来的，它给新王政治拟定着 “正

王道”——— 师法圣人或先王的方案，然而，这三种形态毕

竟有些抽象，为了使忠、敬、文具象化，董仲舒又以黑、白、

赤三色各代表一统，诠释它们在文化时序上的终始循

环。为此，董仲舒指出：“三正以黑统初，⋯⋯斗建寅；⋯⋯

正白统者，⋯⋯斗建丑；正赤统者，#斗建子。$⋯⋯古之王

者受命而王，改制称号，正月，服色定，然后郊告天地及群

神，⋯⋯然后感应一。⋯⋯三代改正，必以三统。”#《春秋

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三统 “递数三而复”#同上 $，即从

建寅、建丑、建子递数而返，其运作方式直接取自于邹衍

的五德终始循环。相比较而言，在为新王立法方面，“三统

说”似乎比“五德终始说”更有魅力。“为天数者必通三五”

#《史记·天官书》$，旧王被新王取代即旧统被新统取代

之时，也就是新王加入三统之时。旧王退出三统便不能再

称王，而应该称帝；帝有五帝，新帝进入五帝的序列后，五



·!"·

帝中有一帝率先退出。“绌三之前日五帝，迭首一色，顺数

五而相复”#《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五帝之前又有

九皇，“绌为九皇，下极其为民”#同上 $。“三五”定数不变，

但 “逆数三而复”，新王始终在三统之首，例如，周代的三

统为周、殷、夏：孔子为 “素王”，以 《春秋》继周而王，《春

秋》新王之三统时在退出夏之旧统而实现的。所以董仲舒

又指出：“天子命无常，唯命是德庆，故《春秋》应天作新王

之事，时王黑统，正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本来，“汤

受命而王，天变夏作殷号，时正白统”#《春秋繁露·三代

改制质文》$，照此循环，周得赤统以后，秦应该得黑统，然

而，汉一直自称得赤统，如《史记·高祖本纪》有刘邦以赤

帝子斩白帝子 #象征秦 $之说，《史记·封禅书》曾记载道：

“汉兴，高祖之微时，尝杀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杀

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祷丰%榆社，徇沛为沛公，则祠蚩尤，

&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与诸侯平咸阳，立为汉王，因以

十月为年首，而色上赤。”这就是说，汉得赤统，秦为白

统。但周为赤统，大汉继周，按三统循环之说，在周之后，

秦之前应有黑统的存在。董仲舒当然知道他的“三统说”

在此是不严密的，因而他在 《天人三策》中一再地声称：

“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又声

称：“故 《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

也。”这样，孔子得黑统而成为空王 #素王，未真正行王之

事 $，托《春秋》行一王大法便补足了“三统说”在实际操作

中的漏洞，同时也突出了孔子作 《春秋》为汉立法的主

意。

“三统说”的原则是 “法天奉本，执端要以统天下”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法天奉本”谈论“明乎天

统之义”#同上 $，董仲舒将其称为“统三正”。“正者，正也，

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应，正内而外应，动作举措，

靡不变化随从，可谓法正也”，因此，要宣示新统受命于

天，首先应从改正朔入手。改正朔即通过制月改历以应

变，天统气化万物，随制月改历而来的是易服色，物见萌

达，因而应有一正色作为代表，这就是董仲舒所说的 “历

各法而 #其 $正色”#同上 $。三统法正，以黑、白、赤为三正

色，三统因之又称黑统、白统、赤统，新王兴则必建新统，

因改正朔则必须易服色，否则，名实不符既无法得天统，

也无法建新统。进而言之，改正朔、易服色是应天之变，应

天之变还反映在礼乐之变方面，所以，董仲舒说：“礼乐各

以其法象其宜。”#同上 $即礼乐因改正朔、易服色而随之

变化。法天而立的新统区别于旧统之处，其标志在正朔、

服色、礼乐方面，而正朔、服色、礼乐方面的变更则连带出

易官名、法制度等一系列的活动，它们合在一起便完整地

传达着改制的内容，宣示着新统受命于天，而非继人的终

极目标。

董仲舒的 “三统说 % ”是为新王政治服务的，为突出

新统不袭旧统而独当一统的意义，他除了主张“逆数”外，

还提出了 “通三统”的思想，“通”是讲 “承受”，“治国者以

积贤为道，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主。精积于其本，则血气

相承受；贤积于其主，则上下相制使。”#《春秋繁露·通国

身》$ 进而言之，这里所讲的 “通”，其关心对象是新王，它

证明了新王加入三统的合法性。事实上，三统除可用忠、

敬、文以及黑、白、赤表示外，还可以天、地、人代表之，其

学说是以法天、法先王为新王政治寻找承天受命的理论

依据。“通三统”是在肯定三统框架的原则上讲三统迁流

的可变性的，三统之变是应天之变，应天之变集中地反映

在制度之变上。为简明制度之变，董仲舒又将其表述为文

质互变，“一商一夏，一质一文。商质者主天，夏文者主

地。⋯⋯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阳，亲亲而多仁朴。⋯⋯主

地法夏而王，其道进阴，尊尊而多义节。”#《春秋繁露·三

代改制质文》$ 历史按文质互变之律而循环，董仲舒结合

阴阳学说谈论文质，旨在说明其互变的关系是一种相互

补救的关系。

“天子命无常，唯命是德庆”#同上 $，天命无常，唯德

是亲。旧王无德，天命改之：新王有德，天命授之。那么，为

什么还要“具存二王之后”#同上 $呢&从表面上看，以百里

之地封前二王的后代满足着三统的形式；从深层看，以前

二王之后续前二代之统绪则有以二王后为鉴，明天下非

一姓所独有之义。它给新王提出的警示是，天命无常，必

须敬畏之；天佑有德，只有不断地修德才能顺天意、治天

下。这一理论是董仲舒依据《公羊春秋》而发挥出来的，它

的意图是要说明王者的统治不是永恒不变的，因此，环绕

改制这一中心而进行的为新王立法，都毫不犹豫地视敬

天命为新王政治的最高原则，也是唯一的原则。

综上所述，董仲舒的天人理论是以 《公羊春秋》为基

础，结合阴阳五行说而提出的。神权宣示君权是董仲舒的

出发点，为深化其天人理论，董仲舒一方面以《天人三策》

向汉武帝献策，另一方面又以“三统说”为新王立法。他所

做的这一切——— 建立新型的天人关系，唯一的目的就是

为汉家天下作长久计，因为这样的缘故，他的天人理论引

起了汉武帝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成为汉武帝时期最有影

响的天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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