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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学界对于阐释学的热议有重要意义，推出了数量可观的论著，提出了许多具有创造性和

启发性的观点。如张江教授在论文中首次提出了“公共阐释”与“强制阐释”理论。①这些观点

产生了很好的反响，有评论者认为 ：“不妨将‘强制阐释’‘公共阐释’拿来，结合历史学学科的

特点，立足中国历史科学的历史与现实去探讨历史阐释。”②其目标是要形成阐释学的中国学派，

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阐释学体系。为此，不但要深入研究西方阐释学的学术成果，同时必须

深入发掘和总结本国的资源。无论从所阐释经典的重要性、命题的深刻性与鲜明性方面，还是从

传承发展时间的长远性、产生社会效果的强烈性等方面来看，《公羊传》对《春秋经》所作的阐释，

都具有典型的意义。对其阐释的内容、成就和特征，值得进行深入剖析，从而为建构中国阐释学

提供助力。本文即选取影响最大、特色最鲜明的公羊学“三世说”阐释史进行分析，期望引起同

行的关注与讨论。

大力发掘今文公羊学说中历史阐释学的珍贵遗产

在《春秋公羊传》中，“三世说”等主要命题都经历了长期的阐释、推演过程。《公羊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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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具有阐释的特性，原因在于它与《春秋经》之间的关系。孔子所修《春秋经》，文字简略而精密，

表达隐晦，评判极有分寸，通过运用褒贬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左传》成公十四年）。《春秋经》

这种“重义”的特点，在儒学史上意义极为重大，如孟子所评论的，《春秋经》具有纲纪天下的作用，

是“行天子之事”。孟子又说，孔子修成《春秋经》的功劳可与大禹和周公相媲美 ：“昔者禹抑洪

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

《春秋经》文字这么简略，内涵却这么重要而隐晦，这就必须专门加以阐释才能发挥其经典的力量。

于是有以公羊高和谷梁赤为代表的孔门后人专门进行阐释，其成果分别是《公羊传》和《谷梁传》。

公羊学派分析更加深刻，发挥更为透彻，远胜于谷梁学。

《春秋公羊传》的传承始于战国中晚期，原先是口说相传，至西汉景帝时才著于竹帛，署名

的最初传授者即为公羊高。③由此形成了一个推崇孔子为政治家、视《春秋经》为一部政治书的

公羊学派 ；其与西汉末才流传、推崇孔子为史学家、视《春秋经》为一部历史书的《左传》学派，

形成明显迥异的风格。④

《公羊传》使用问答体，凸显了阐释《春秋经》“微言大义”的独特品格。更为宝贵的是，它

奠定了公羊学说这套命题和话语体系的基础，堪称早期中国阐释学领域的成功展现，后代学者即

可依据这些基本命题，包括“大一统”“三世异辞”“夷夏可变论”“拨乱反正，以俟后圣”等，

根据本人的体会而一再加以阐释。此后在历史上对社会进程和学术变迁产生极大影响的“张三

世”“通三统”“华夷一家”“以经议政”等命题均由此推演。为何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呢？其

奥秘在于《公羊传》所概括的基本论题乃关系到华夏民族发展的根本性问题，都有深刻的哲理蕴

涵，与国家民族的前进方向有着密切关联。如“大一统”观念，《公羊传》将之置于开宗明义的

地位，强调要高度重视统一的事业，这就是对《春秋经》“王正月”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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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经过《公羊传》的阐释，要求全体臣民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应绝对服从“天

子”，因此“大一统”便成为指导全中国范围内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意识形态的理论。《公羊传》“大

一统”观中还包含“夷夏可变论”的进步民族观。一些宋明儒者对此很不理解，误认为孔子始终

持排斥“夷狄”的态度，凡儒者就必须固守“夷夏之大防”，实则违背了孔子学说的精义。而这

恰恰是公羊学者坚持要阐明的原则问题，也是中国本土历史阐释学一项了不起的贡献。《公羊传》

既讲“内诸夏而外夷狄”，同时又明确主张“夷夏可变论”，两者都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在古代，

“诸夏”即中原地区处于较先进的社会阶段，应该阻止处于后进阶段的“夷狄”对中原地区的袭扰，

故孔子推崇管仲能联合诸侯、保卫诸夏的功绩。但《公羊传》不是以种族来区分“诸夏”与“夷

狄”，而是以文明或道德进化来区分，所以“夷狄”可以称“子”，可以受到赞许，而“诸夏”如

在文明或道德上倒退了，可视为“新夷狄”。后世眼光远大的公羊学者对此继续推进，使公羊学“夷

夏观”在促进民族间交融、团结方面起到重大作用，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放射出独特的光辉。

《公羊传》宣公十二年 ：“夏，六月乙卯，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楚师败绩。大夫不敌君，

此其称名氏，以敌楚子何？不与晋而与楚子为礼也。”楚当时因后进而被视为“夷狄”，此年楚伐郑，

郑伯肉袒至楚师谢罪。楚庄王于是下令退师，称“君子笃于礼而薄于利”。而此时晋军主将荀林

父恃强向楚请战，结果被打得大败。故《公羊传》赞楚王有礼，进爵为子，而对“诸夏”的晋加

以贬责。又如，《公羊传》定公四年载 ：“吴何以称子？夷狄而忧中国。”“庚辰，吴入楚。吴何以

不称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盖妻楚王之母也。”前因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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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忧中国，故进而称“子”；后因其倒退为“夷狄”之行，故又以“夷狄”视之。《公羊传》所持

的观点，并不认为在“诸夏”与“夷狄”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不以先天注定的“种族”或“血

统”、后天不可改变的眼光来看待“夷狄”，而是以进化的、发展的、可变的眼光鼓励其前进、提

升，因此放在人类文明史上同样是无比珍贵的思想遗产。“拨乱反正，以俟后圣”，则是公羊学派

宣称《春秋经》表达了孔子的政治理想，要重新安排天下秩序，是政治书，“立一王之法”，即为

汉代立法。故在全书终卷有力地点明 ：“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

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⑥以上所论，意在概要地说明《公羊传》的性质是专门阐释《春秋

经》，它所提炼的基本命题确实与华夏民族的演进方向紧密相关，这些论题包含着深邃的哲理和

智慧，凸显出历史阐释的典型性。对于公羊学派的特点，笔者曾将之概括为政治性、变易性和解

释性。⑦“三世说”即公羊学说基本命题和话语体系中的重要一项，本文特意选取“三世说”，剖

析它在历史上所表现的理论活力和产生的深远影响，目的就在于展现公羊学说这一历史－哲学阐

释体系所具有的深厚底蕴和鲜明的经世色彩。

公羊学“三世说”的精彩演进

（一）“三世说”命题的初蕾 :《公羊传》中的“三世异辞”

由于今文公羊学说有其独特的解经路数，公羊学者曾自称“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⑧。

若不把握其话语体系的内在实质，就会不得要领，甚至博学如顾炎武也感慨它“甚难而实非”⑨，

既费事又不通。因此对于《公羊传》的独特旨趣和基本命题须作一番介绍。以上即为此作了必要

的铺垫，往下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重点论述公羊三世说的演进和基本特征。首先论述这一命题

的初期理论形态——“三世异辞”。

《公羊传》所讲的“三世异辞”共有三次表述 ：

公子益都卒。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隐公元年）

三月，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内大恶讳，此其月言之何？远也。所见异辞，

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桓公二年）

《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十四年？

曰 ：备矣。（哀公十四年）

“异辞”指用辞不同。亲见的时代、亲闻的时代、传闻的时代，为何用辞不同？这是因为时

代远近不同，史料掌握详略不同，文字处理因而不同。不仅如此，《公羊传》更有特别的解释 ：“定、

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⑩讲的是时代越近，孔子因惧祸而有忌

讳，故多采用隐晦的说法。司马迁认同这一观点，他发挥说 ：“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

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⑪《春秋》终于哀公十四年，《公羊传》

也有特别的解释，曰 ：“备也。”至此已完备齐全。何休解释说，因西狩获麟，瑞明显现，见拨乱

功成。⑫以上说明两层意思 ：其一，孔子著《春秋》，因所见、所闻、所传闻这三个时代的不同特

点，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书法 ；其二，孔子修这部《春秋》，起自隐公之时，最后到哀公十四年，

才达到完备齐全。这样，《公羊传》再三强调“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就包含着一

个对待历史的很宝贵的观点 ：不把春秋时期视为凝固不变或混沌一团，而是看作可以按一定标准

划分为各具特点的不同发展阶段。这种历史变易观点，在中国“述而不作”风气甚盛的文化氛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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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显示独特的光彩和价值。

（二）董仲舒、何休对“三世说”的大力发展

到了两汉时期，经过董、何的阐释，“三世说”推演成为内涵丰富、具有突出进步意义的

历史进化理论。董仲舒著《春秋繁露》，提出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划分为“所传闻世”“所闻

世”“所见世”三个阶段的理论，《楚庄王》篇说 ：“《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 ：有见、有闻、

有传闻 ；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 ；襄、成、文、宣，

君子之所闻也 ；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

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所见世，记事使用什么书法忌

讳多，因而用词隐晦 ；所闻世，对于事件造成的祸害感受真切，因此记载明确详细 ；所传闻世，

恩惠和感情都减弱，因此记载简略。董仲舒的论述，由《公羊传》的“异辞”发展到比较明确

地划分历史阶段的不同，这是历史认识和阐释层面的显著推进，从而为以后何休提出“三世说”

历史哲学做了准备。

尤其有意义的是，董仲舒“张三世”的历史阶段进化观，是同“通三统”所阐释的新朝代建

立必须实行改制的观点相结合的。《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说 ：“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

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

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意思是，当新王朝代替旧王朝兴起的时候，为了表示自己是

“受命而后王”，是天命所归，就必须“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以有效地实现“一统于天下”。

董仲舒把“三世说”向前推进，是同他推阐的一整套《春秋经》的“微言大义”，如建构大一统、

皇权神授、德刑并举、实行改制等理论体系互相贯通的。在他所处的西汉武帝时期，封建社会关

系正在生成，国力强盛，武帝本人力求施展其宏大抱负，开拓边境，兴造制度，多所设施。董仲

舒推阐的言进化、重改制的公羊学说，正与这一时代需要高度契合，因此公羊学大盛于世，俨然

成为统一意识形态的官方哲学。“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学大兴。”⑬

董仲舒因精通公羊学而拔任江都王相，“为群儒首”。公孙弘也因精于《公羊传》，起徒步而数年

至丞相。其时，《公羊传》确实具有最高理论权威和法律标准双重作用，皇帝诏书策问和朝臣奏

议常常引用其作为持论的根据，而当朝政大事遇到疑难不能解决时，也每每以《春秋公羊传》作

为解决问题的准则。这就是以董仲舒为代表，成功地阐释以公羊“三世说”为中心的理论体系，

而使公羊学在历史上第一次达到鼎盛。

《公羊传》、董仲舒的历史阐释基本命题和范式，被东汉末名儒、《春秋公羊解诂》作者何休

继承发展。何休谙熟儒家学说和阐释学路径，将春秋公羊历史阐释学体系大力向前推进，深化了“三

世说”等基本命题，形成了一套旗帜鲜明的思想体系，大大推进了中国古代言进化、重变革的历

史理论。其主张有利于民族之间的和好、交融，也有利于促进全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向着更加美

好的目标前进，因而《解诂》一书被誉为“比较完备的公羊学派义法的总结”⑭。

上述评价毫无夸大之处。公羊“三世说”经过《解诂》的精彩阐释，成为系统的历史哲学。

何休在儒学史上第一次系统地用“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作为描述社会进化的理论。他在《春

秋公羊解诂》隐公元年注文中，多层次地阐发公羊学派对于历史变易的见解。第一个层次，从孔

子修《春秋》对“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采用不同的书法，证明历史是变化的，不同阶

段有不同的特点。第二个层次，论述孔子对“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还寄托了不同的

政治态度和理想。《春秋》“始于粗粝，终于精微”，因此终篇有“西狩获麟”之笔，何休解释说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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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圣明帝王，天下太平，然后乃至。”“人事浃，王道备。”⑮孔子是以此表示拨乱功成，理想实现。

第三个层次，何休提出了“据乱－升平－太平”的“三世”历史进化学说。他论述说 ：“于所传闻之世，

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

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⑯何休的“三

世说”，包含有国家统一规模、文明程度和民族关系都越来越发展的丰富内涵，到太平世，则达

到空前的大一统，并且实现民族之间平等、和好相处的理想，不再有民族歧视、压迫和战争。在

阶级压迫、民族压迫不断的封建时代，何休却能提出这样美好的理想，说明他眼光远大、思想深刻。

他总结了孔子、韩非、司马迁等人肯定历史向前进步的思想而加以发展，从具体的社会现象概括

出历史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哲理，在理论思维上实现了升华。当代有的学者对此深有感受，认为

何休阐发的“三世说”，与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命题，同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最杰出的成就，

是很有道理的。“三世说”历史哲学成为儒家今文学派宝贵的思想精华，并以其对历史本质的哲

理概括和对未来社会的信心，深深启发了晚清进步的公羊学者，使他们各自结合本人的时代环境

和迫切问题，发展了公羊学说。

（三）晚清公羊学者紧扣救亡图强时代主题的新“三世说”	

自东汉末年至清中叶，公羊学说消沉了一千多年。至清朝嘉庆道光年间，由于社会矛盾的

逐步激化，统治危机日益暴露，公羊学逐步重新受到重视。对公羊三世说实行革命性改造的主

要代表人物是龚自珍。他是考证学大家段玉裁的外孙，但他没有按照外祖父的希望，走古文经

学的道路，而是成为一个批判专制、讥议时政的今文经学家。原因是，他生活在嘉庆、道光年间，

目睹清朝统治急剧地衰落，对于社会矛盾深重、危机四伏有着敏锐、深刻的感受，故选择用公

羊学说唤醒世人，倡导变革。他和魏源一样，对公羊三世说实行革命性改造，论证封建统治的

演变规律是治世－衰世－乱世，“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 ：书契以降，世有三等……

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⑰。他大声疾呼衰世已经到来，“乱亦将不远矣”。从

此，公羊学说同晚清社会的脉搏相合，成为鼓吹变革、呼吁救亡图强的有力武器。龚氏写有一

系列政论，尖锐地揭露专制统治的黑暗残酷，他有力地论证 ：“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

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⑱他还警告统治者，不改革就要自取灭亡，并且形象地用“早时”“午

时”“昏时”来描述三世，指出统治集团已经面临“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到了日

暮途穷的境地，预言“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⑲，时代大变动就要发生了。龚自珍用公羊学来

观察、分析清朝国内的危机。其挚友魏源则进而用公羊学说观察西方侵略者使中华民族生存面

临严重威胁的新局势。他以前“变古愈尽，便民愈甚”⑳的除弊、变革思想，发展到了明确提出“师

夷长技以制夷”㉑的主张。他又发挥公羊变易学说，提出了“气运说”，概括中国历史出现新变局，

因而大力呼吁了解外国，学习外国技术，在沿海设厂造船、造枪炮，发展民用工业。这些都证明 ：

公羊学说使龚、魏成为近代史开端时期站在时代潮流前面的人物，成为中国近代维新改革的先

驱者。

康有为对公羊阐释学作出了更加重大的贡献，他将公羊“三世说”与西方近代政治理论相结

合，构建了维新变法运动的理论纲领。其于 1891、1897 年先后著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

被梁启超誉为思想界之大飓风、火山大喷火、大地震。在《孔子改制考》卷十二《孔子改制法尧

舜文王考》中，康有为提出 ：最得孔子改制精义的，是《春秋公羊传》和董仲舒、何休的书。孔

子创立了“三统”“三世”诸义，处在“乱世”，向往“太平”。社会的发展，是远的、旧的必定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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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新的终将兴起。乱世之后进以升平，升平之后进以太平，社会是越向前越进步，泥古守旧，

注定失败。孔子的升平、太平理想同“民主”政治相通，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朝向共同目标的。“康

有为重新改塑了孔子的形象，六经成为主张改制之书，因时变革，甚至资产阶级的民主理想，都

成为孔子早已树立的传统，那么实行维新变法，改革封建专制政治，就成为效法孔子的、完全正

当的行动，这就进一步为变法运动提供了理论纲领。康有为还把公羊三世说与历史进化观以及资

产阶级君主、民主学说都糅合起来。”“他以阐释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为途径，把所了解到的并且是

中国社会所迫切需要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容纳进去，把公羊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

世’，改造、发展成为由君主专制进为君主立宪、再进为民主共和的新学说，成为维新时期向封

建专制政体和顽固势力进攻的思想武器。康有为阐释的公羊新学说，比起旧的传统思想具有重大

进步意义，因而是近代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理论成果。”㉒

正由于此，在戊戌维新运动高潮期间，公羊学说以“进化”“变革”“拨乱反正”的思想精髓，

回答了列强环伺、民族危机深重形势下所面临的紧迫课题，叩响了爱国民众的心弦，因而公羊学

三世说在历史上再度风靡于世，书写了晚清公羊学复兴的华彩篇章。

公羊学“三世说”成功推阐的深刻启示意义

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在战国秦汉间提出的“三世异辞”的命题，因处于初始阶段而只具

朴略的形态 ；到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大力推阐，将历史阶段明确划分为“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

世”，彰显历史进化意识，并且与倡言“改制”的“通三统说”相结合 ；到东汉末何休著《春秋

公羊解诂》，发展为系统的“据乱－升平－太平”历史进化观，内涵大大丰富，论证人类社会经过

努力将向更加进步、更加合理的阶段前进，并且展现民族间交流融合、“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

美好前景 ；至晚清时期，龚自珍根据救亡图强的时代需要，对其进行革命性改造，阐释封建统治

“治世－衰世－乱世”的新三世说，倡导变革，规划天下大计 ；康有为更把公羊三世说与近代西方

政治学说相结合，论证历史应当经由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的道路，构建了戊戌维新运

动的理论纲领，康有为也因此成为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人物。“三世说”这一核心命题，在漫

长的历史年代经由儒学思想家大胆而精心的持续阐释，竟在西汉和晚清两度风靡于世，对中国社

会进程和学术演进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此岂非阐释学史上令人赞叹的成功篇章？岂非中华

民族历史－哲学智慧的多彩绽放？

我们应当充分肯定今文公羊学说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国本土历史阐释学的珍贵遗产，对其政

治性、变易性、解释性特点大力探讨，对其历史阐释的出色成就、丰富经验进行深入的发掘总结，

从而为构建中国当代历史阐释学科体系、彰显其民族特色提供诸多宝贵启示。这里简要地论述以

下几项。

其一，“阐释”是读懂经典、传承文化、从事各门学科研究所必须具备的思维和理论创造

的途径，是不可缺少的学识和方法，具有“元理论属性”㉓的意义。而“阐释”要对学术和社

会产生重要作用，并且有久远生命力，则必须依赖所阐释的命题、范畴与文化传承、民族发展、

学术演进的基本方向和根本要求相关联。公羊学说在漫长历史时期内连续对“大一统”“张三

世”“通三统”“夷夏关系”“拨乱反正，为后王立法”等作创造性阐释，为我们提供了极为成

功的阐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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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必须吸收不同时期的新鲜经验、智慧，回答新的时代课题，才能不断丰富、提升本领

域阐释学的体系，使之具有活跃的生命力，推动社会和学术前进。如董仲舒的“阐释”适应了西

汉时期兴造制度、加强中央集权、“强干弱枝”的需要，何休因汉代民族关系发展拓宽了视野，

其构建的“三世说”展示了各民族间平等相处、融合发展的美好前景，龚自珍、康有为勇于回答

晚清救亡图强的需要，使新三世说成为晚清时期倡导变革和向西方学习的有力武器 ：这些宝贵经

验和卓荦成就便是有力的证明。

其三，发掘传统阐释学遗产与运用当代学术成果结合起来，才能有更多的创获。如运用“公

共阐释”与“强制阐释”的新观点来考察，清代公羊学存在风格迥异的“议政派”与“经注派”

两派，前者（刘逢禄、龚自珍、康有为等）发扬了“公羊家法”，具有理论创造活力，出色地体现

了理性的、符合逻辑发展的、建构性的“公共阐释”的要求，因此具有震动人心的力量，发挥了

极大的社会作用 ；而后者（如孔广森、陈立、凌曙等）离开“公羊家法”，只从枝节问题着眼，恰

恰陷入“强制阐释”的窠臼，其所为属于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之类，因此在理论上

显得苍白无力。㉔

其四，一个学科、一个领域阐释学的发展，应有提出基本命题的经典著作奠定理论基础。要

有敢于担当、具有理论创新活力的学者起到引领作用，还要造就本学科阐释学的骨干力量，如晚

清刘逢禄大力奖掖龚自珍、魏源，使其成为今文公羊学派的健将，又如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培

养人才，其后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讲授公羊学，为学说的传播大造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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