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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不等于“孔家店” 

— 孔子思想中的“民主”、“仁学”等积极因素 

是怎样被改造成为“孔家店”的 
 

李凌 

 

孔子思想有民主因素，有根据吗？有根据。当然，这个民主是打上

引号的“民主”。它不是现代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的意思（对两千

多年前的孔子提出这样的要求也是非历史主义的），孔子的“民主”只

是指民主作风，反对“一言堂”，提倡听取不同的意见。 

试看《论语·子路》记载：鲁定公问孔子，有没有一言而丧邦的。

孔子回答说：国君之言，“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黄式三评语：“言莫予违，则谗谄所蔽，祸患所伏，而人莫之告，自古

丧国之祸，多由于此。陆敬舆所谓天下大虑，在于下情不通，所谓失于

戒备，逸于居安，惮忠鲠之拂心，甘谀诈之从欲，不闻其失，以致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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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评语说得很透彻。 

孔子的这句话，是否是一时的偶兴呢？不是的。在思想方法上，他

是一贯反对一言堂，要求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的，他以身作则：颜回

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但他把孔子的话当作“句句是真理”，从不敢提

出不同意见。对此，孔子是不满的。孔子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

吾言，无所不说（悦）。”（《论语·先进》以下引自《论语》的，只

注篇名）有一次，子夏问诗，孔子回答以后，子夏能进一步发挥，孔子

十分高兴，说：“起（启）予者，商（子夏）也。”（《八佾》）承认

学生的话，对自己有所启发。 

又一次孔子带着学生经过另一个学生子游管理的武城，听见了有弦

歌之声，孔子微笑着批评子游说“割鸡焉用牛刀”，意思是说，管理武

城这样的小地方，不必弦歌学礼乐。子游就用孔子自己讲过的话反诘他。

孔子当即承认错误，说：“偃（子游）之言是也，前言戏之矣。”（《阳

货》） 

又一次，孔子说错了话，别人提醒他，他马上说：“丘有幸，苟有

错，人必知之。”（《述而》） 

最有趣的是“子见南子”这一章。“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矢

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这 23 个字的短章，可谓绝妙好

词，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此时孔子正和他的弟子们访问卫国，

时卫灵公在位，南子是他的夫人，美而淫乱，在外面名声不太好。孔子

应邀见了她，学生子路就很不高兴了，怒形于色，可能还出口批评了他，

所以才逼得为师的孔子指天发誓，可能还红着脸说，如果我有什么邪心、

邪念，让老天爷惩罚我！惩罚我！此章见于《论语·雍也》，而不是其

他人的杂记，应是十分可靠的事实。从此章看出，学生们尊敬孔子，但

也可以批评甚至责备他，逼得他不得不指天发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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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材料也说明，孔子本人是愿意接受批评的，发现了错误马

上就能承认。夫子“四绝：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

他反对主观臆断、武断、僵化固执和自以为是。他主张“众恶之，必察

焉；众好之，必察焉”（《卫灵公》）。然后做出判断，而且要“多闻，

择其善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述而》）。 

孔子曾位居大司寇（并曾摄相事），在当时已经被认为是知识丰富

的名人，许多国的国君和当时著名的人物都曾向他请教。但他仍然很谦

虚，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

也”（《里仁》），即见了道德高尚、知识丰富的“贤人”就要向他“看

齐”（即努力学习他），见了不贤的人就反思自己有没有和这个不贤的

人相同的缺点，要加以克服。 

他还有辩证的思想：“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

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他承认自己无知，“空

空如也”，他从提问的人的实际出发，对问题的正反两方面进行探讨，

从而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把问题阐发明白。 

这些观点对后世以至当代都很有意义。 

请再看下面一段《左传》中关于郑子产的文字：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如何？”

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论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

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

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

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子产是郑国的执政，他的这套理论和现代西方某些社会学家所谓的

“社会安全阀”理论相仿，这个理论把社会比作一个汽锅，汽锅必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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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安全阀，当汽锅内压力到一定程度时，阀门就会自动排气，以减轻

汽锅内的压力，否则，汽锅就会爆炸。同样道理，国家也应如此，应该

让人民有自由批评行政当局的权利（排气）。有问题及时发现，及时解

决，否则，问题成堆，积累起来，就会爆炸。这套理论没有提到“人民

是国家的主人”这个根本问题，但从管理学方面，是很有价值的。两千

年前的子产就认识到这点，是难能可贵的。 

孔子对此又是怎样评价的呢？ 
 

仲尼问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1 
 

孔子一向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是不轻易以

“仁”许人的。他的最得意的弟子是颜回，但孔子说颜回只能是“其心

三月不违仁”，至于其他的学生就只能偶尔有点仁心了。又如：“子贡

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

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雍也》）“圣”是“仁”之顶点，这

样的“仁”连尧舜也未必达到，而孔子因子产“不毁乡校”，就认为子

产为仁，说明孔子非常赞赏子产的思想和行为，也说明，孔子思想中的

“仁”的概念，不只包括“仁者爱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等内容，

而且也包括政治上的宽容、不要钳制舆论的道理。 

孔子的思想中有浓厚的保守色彩，他主张尊王室，强公室，主张保

持上下尊卑的等级剥削制度。但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激烈的阶级对

抗，人的价值逐渐被认识，民本思想逐渐萌芽。这在孔子的前驱管仲和

子产等人的言行中已有表现。孔子进一步提出了系统的“仁”的学说。

仁，这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论语》中有 109 处提到仁字，是孔子谈得

最多的问题。何谓仁？说法不尽相同。但最基本的是承认人的价值，要

                                                              
1《左传·襄公 3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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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尊重人，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泛爱

众，而亲仁”（《子罕》）。过去有人说，孔子说的“人”，是专指奴

隶主贵族，而不包括劳动者。这是不对的。例如“厩焚，子退朝曰：‘伤

人乎？’不问马”（《乡党》），这表现了孔子重人轻马的思想。这里

的“人”当然指养马人一类的劳动者，而不是贵族。养马人当时称为“圉”，

据《左传》昭公七年记载：当时的社会等级次序是：王、公、大夫、士、

皂、舆、隶、僚、仆、台、圉、牧。士以上是奴隶主或自由民，皂以下

是奴隶。而圉则是奴隶的最下层。据《曶鼎铭文》记载：当时五个奴隶

才能换一匹马和一束丝。奴隶的地位是很低贱的。这一章说明孔子对

“人”的尊重。孔子还把爱人作为治国的原则。“子曰：‘道（导）千

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学而》）。他把“博施于民而

能济众”看作治国的最高标准（圣），连尧舜也未必能做到（《雍也》）。

他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百姓的利益和国君的利益是一致的。“百姓足，

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因此，要“因民之

所利而利之”（《尧曰》）。他反对过分的徭役和剥削。他说：“君子

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左传·哀公十

一年》）。他的弟子冉求为富于周公的大贵族季氏“聚敛而附益之”，

孔子非常生气，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

其爱憎态度是异常鲜明的。他还强调“使民以时”（《学而》）。他说：

“苛政猛于虎也”。他反对人殉，把象征人殉的俑都看作是“不仁”，

他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 

这些，都是孔子重视人的价值的表现，是孔子思想中的积极因素。 

五四时期，吴虞在《新青年》杂志上抨击孔子，他认为孔子是提倡

君主专制的罪魁祸首。吴虞说：“孔氏之徒，湛心利禄，故不得不主张

尊王，使君主之神圣威严不可侵犯，以求亲媚。”因此他提出要“打倒



  6

孔家店”。五四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有振聋发聩的伟大作用，吴虞是

五四运动中的闯将，他猛烈向封建礼教冲击，是有积极贡献的。但他认

为“孔氏之徒（孔子等人）”主张尊王，使君王之神圣威严不可侵犯，

则是一种误解，他没有把孔子的思想和后儒对孔子思想的改造区分开

来。 

马克思说：专制制度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

人不成其为人。”2 如前所述，孔子的仁学思想恰恰是主张重视人，要

求把人当作人。这和专制制度的原则是正好相反的。 

认为孔子提倡君主专制主义的人往往拿孔子答齐景公的一句话为

依据。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其实，孔子说这句

话的本意是为了“正名”，即要求君、臣、父、子都要名实相符，各尽

自己的职责。至于这些职责是什么，当时孔子没有说明。因此，不同的

人就可以有不同的解释。齐景公听了以后，十分高兴，他说：“善哉！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安得为食诸？”他

认为臣、子对君、父的职责就是纳粟，这是一种解释。汉儒董仲舒提出：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即认为，君、父、夫对臣、子、

妻有至高无上、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这又是一种解释。唐代大文豪韩

愈也附和这种说法。他在《原道》一文中说：“是故君者，出令者也，

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丝麻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

者也，……民不出粟米丝麻作器皿通财货以事上，则诛。”如此等等。

因为，这些解释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历代君主都乐于采用和

宣扬，并把这个观点，强套在孔子身上，其实并不符合孔子的原意。 

在孔子时代，忠字主要并不表示只是忠于君主，更不是愚忠。统观

《论语》，提到“忠”字的有 15 篇共 17 处。其中谈到忠君的只有两处。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4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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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处是《为政》篇提到“孝慈则忠”。包咸注：如“君能上孝于亲，下

慈于民，则民忠矣。”这里，首先要求国君下慈于民，然后民才能忠君。

另一处见《八佾》篇：“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

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同样，臣事君以忠，也是要以

君使臣以礼为先决条件。在《论语》中，孔子从未说过臣下要盲目顺从

君主，君主对臣下可以生杀予夺的话。相反，孔子认为，国君之言，“如

不善而莫之违也”，就有可能导致丧邦之祸（见前引《子路》）。对君

臣两者的关系，孔子首先要求当国君居上位的要守礼，要以身作则。他

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

莫敢不用情”（《子路》）。“政者，正也。子帅以政，孰敢不正”（《颜

渊》）。“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子路》）。他还说：“修己以安百姓”（《宪问》）。

孔子认为，当国君居上位的必须“好礼”，必须“修己”，才能使下面

心服，才能安百姓，否则“虽令不从”也。 

臣事君怎样才能算忠呢？应该承认，孔子有尊君的思想：“君有召，

不俟驾行矣”，“入公门，鞠躬如也”（《乡党》）。孔子认为这是臣

对君应有的礼仪。但在君臣的实质关系上，孔子并不主张臣子对国君要

盲从愚忠，他更反对阿谀取媚以逢君之恶。对那些巧言令色的佞人、乡

愿，孔子是鄙视的。孔子说：“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

进》）。就是说，事君以正道，若君所行有过失，即应以道谏正之，如

不听即去位不仕（止）（见王引之《经传释词》）。“子路问事君，子

曰：‘勿欺也，而犯之’”（《宪问》）。孔安国注：“事君之道，义

不可欺，当能犯颜谏诤”。就是说，臣子不可欺骗国君，如发现国君有

不对之处，应犯颜直谏。这就是孔子主张的事君之道即忠君之道。如果

不能这样做，那就不过是“具臣”罢了（《先进》）。所谓“具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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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安国注：即仅“备臣数而已”。 

如果国君失德，又不听劝谏，臣子该怎么办呢？孔子主张：“邦有

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包咸注“卷而怀，谓不与时政。”（《卫

灵公》）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吾道

不行，乘桴浮诸海。”（《公冶长》）这些都表达同一思想。为什么这

样呢？因为孔子认为：“邦有道，谷（孔安国注：‘谷，禄也，邦有道，

应出仕食禄’）；邦无道，谷，耻也。”（《宪问》）“邦有道，贫且

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孔子自己也是

这样实践了的，当他看见季桓子和鲁君接受了齐国的女乐，知道在鲁国

不能行其道，便抛弃了大司寇的高位，率门徒周游列国去了（《微子》）。 

一般说来，孔子是反对犯上作乱的。但是如果遇到像桀、纣一类的

暴君，该怎么办呢？在《论语》中，不见孔子直接明确的回答。但是他

对起兵消灭暴君商纣的周武王和周公表示极端的钦佩崇敬。孔子所主编

的《诗经》中的《大雅·大明》篇就是极力歌颂武王伐纣的赫赫战功的。

孔子还说过：“君者舟也，庶民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段

是《荀子·哀公篇》引孔子的话，虽不见于《论语》，但却是孔子民本

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对后人（如唐太宗）有很大的影响。这个思想，

到了孟子，又得到进一步的阐发。孟子对人民的苦难充满同情，他当着

梁惠王的面指出：一方面国君和贵族“庖有肥肉，厩有肥马”，另一方

面，“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

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之父母也”（《梁惠王》）。

孟子将“仁义爱人”作为人君必备的条件。他说：“仁也者，人也”（《尽

心下》）；“杀一无罪，非仁也”（《尽心上》）。他反对不仁者居高

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离娄上》）。对此，臣下

该怎么办呢？“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尽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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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明确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君

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他比孔子更进一步，

明确肯定对桀、纣一类暴君征诛的合理性：“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

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

下》）。这些正是孔孟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中光辉的

一页。因此，把孔孟说成是我国君主专制主义的罪魁祸首，是与实际不

符的。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春秋末期，当时列国纷争。许多诸侯为了富国强

兵，克敌制胜，都广揽人才，礼贤下士，广开言路，以为己用。“尚贤”

已成为当时流行的政治思想，这就是能够开展百家争鸣的社会政治背

景。士（臣子）对国君可以合则留，不合则去。诸侯中，专制暴君是有

的，但是产生系统的君主专制思想的社会政治条件还没有成熟。当时很

多思想家认为：如果国君失德，臣子可以驱逐他。鲁昭公为季氏所逐而

死于国外。晋的史墨评道：“鲁君世失其德，季氏修其勤，民忘君矣，

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逢，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左

传·昭公三十二年》）这确实是当时流行的思潮，同孟子关于民贵君轻，

“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的论调是很相似的。 

一直到战国后期，诸侯百国只剩下七家，强秦崛起，大一统的局面

逐渐形成，于是产生了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思想的需要。韩非集法家之

大成，绝对忠君的学说这时才应运而生。他主张“人主虽不肖，臣不敢

侵也”。即便像桀、纣一类的暴君，也是不能反对的。他说：“汤、武

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

“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

下之常道也”（《韩非子·忠孝》）。他认为臣子一切都应顺着君主，

要绝对服从。这和孔子的“勿欺也，而犯之”的观点，和孟子“诛一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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纣矣”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韩非的这套理论，大得秦始皇的赞赏。

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看了韩非的书，秦王曰：“嗟乎！寡

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韩非的思想成为秦始皇推行君主专制

制度的理论根据。这说明汉儒董仲舒提出的“三纲”理论“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实源于韩非，并非源于孔子。从秦始皇焚书坑儒

的事实，也可以从反面证明孔子的学说并不适合君主专制制度的需要。 

当然，孔子这一套仁学思想只是反对对下层进行过度的徭役和剥

削，要求适当地改善人民的生活，以缓和阶级矛盾，以便“易于使民”

（子曰：“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民。”见《阳货》），对统治阶级

长远利益是有好处的。但即使这样的理论，也是很难为后世的君主们由

衷接受的。后世的君主们，为了满足其私欲，实行专制的统治，极力压

榨百姓，虽表面上仍称“尊孔”，但实际上反对孔子的“仁学”和“民

主”的思想。历代的儒生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对孔子的思想从各方面进

行改造，以汉代董仲舒提出的“三纲”理论和宋儒提出的“理学”影响

最为深远。虽然仍打着“孔学”、“儒学”、“儒术”的旗号，但在许

多方面已不符合孔子的原意，因此我们必须进行历史的分析，弄清孔子

学说和“孔家店”的区别。 

早在西汉初年，儒家的经学就有鲁学、齐学之分。《汉书·艺文志》

指出：齐学的经师“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董仲舒所

鼓吹的儒术，实际上是“兼儒墨，合名法”，“博采诸家，自成一体”。

例如，前面已经指出，所谓“三纲”的理论，实源于法家韩非。汉宣帝

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汉书·元帝本纪》）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西汉、东汉期间，孔子被逐步神化。《春秋·演孔图》和《白虎通

义》等书，把孔子说成是黑帝之子，身高十尺，腰大十围，前知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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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知万岁等等。因此儒家的经典也被当作谶纬神学，可以据之卜吉凶，

判是非云云。对于这些闹剧，已死去几百年的孔子当然是更不能负责了。 

到了宋朝，由程颢、程颐所创立，由朱熹完成的程朱理学（又称道

学），进一步把“三纲”解释成为天地间永恒不变的法则 — 理（即道）。

朱熹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天地，若无此理

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朱子语类》卷一）同样，

未有君臣父子之先，便先有君臣父子之理。“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

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居今之时，不安今之法令，非义也”（《河南

程氏遗书》卷五、卷二）。人所禀赋的天理产生人的“天命之性”。人

们阶级地位不同，也决定于个人气禀的不齐。朱熹说：“禀得清高者便

贵，禀得丰厚者便富，禀得衰颓薄蚀者便为愚不肖，为贫，为贱，为夭。”

（《朱子语类》卷四）“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朱文公

文集》卷 14）。贵为天子，贱为下民，都是天理命定。因此，作为臣

民，只能绝对服从君上的法令，否则就是非义，就是违背天理。 

程朱为了把理学说成是儒学的正统，把孔孟的仁学纳入理（道）学

的轨道。程颢说：“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他们把天理和人欲绝对对立起来，程颢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

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自明矣”（《河南程氏遗书》卷

24）。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他

要求人们“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朱子语类》卷 13）。寡妇要再

嫁么，这是私欲，当然要灭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只能饿死，也不

能改嫁。清戴震批判地指出：“人之饥寒号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

生，无非人欲”，这些都是和天理（“三纲”）相违背的，因此，也都

是要灭绝的，这就是所谓“以理杀人”。这样，程朱理学虽然打着孔子

的旗号，实际上和孔孟的“仁者爱人”、“食色性也”、“饮食男女，



  12

人之大欲存焉”的思想是相违背的。程朱的这一套对于封建帝王推行的

专制主义当然是十分有利的。所以南宋理宗对之大捧特捧，追赠朱熹为

太师，封国公，并诏令祭孔时要增加二程和朱熹从祀，还下诏国子监刊

印朱熹的书，让天下士子熟读，使程朱理学控制了教育和科举阵地。后

来又经过明清两代帝王（特别是明太祖、3 康熙和乾隆）数百年的推崇，

程朱理学进一步巩固了在全国的思想统治，广泛传播，毒害人民。它鼓

吹绝对皇权，鼓吹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提倡偶像崇拜。它禁锢人民的

思想，反对一切改革。总之，它成为一切顽固势力的旗帜，起到极其反

动的作用。曾国藩提出“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更把“三纲”思

想推向极端。4 

上述材料说明，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孔子有不同的脸谱。而历代帝王

所尊崇的则是经过董仲舒、朱熹等人改造过的孔子。他们适应统治阶级

的需要，把孔子思想中的“民本”、“民主”因素抹煞掉。例如孔子关

于国君之言“如不善而莫之违也”就可能导致丧邦之祸，这个思想就多

被后儒和历代帝王略去不提，以至较少为人所知；他们片面强调孔子说

过的“臣事君以忠”，而抹煞“君使臣以礼”这个前提；也不提孔子“勿
                                                              
3 明太祖朱元璋，虽是贫民出身，但他一登上皇位以后，就极端专制。洪武五年，当他读

到《孟子》书上有对君主不客气的话，就十分恼怒说：“使此老（孟子）在今日宁得免耶？”

下令把孟子逐出孔庙。洪武二十七年，又令人编《孟子节文》，将《孟子》书中关于民贵君

轻等 85 条都删除了，只剩下 170 几条，刻板颁行全国学校，所删的部分“课士不以命题，

科举不以取士”（据吴晗《朱元璋传》）。 

4 曾国藩于同治二年元月二十四日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一封信说：“罗婿性情可虑，然此亦

无可奈何之事，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半言违忤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

纲，夫为妻纲，是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

夫，天也。’仪礼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

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然后才是“尔当谆劝诸妹，

以能耐劳忍气为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功夫”（《曾文正家书·喻纪

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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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也，而犯之”的事君之道，只是要求臣下对国君绝对的顺从；把孔子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句话解释成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把孔

子思想中的保守因素（糟粕部分）加以膨胀、发展；把“三纲”、封建

伦理道德当作儒学的正宗，用来当作巩固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这就是

五四运动中所要打倒的孔家店，这样的孔家店当然是应该打倒，也是必

须打倒的。 

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吃人的封建礼教”、“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提倡民主与科学，起到振聋发聩、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这是主流， 

是必须充分肯定的。但是五四时期的一些领导人也存在形式主义的缺

点，就是认为好的就是绝对的好，坏的就是绝对的坏，对问题没有采取

科学分析的态度。对孔子也是如此，没有把孔子思想中的进步因素和保

守因素区分开来；没有把孔子本人的思想和经过后儒改造的“儒术”区

分开来；没有把孔子和孔家店区分开来。这在当时，群众运动正以排山

倒海的声势，以迅猛异常的速度开展，产生这种缺点是可以理解的，甚

至是很难避免的。但是，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李大钊却又不同。他在

当时对孔子就能采取分析的态度。一方面，他指出孔子是“历代帝王专

制之护符”，必须打倒孔家店；但另一方面，他也承认就当时社会来说，

孔子“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代表其

社会其时代之道德”。只是因为时代变化了，所以孔子学说已“不适合

今日之时代精神”；“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孔子

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

也”。5 李大钊在当时就能把孔子本身与历代帝王和儒生对孔子的歪曲

区分开来，这是由于他已经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缘故。 

在十年浩劫中，“四人帮”一伙搞的所谓的批孔运动是一大阴谋、

                                                              
5  以上引文分别见《李大钊选集》第 77、79、80 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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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骗局。他们的所谓批孔，不过是为了影射、攻击周总理。他们写的许

多文章大都是围绕这个罪恶目的的。因此他们往往采取歪曲史实、断章

取义的手法，不可能对孔子做出正确、全面的评价。他们一伙本身就是

封建专制暴君，他们的暴行比历史上的任何暴君都有过之无不及。因此，

他们对孔子思想中的“民本”、“民主”、“仁学”等因素当然要尽量

抹煞了。 

孔子是一个伟大而复杂的历史人物，他的思想既有精华，又有糟粕，

无论精华和糟粕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认真研究孔子，全面认识

孔子，既不肯定一切，又不否定一切，还他本来面目，这是学术界当前

的一个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