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儒学是民间儒学尧大众儒学尧草根儒学尧生
活儒学的具体形态遥 数千年来袁中国社会是一个以

农耕文明为主体的社会袁乡村是儒学的原乡袁是儒

学不断发展与新生的根基遥儒学是从乡土文化沃土

中提炼尧升华出来的生存智慧尧人生信仰尧生活方式

和思想学说袁反过来袁儒学是乡村文明的精神支撑尧
价值标准尧行为规范尧生活方式遥 在先秦时期袁儒学

没有民间与官方尧大众与精英尧城市与乡村尧理论与

实践之分遥自汉代起袁一方面袁儒学成为经生文士之

业袁另一方面袁三老制度的设计使儒学成为乡村治

理的方式袁儒学开始有民间与官方尧大众与精英尧乡
村与城市尧知与行的分别遥到明代袁泰州学派崛起于

海滨袁标志着民间儒学尧大众儒学尧草根儒学尧乡村

儒学的真正形成遥 20 世纪袁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

是泰州学派的现代版遥 21 世纪初期袁在山东各地形

成的乡村儒学是民间儒学尧大众儒学尧草根儒学形

式之一袁为推动乡风文明和乡村文化振兴发挥着重

要作用遥

一尧儒学尧民间儒学与乡村
儒学之形成

儒学根源于华夏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遥
孔子野信而好古袁述而不作冶袁与其说儒学是他的创

造袁不如说是他对尧尧舜尧禹尧汤尧文尧武尧周公的文化

传统的承传遥儒学是人学袁是针对所有人的学问袁是
对人之所以为人尧人如何成为理想的人而展开的理

论说明和行为实践遥 在孔子那里袁儒学没有民间与

官方尧大众与精英尧城市与乡村之别遥 他只是野有教

无类冶渊叶论语窑卫灵公曳冤袁不论贵族袁还是平民袁无论

“乡村儒学”的由来与乡村文明重建

颜炳罡

渊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袁山东 济南 250100冤

摘 要院乡村儒学是民间儒学的特殊形态遥 在先秦时代孔子尧孟子尧荀子那里袁儒学没有官方与民间尧精
英与大众尧城市与乡村之分别袁却包涵着向多向度分别发展的可能性遥 作为理论形态的乡村儒学可以追溯

到孟子遥 两汉以下袁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等朝代袁政府推崇的官方儒学和经生文士之业的精英儒学占主

导地位袁然而民间儒学尤其是乡村儒学通过私塾尧家学尧私人书院等不断发展尧深化遥 北宋时期乡村儒学实

现由理论图景到生产生活实践的转化遥真正的儒学民间化运动始于明代遥泰州学派的崛起袁标志着民间儒

学尧乡村儒学尧乡村教化走向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袁完成体系化建构遥 泰州学派因此成为乡村儒学的真正

源头遥 20 世纪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建运动袁作为解决中国强盛问题的一种方案袁是泰州学派的新发展遥 21
世纪初期在山东各地出现的野乡村儒学冶既是儒学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一种实验袁也是一种示范遥
作为一种实验袁它是对儒学在当代社会能否焕发生机与活力的一种实验遥 作为一种示范袁乡村儒学在山东

可做袁在全国也可做曰在乡村可做袁在都市更能做遥
关键词院乡村儒学曰三老曰泰州学派曰乡建运动曰乡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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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人袁还是野人袁野自行束修以上袁吾未尝无诲焉冶
渊叶论语窑述而曳冤遥在孔子学生中袁有孟懿子这样的贵

族袁也有像子张尧冉雍等那样的野贱人冶曰既有如颜渊

那样的穷人袁也有如子贡那样的富人袁还有如子路

那样的野野人冶遥 孔子周流天下袁四处讲学袁并没有

固定的讲学场所袁既可在都市袁也可以在乡村曰既可

在途中袁也可以在居所袁只是随处指点袁随机点醒遥
野孔子游乎缁帷之林袁休坐乎杏坛之上遥 弟子读书袁
孔子弦歌鼓琴冶渊叶庄子窑渔父曳冤遥 野缁帷之林冶野杏坛

之上冶是旷野袁不是今天的讲学报告厅遥 天地之大袁
俯仰其间袁哪里没有学问袁哪里不可以显道尧见道钥
什么人不可以教化钥 哪里人不可以教化钥 哪里有乡

村与都市之分袁 贫富高低之等或者此邦与彼邦之

念钥 这是孔子讲学方式袁也是孔子传道的方式遥
孟子讲学野往者不追袁来者不拒冶袁同样没有大

众与精英尧都市与乡村之别遥 叶孟子窑尽心下曳记载院
野孟子之滕袁馆于上宫遥 有业屦于牖上袁馆人求之弗

得遥或问之曰院耶若是乎从者之廋也钥爷曰院耶子以是为

窃屦来与钥 爷曰院耶殆非也遥 爷耶夫予之设科也袁往者不

追袁来者不距遥苟以是心至袁斯受之而已矣遥爷冶野往者

不追袁来者不拒冶是野有教无类冶的具体贯彻袁这说明

孟子讲学之门向全社会开放袁野馆于上宫冶是都市里

的上宫袁而不是孔子的野缁帷之林冶的野杏坛冶遥 诚

然袁与孔子相比袁孟子讲学更偏重于在都市讲学传

道袁讲授的对象更多的是达官显贵袁力图野得君行

道冶袁以实现自己平治天下的理想遥
先秦时期最后一位大儒荀子袁野齐襄王时袁而荀

卿最为老师遥 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袁而荀卿三为祭酒

焉冶渊叶史记窑孟子荀卿列传曳冤遥 荀子在齐国生活时

间比较长袁后离开齐国到了楚国袁野春申君以为兰陵

令遥 春申君死而荀卿废袁因家兰陵冶渊叶史记窑孟子荀

卿列传曳冤遥 齐国稷下学宫是中国最早的高等学府袁
可以与柏拉图创办的雅典学园相媲美袁荀卿三为祭

酒即三次出任这所高等学府的领袖遥 荀子讲学主

要在都市袁相当于今天在官办的大学里面遥 荀子离

齐适楚袁因家兰陵遥兰陵是楚国的一个城邑袁也不完

全是乡野遥 但荀子主张野儒者在本朝则美政袁在下

位则美俗冶渊叶荀子窑儒效曳冤遥 秦统一六国袁兰陵地位

开始下降袁但荀子晚年在兰陵开创的文化事业并没

有中绝遥 荀子后学继续在兰陵及其他地方讲学袁传

承儒学事业袁在汉代的兰陵地区形成了后苍尧萧望

之尧匡衡尧王臧尧孟卿尧孟喜尧缪袭尧疏广尧疏受尧王良

等经师群遥 刘向指出院野兰陵多善为学袁 盖以荀卿

也遥冶[1]荀子去官后袁废居兰陵袁民间讲学培养和造就

了儒学传人袁在这些学人的影响下袁至两汉兰陵出

现了野多善为学冶的局面袁形成了文化高地遥
先秦时代袁无论是孔子的儒学尧孟子的儒学尧荀

子的儒学并没有城乡之别袁 没有官方与民间之分袁
没有精英与大众之殊遥 换言之袁在先秦没有严格意

义上的直接针对乡村的儒学袁同样也没有严格意义

上针对城市的儒学遥 儒学袁 官方用之就是官方儒

学曰民间用之就是民间儒学曰城市人掌握就是城市

儒学曰乡村人掌握就是乡村儒学曰在士大夫手里就

是精英儒学曰在民众心里尧落实于民众生活就是民

间儒学遥 在孔子尧孟子尧荀子那里袁儒学没有任何分

别袁又包含着向一切分别拓展的可能性袁含藏着向

官方儒学尧民间儒学尧精英儒学尧大众儒学尧城市儒

学尧乡村儒学等发展的萌芽遥
在中国大地上出现最早的乡村儒学现象袁至少

可以追溯到汉代遥 汉初袁儒学以官方意志走进乡村

并成为国家基层治理的重要制度设计遥 刘邦在与

项羽激烈争夺天下的时候袁在其统治区域就明确提

出院野举民年五十以上袁有修行袁能帅众为善袁置以为

三老袁乡一人遥 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

以事相教,复勿傜戍遥 冶渊叶汉书窑高帝纪上曳冤野三老冶
作为官名在先秦时代就已出现袁但由政府在基层治

理结构中予野三老冶以特殊地位袁并将这一举措推向

全国袁使之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方式袁则始于汉高

祖刘邦遥三老作为年高德硕尧能帅众为善的人袁既是

道德楷模袁又要善尽教化乡民之职袁是中国最早掌

管乡村教化的低级官员遥 汉文帝进而对三老教化

的具体内容做出明确规定院野孝悌袁 天下之大顺也遥
力田袁为生之本也遥三老袁众民之师也遥廉吏袁民之表

也遥 噎噎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袁令各率

其意以导民焉遥 冶渊叶汉书窑文帝纪曳冤 三老是众民之

师袁这既是对汉高祖时代的文化尧教育尧基层治理政

策的延续袁同时又是对这一政策的强化遥 因为汉文

帝明确指出袁三老为野常员冶袁用今天的话说袁就是有

编制的野正式工冶袁不是野临时工冶袁不仅掌教化袁还负

有劝民力田尧辅佐官吏察举贤才之责遥 叶白虎通曳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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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规范这一政策院野古者教民者袁里皆有师袁里中

之老有道德者为里右师袁其次为左师袁教里中之子

弟以道艺尧孝悌尧仁义遥 冶渊叶白虎通曳卷六叶辟雍曳冤道
艺尧孝悌尧仁义是乡村儒学教授的主要内容遥汉代政

府一向重视儒学在乡村的推广袁重视德治礼序在基

层治理中的作用袁 孝悌仁义既是导民向善的方式袁
也是基层治理的目标袁这是最早的野乡村儒学冶遥 自

汉以后袁无论朝代怎样更替袁乡尧里尧闾尧村等等名称

如何变化袁通过官吏设置尧乡绅的道德示范尧童蒙读

物尧宗族祠堂尧家规家训以及礼俗行为的世代模仿

等形式袁从而使儒学深深地植根于乡村袁中国乡村

百姓须臾也没有离开儒学尤其是儒家的孝尧悌尧忠尧
信尧礼尧义尧廉尧耻的文化浸润遥

汉代野三老冶现象只能说是野儒学在乡村冶或者

说儒学下乡的自觉袁还不等于真正意义上的野乡村

的儒学冶袁 并不是儒者主观设计的或者说理论形态

的乡村儒学尧民间儒学或大众儒学遥 作为理论形态

的乡村儒学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孟子遥 孟子所谓野井
田制冶 包含着乡村儒学的原始方案院野乡田同井袁出
入相友袁守望相助袁疾病相扶持袁则百姓亲睦遥冶渊叶孟
子窑滕文公上曳冤 孟子给我们描绘的是一幅令人向

往尧充满了人间温情的乡村儒学图景遥 孟子只有描

绘袁但没有将其理论推向实践尧落实于生活遥 将孟

子的野乡村儒学冶由设计付诸实践尧落实为真实生

活袁始于北宋蓝田吕氏兄弟的叶乡约曳订定及其实

施遥 叶乡约曳明确要求村民野德业相劝袁过失相规袁礼
俗相交袁患难相恤冶袁这已不仅仅是儒家理论在乡村

的落实袁而是形成了乡村儒学理论系统和与之相配

套的实践流程袁实现了由野儒学在乡村冶到野乡村儒

学冶的转化遥

二尧泰州学派崛起院民间儒学尧乡村
儒学走向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

诚然袁由两汉魏晋南北朝袁历隋唐宋元袁私塾讲

学尧家学传承尧遗老乡间课徒乃至私人书院传授等

都属于民间儒学范围袁 如果这些活动发生在乡间袁
同样可称为野乡村儒学冶袁从这个意义上袁儒学在乡

村从未中绝遥 不仅未尝中绝而已袁甚至可以说得到

了承续与发扬袁如唐代出现尧宋元得到广泛发展的

书院袁就是民间儒学得到发展的最好证明遥不过袁真
正的儒学民间化运动始于明代袁泰州学派是民间儒

学尧乡村儒学尧乡村教化的真正开启者袁也是乡村儒

学从理论到实践这一体系的真正完善者遥泰州学派

的重要传人王栋对此有清楚的说明遥 他指出院
自古士农工商袁业虽不同袁然人人皆共此

学袁孔门犹然遥 考其弟子三千袁而身通六艺者

才七十二袁其余则皆无知鄙夫耳遥 至秦灭学袁
汉兴袁惟记诵古人遗经者袁起为经师更相授受袁
于是指此学独为经生文士之业袁而千古圣人原

与人人共明共成之学袁遂泯而不传矣遥 天生我

先师袁崛起海滨袁慨然独悟袁直超孔子袁直指人

心袁然后愚夫俗子尧不识一字之人袁皆知自性尧
自灵尧自完尧自足袁不假闻见袁不烦口耳袁而二千

年不传之消息一朝复明遥 [2]

王栋这段论述袁推倒秦汉以下的所有经生文士

之业袁认为那些都是圣学之皮相袁不是圣学之真精

神遥 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野崛起海滨袁慨然独悟袁
直超孔子冶袁他继承了孔子的真精神袁才是真圣学尧
真儒学遥这个学问野直指人心袁然后愚夫俗子不识一

字之人袁皆知自性尧自灵尧自完尧自足袁不假闻见袁不
烦口耳冶袁愚夫俗子可学袁不识一字之人可共此学袁
当然通达之人尧高人逸士同样可共此学遥 在泰州学

派那里袁儒学是普遍的尧大众的尧生活的袁而不是经

生文士的专门之学尧专家之学遥 的确袁孔子的儒学

不专指经生文士之业袁孔子野有教无类冶袁其学向全

社会开放袁向所有人开放袁向士尧农尧工尧商等各阶

层尧各职业开放袁当然包括向愚夫俗子的开放袁就这

一点而言袁王栋的理解没有错遥 不过袁儒学自创始

起袁就存在另一面相袁即儒学同时又是一套知识系

统尧学问系统遥 孔子删叶诗曳叶书曳尧定叶礼曳叶乐曳尧赞
叶周易曳尧著叶春秋曳所开创的这套学问系统袁不是愚

夫俗子所能传承的袁而是专家之学即孔门四科之一

野文学冶科袁是野行有余力袁则以学文冶的文袁是专门之

学袁是精英儒学遥这说明儒家有精英传统的一面袁不
能因大众儒学而否定精英儒学遥

作为乡村儒学源头的泰州学派崛起的学术原

因袁前人和时贤都已作了很多的说明袁这里不再一

一指陈遥 笔者想强调一点袁即泰州学派的崛起是与

朱元璋推动乡村儒学教化与儒化的基层治理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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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遥 有明一代袁无一人的政治权威与政治影响力

可以与朱元璋相抗衡袁因此他对儒家思想在乡村教

化与社会治理的重视袁 为明代儒生在乡村讲学尧探
索不同的乡村治理模式提供了政治合法性保障遥

洪武五年四月袁 朱元璋发布诏令院野天下大定袁
礼仪风俗不可不正遥噎噎乡党论齿袁相见揖拜袁毋违

礼遥 婚姻毋论财遥 丧事称家有无袁毋惑于阴阳拘忌袁
停柩暴露遥噎噎僧道斋醮杂男女袁恣饮食袁有司严治

之遥 冶[3]这个诏书是明初最重要的文化建设文件袁直
接指向百姓生活尧乡村礼俗袁突出了以儒家治国袁严
禁僧道不法行为袁反对迷信袁野婚姻毋论财袁丧事称

家有无冶袁当时切实可行袁至今也有意义遥 明洪武三

十年九月又颁布了野圣谕六条冶袁即野孝顺父母袁尊敬

长上袁和睦乡里袁教训子孙袁各安生理袁毋作非为冶袁
要求在全国尤其是乡村进行大力推行和广泛传播遥
次年袁朱元璋又专门发布叶教民榜文曳袁对如何教化

民众进行了专门规范遥 其中规定院野每乡每里各置

木铎一个袁于本里内选年老或残疾不能理事之人或

瞽目者袁令小儿牵引持铎循行本里袁如本里内无此

等之人袁于别里内选取袁俱令直言叫唤袁使众闻知袁
劝其为善袁毋犯刑宪遥 其词曰院孝顺父母袁尊敬长

上袁和睦乡里袁教训子孙袁各安生理袁毋作非为遥如此

者每月六次遥其持铎之人袁秋成之时袁本乡本里内众

人随其多寡资助粮食遥 如乡村人民住居四散窎远袁
每一甲内置木铎一个袁易为传晓遥 冶[4]这是中国最早

设立的宣教员制度遥 这些宣教员不需要多么高深

的学养袁也不需要多么强壮的体力袁而丧失劳动能

力尧无法从事农事活动的年老者尧残疾不能理事的

人或盲人袁最宜为宣教员遥 具体实行起来方法也非

常简单袁宣教员手持本铎袁让一儿童牵引着袁在乡

社之间四处游走袁高声叫喊院野孝顺父母袁尊敬长上袁
和睦乡里袁教训子孙袁各安生理袁毋作非为遥 冶每月

重复喊六次遥 每年秋天袁本乡本里资助其粮食作为

报酬遥 这是明代由官方发明的儒学传播新方式遥 由

于这一方式简单易行袁并在全国普遍流行开来并延

续下去袁 直到 20 世纪在山东有的地方还保存着这

一宣教方式要要要民间称为野喊街冶遥
如果不追究朱元璋的政治动机袁仅就野圣谕六

条冶的内容而言袁无一不是儒家思想的通俗表达袁可
以说朱元璋是自觉借皇权来推动儒家思想在基层

社会传播与落实之第一人遥 野圣谕六条冶 受到具有

儒家信仰的知识分子的普遍重视袁泰州学派创始人

王艮认为野圣谕六条冶袁以孝悌为先袁诚为万世之至

训遥颜钧著有叶箴言六章曳袁对野圣谕六条冶逐一阐述袁
发挥其大义遥 罗汝芳更是对野圣谕六条冶推崇备至院
野而不知耶孝顺父母尧恭敬长上爷数言袁直接尧舜之

统袁发扬孔孟之蕴袁却是整顿万世乾坤也遥冶[5]无论是

任安徽宁国知府袁还是任云南参政袁还是平时乡居袁
罗汝芳都积极推行以野圣谕六条冶为核心的乡约遥
如他的叶宁国府乡约训语曳即对野圣谕六条冶进行的

逐条解读遥野圣谕六条冶为民间儒学尧平民儒学尧通俗

儒学尧 大众儒学的出现提供了政治合法性依据袁是
泰州学派兴起的重要缘由遥

野圣谕六条冶作为明代乡村教化的政治性纲领袁
针对的是百姓尧大众的生活袁是儒家教化在民间层

面上的落实袁因而在表达形式上是诗歌式尧格言式

呈现袁而不是古奥的散文体呈现袁由此开明代以俗

导训尧以诗说理尧以格言化民的先河遥 泰州学派从

创始人到二代尧三代传人袁很多并不是经生文士出

身袁更不是学问大家和精英袁而是普通农人尧灶丁尧
陶工尧樵夫尧贩夫走卒遥 他们最接地气袁最了解乡村

百姓尧下层民众的需要袁最懂得怎样才能打动普通

大众的心灵袁而诗歌尧格言式表达为他们的创作找

到了理想的形式遥 如王艮的叶乐学歌曳院
人心本自乐袁自将私欲缚遥私欲一萌时袁良

知还自觉遥一觉便消除袁人心依旧乐遥乐是乐此

学袁学是学此乐遥 不乐不是学袁不学不是乐遥 乐

便然后学袁学便然后乐遥乐是学袁学是乐遥於乎袁
天下之乐袁何如此学袁 天下之学袁何如此乐遥 [6]

(P718)

这种表达朗朗上口袁又易于传诵遥 他们既能将

抽象的本体观念搞得通俗浅显袁易记易懂袁又能将

儒家思想如孝顺父母尧和睦邻里等大道理讲得生动

感人袁令人信服袁这是泰州诸公的手段与能耐遥洋洋

洒洒袁著书立说袁不是他们所长袁也不一定是他们所

乐为遥 周流天下袁侧身于民众之中袁讲学论道袁化民

成俗袁是他们的追求袁也是他们所向往的生活方式遥
黄宗羲在谈到罗近溪时说院野论者谓龙溪笔胜舌袁近
溪舌胜笔遥 顾盻呿欠袁微谈剧论袁所触若春行雷动袁
虽素不识学之人袁俄顷之间袁能令其心地开明袁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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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前遥一洗理学肤浅套括之气袁当下便有受用袁顾未

有如先生者也遥 冶[6]渊P762冤这一评价对罗近溪合适袁
放到泰州学派的其他人身上也合适遥将圣贤之道讲

得凡夫俗子可知尧可懂尧可明尧可行袁而文人雅士又

可会心一笑袁且觉得别有韵味时袁这种学问尧这种本

领只有泰州人物可以当之遥 泰州学派的讲学当然

不限于乡村袁听众对象也不限于愚夫愚妇袁在都市尧
在书院尧在乡村袁无处不可讲曰听众有学者尧有士绅袁
也有樵夫尧渔夫尧陶工尧匠人袁儒学在他们那里是大

众的学问袁不是少数文化精英生活的奢侈品遥 向大

众讲学是他们的生活需要袁 也是他们的精神追求袁
更是他们的弘道方式和生命意义展开遥

泰州学派讲学情景之一袁罗近溪讲学院
至若牧童樵竖袁钓老渔翁袁市井少年袁公门

将健袁行商坐贾袁织妇耕夫袁窃屦名儒袁衣冠大

盗袁此但心至则受袁不问所由也遥噎噎是以车辙

所至袁奔走逢迎袁先生抵掌其间袁坐而谈笑遥 人

望丰采袁士乐简易遥 解带披襟袁八风时至遥 [7]

这是孔子野有教无类冶的真正落实遥 教化是人

人都应接受的教化袁是人人都应教应化袁有什么老

少之分袁身份之别钥 野心至则受袁不问所由冶袁这是孟

子的野来者不拒袁往者不追冶遥 而讲者在众人簇拥之

下袁在人丛之中野坐而谈笑冶袁时或野解带披襟袁八风

时至冶袁这是一种何等洒脱浴 深入民众之中袁又鹤立

其中袁这风采袁这飘逸袁至今让人心向往之遥
泰州学派讲学情景之二袁韩贞讲学院

每秋获毕袁群弟子班荆趺坐袁论学数日袁兴
尽则拿舟偕之袁赓歌互咏遥如别林聚所袁与讲如

前遥逾数日袁又移如所欲往袁盖遍所知交居村乃

还遥 翱翔清江袁扁舟泛泛袁下上歌声洋洋袁与棹

音欸乃相应和袁睹闻者欣赏若群仙子嬉游于瀛

阆间也遥 [8]

韩贞袁泰州学派的学者袁世代以制陶为业袁年十

五始问学于樵夫朱恕遥 经朱恕引荐袁受学于王艮门

下遥 学有所成袁拒绝科考袁慨然以弘道化俗为己任遥
他周流讲学袁不出乡野遥 野生成难并衣冠客袁相伴渔

樵乐圣贤冶袁这是韩贞的志向遥 韩贞自觉地与官方

划清界限袁既决然拒绝科举袁也不求仕进袁更拒绝县

令宴请袁这就是野难与衣冠并冶袁可以野相伴渔樵冶而
乐圣贤之道遥

在孔子看来袁有责任尧有担当的儒者袁不能做避

世而居的隐者袁人要过人的生活袁人只能与现实世

界的人打交道袁因而野鸟兽不可与同群冶袁但 野相伴

渔樵冶则无有不可遥 不能在朝美政袁也不求在朝美

政袁 可以在下位美俗遥 韩贞是一位真正的民间儒

者尧平民儒者袁是在下位而美俗者袁与乡村百姓为

伍袁苦乡民之所苦袁乐乡民之所乐遥 一村聚罢又一

村袁一村讲毕又一村遥野翱翔清江袁扁舟泛泛袁下上歌

声洋洋冶袁这是学袁这是乐袁这是野乐是乐此学袁学是

学此乐冶遥
自北宋吕大临尧吕大端兄弟通过叶乡约曳探索中

国乡村治理方式袁经南宋朱熹的损益尧推广袁明初朱

元璋的野圣谕六条冶袁再经过儒家知识分子一再宣扬

并与叶乡约曳相结合袁使得儒学在乡村教化与治理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遥 以泰州学派为代表的阳明后学

则是野乡村儒学冶理论的奠基者和践行者袁王艮尧朱
恕尧韩贞尧颜钧尧何心隐尧罗近溪等等袁将民间儒学或

乡村儒学理论与实践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袁将儒学

由汉以下野经生文士之业冶转而为野士农工商袁人人

皆共此学冶之学成为野百姓日用之学冶遥 20 世纪梁漱

溟先在河南袁后在山东从事的野乡村建设运动冶袁有
的学者称之为野新泰州冶袁盖有由焉遥

三尧乡建运动与当代新儒家的
实践化尧大众化

近代以来袁无数怀抱理想的仁人志士殚精竭虑

去探索中国走上强盛之路袁 为此提出了种种方案遥
20 世纪 20 年代出现的乡村建设运动袁是解决中国

强盛问题的众多方案之一遥 陶行知尧黄炎培尧卢作

孚尧梁仲华尧彭禹廷尧晏阳初尧王鸿一尧梁漱溟等是乡

建派著名代表人物遥 乡建派认为袁中国的根本问题

是乡村问题袁乡村问题之解决才是中国问题的根本

解决袁 缺乏乡村的强盛支撑中国强盛不可想象袁因
而乡建派力图通过改造乡村而改造中国袁探索通过

农村的现代化带动整个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遥
虽然陶行知尧黄炎培尧晏阳初尧彭禹廷尧梁仲华尧梁漱

溟尧王鸿一等等袁社会出身不同尧教育背景不同尧立
场观点不同袁 但都非常重视乡村教育和乡民教化遥
而以儒家思想为本袁融入西方现代意识袁提出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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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完整的乡村文化建设方案的是梁漱溟遥
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最根本的是文化问题遥

近代以来袁中国在政治尧经济上的改良运动以及革

命之所以不成功袁根源在于照搬西方模式而造成中

国极为严重的野文化失调冶遥 中国是野伦理本位袁职
业分立冶的社会袁西方是野个人本位袁阶级对立冶的社

会袁西方文化传入后袁旧的社会构造尧价值观念被破

坏了袁 但中国并没有由此走上西方工商社会的道

路遥 弄得中国社会野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

已崩溃袁新者未立冶袁邯郸学步袁匍匐而行袁失却自

我袁这就是文化失调遥
既然中国问题本质上是野文化失调冶问题袁那

么袁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就是改造旧文化袁创造新

文化遥 野从来中国社会秩序所赖以维持者袁不在武

力统治而在教化曰 不在国家法律而宁在社会礼俗遥
质言之袁不在他力而宁在自力遥 贯乎其中者袁盖有

一种自反的精神袁或曰向里用力的人生遥 冶[9]渊P179冤
梁漱溟先生总结中国传统社会秩序得以正常运转

的三要素是教化尧礼俗尧自力遥
梁先生认为袁教化尧礼俗尧自力三者都是属于理

性遥 中国文化是理性早启袁其所讲的新建设袁就是

建设新礼俗遥梁先生的文化创新不是对西方文化的

模仿袁更不是移植袁而野要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变出一

个新文化来冶袁这个新文化的根是中国的袁要从中国

文化这棵大树的老根上生长出来遥 但他并不排斥

西方文明袁而是实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事实上的

调和袁调和成一个东西遥 他说院
我们讲新的建设袁就是建设新礼俗遥那末袁

所谓新礼俗是什么钥就是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

文化的长处袁二者为具体事实的沟通调和(完
全沟通调和成一个事实袁事实出现我们叫他新

礼俗)袁不只是理论上的沟通袁而要紧的是从根

本上调和沟通成一个事实遥此沟通调和之点有

了袁中国问题乃可解决遥 [9]渊P278冤

乡村建设在梁漱溟那里有两层意义院一是救济

乡村袁二是创造新文化遥 新礼俗就是他所创造的新

文化袁也是他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化出的新文化遥 中

国文化的固有精神就是自反精神袁向里面用力的精

神袁西洋文化的长处即科学技术与团队组织袁将西

洋人的长处即科学技术与团队组织融入中国人的

固有精神即中国的人生态度时袁即中国精神与西洋

长处二者调和为一既成事实之时袁野就是一个新社

会的实现袁也是人类的一个新生活遥 新社会尧新生

活尧新礼俗尧新组织构造袁都是一回事袁只是名词不

同而已冶[9]渊P278冤遥
如何保证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的长处从

而实现真正的沟通尧 调和袁 梁先生想到了乡农学

校遥 乡农学校有野学众冶袁由男女老幼一切村民组

成曰野学长冶袁 由村中德高望重之人担当曰野学董冶袁由
村中办事能力强的人组成曰野教员冶袁主要由乡村建

设的积极分子担任遥 乡校主要是教育机构袁也是行

政机构袁所以可以称得上是政教合一的机构遥
乡农学校的建立离不开传统所谓士尧现代所谓

知识分子的参与遥 梁漱溟十分重视士或知识分子

在乡建运动中的作用遥 知识分子在传统社会被称

为野士冶袁上通天意袁下接地气袁在社会阶层进而可以

由野士冶而野仕冶袁成就儒官尧儒将袁退可以由野士冶而
野农冶袁成就耕读之家袁成为乡贤袁士而商袁成就儒商遥
士袁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联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遥
在梁先生看来袁中国问题得不到解决在于上层

动力与下层动力互不通气袁精英知识分子代表了上

层动力袁民众代表了下层动力袁两种动力没有形成

合力袁才是几十年来中国问题不得解决的关键遥 他

指出院这两层动力如果不相衔接袁中国问题就永远

无法解决袁两层动力一接气袁中国问题的转机就来

了遥 如何接气钥 野全在知识分子下乡冶遥
在他看来袁野士冶在中国传统社会是四民之首袁

是读书明理之人袁野代表理性袁 主持教化袁 维持秩

序冶遥 士即今天的知识子分子遥 他号召知识分子走

出书斋袁走出中心城市袁到乡村中去袁作农民之师袁
担当起教化之责袁尽到时代责任遥 如果不能尽其社

会之责袁放弃时代赋予的责任袁就不再是野众人之

师冶袁而是野社会之贼冶遥 是作野师冶袁还是当野贼冶袁知
识分子必须做出抉择遥 他说院

今所谓知识分子袁 便是从前所谓念书人遥
如我们所讲袁它是代表理性袁维持社会的遥其在

社会中的地位是众人之师袁 负着领导教化之

责袁很能超然照顾大局袁不落一边遥在辟建理想

新社会的工作上袁他是最合条件不过的遥 噎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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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尽其天职袁 只顾自己贪吃便宜饭袁而
且要吃好饭袁那便是社会之贼遥 今之知识分子

其将为师乎钥其将为贼乎钥于此二途袁必当有所

抉择遥 [9]渊P482冤

是作民众之师袁还是作民众之贼钥 知识分子对

于这一问题必须作出回答遥 在梁漱溟看来袁一个知

识分子如果只是徜徉于空气松和的都市里袁这样的

知识分子不要希望他们起来革命遥 知识分子野只有

下乡而且要到问题最多痛苦最烈的乡间袁 一定革

命冶遥 知识分子下乡可以动员农民袁教化百姓袁让广

大农民联合起来遥 梁漱溟是改良主义者尧文化保守

主义者袁 他要求在中国文化这棵老树上长出新芽袁
主张通过乡村这个中国文化有形的根来重建铸造

新文化袁实现中国社会整全的现代化遥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重要力量袁 他们头脑敏锐袁

思想开放袁勇于创新袁掌握先进科学技术袁过去是尧
现在是尧未来依然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遥 没有文

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袁没有文化的乡村是愚昧的

乡村袁愚蠢的军队不能打胜仗袁愚昧的乡村振兴就

无从谈起遥 知识分子走出中心城市袁侧身乡间袁到
农民中去袁对于乡村振兴过去有效尧今天有效尧未来

还是有效的遥
梁漱溟视文化为一个民族的生活样法袁他常以

生命之树来类比文化袁 认为中国有形的文化是乡

村袁无形的文化是祖宗留下的老道理遥 中国文化这

棵树老了袁叶黄枝枯袁只有根还是活的遥 要从根上

救起袁让老枝发新牙袁重新生长新的枝干遥 他认为

野中国根干在乡村冶袁乡村建设就是要使这个老根上

发出新芽遥
作为生于官宦之家袁长于都市的学者袁以九死

不悔的毅力与恒心袁 倾其毕生念兹在兹于乡村建

设尧农民生活状况者袁唯梁漱溟先生一人而已遥 乡

村是本袁都市是末曰乡村是重心袁都市是中心的论

述袁至今仍然不失为客观尧理性的判断曰基于他对中

西文化的不同尧社会结构差异的认识袁他主张根据

中国国情袁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依托袁走出一条以农

业引发工业的独特的现代化道路袁为人类文明的发

展探索新模式遥 虽然他以乡村建设为基点的整个

建国方案失败了袁野事冶上可能会败袁野理性的总会胜

利冶袁 他的许多主张对于今天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依

然具有启发意义遥
梁漱溟在山东邹平从事的乡村建设实验是野新

泰州学派冶袁是泰州学派的现代版遥 梁先生深受泰

州学派的影响袁传承了泰州学派的知行合一的实践

精神尧关怀基层治理的平民意识遥 那么袁作为新泰

州学派的野新冶在哪里钥 第一袁泰州学派的乡村自治

旨在实现孔子野老安少怀冶的政治理想袁但这一理想

的实现却无法摆脱中国传统血缘伦理尧 宗法关系袁
如颜钧的萃和堂尧何心隐的聚和堂等都是以宗法关

系为基础的袁而梁漱溟在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是对

中国现代化方案尧方式的探索袁是建立在现代组织

基础之上的遥 第二袁泰州学派讲学旨在弘道化民袁
即光大以孔子为代表的圣贤之道袁教化百姓袁而梁

漱溟讲学旨在从中国旧文化里生长出新文化即新

礼俗袁由新礼俗构造百姓的新生活遥

四尧野乡村儒学冶与乡村文化振兴

现代野乡村儒学冶源于山东省泗水县的尼山圣

源书院袁是由书院学者率先在书院周边村庄宣讲儒

家的孝悌仁爱之道而形成的一种儒学实践形态遥
2012 年底袁 学者们在书院周边村庄进行义务儒学

讲习袁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遥 经过一年多的儒学讲

习袁让周围乡村尤其是北东野村文化氛围尧人文环

境尧道德风貌等发生了很大改变遥 2014 年 2 月袁乡
村儒学讲习由书院的几个村推广至圣水峪镇袁设了

北东野村尧小城子村尧小官庄村尧庠厂村尧营里村尧南
仲都尧圣水峪镇等七个讲学点袁可以覆盖十五六个

村庄遥 另外袁在泗水县城袁书院学者每周开设国学

大讲堂袁讲授国学基本知识袁同时组织经典读书会袁
以期提高县城教师尧公务员和市民的儒学修养袁培
养乡村儒学师资遥

近一时期袁乡村儒学在山东已呈现蓬勃发展之

势遥 在山东 16 个地市中已有济南尧济宁尧聊城尧潍
坊尧德州尧泰安尧烟台尧威海等 8 个地级市开展有乡

村儒学活动遥其中济宁圣水峪镇尧聊城韩屯镇尧青州

王坟镇侯王村尧弥合镇张家洼村尧德州市德城区新

四合社区尧济南市章丘文祖镇三德范村尧淄博市高

青唐坊镇尧烟台市莱山区南水桃林村等开展的乡村

儒学较为系统袁效果也最为明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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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各地乡村儒学活动规模大小尧组织形式各

不相同袁 组织结构也不一样袁 但仍然有共同点院第
一袁注重官尧学尧民尧企的互动遥 任何一个乡村儒学

讲学点尧讲堂尧学校都有当地基层党政部门参与尧组
织袁得到了所在地乡镇尧村干部的肯定尧支持遥 在韩

屯尧圣水峪尧唐坊尧三德范尧南水桃林等地袁村干部就

是乡村儒学讲堂里的义工遥 第二袁乡村儒学讲堂都

有固定的场所袁配有基本的教学设备如教室尧办公

室尧投影仪等等遥 第三袁有相对固定的讲师队伍和

志愿者队伍遥 第四袁教学内容包括儒家经典如传统

蒙学读物尧叶论语曳尧叶孝经曳尧叶大学曳尧传统家训和现

代科学技术尧医疗卫生知识等等遥 第五袁乡村儒学

讲学大都从孝道讲起袁以孝道为乡村儒学讲堂切入

点袁进而涉及夫妻尧亲子尧邻里和睦尧文明礼貌等等遥
从学者的角度讲袁野乡村儒学冶目标是实现传统

儒学的四个转化遥 其一袁实现儒学由伦理道德规范

向民众信仰的转化遥 长期以来袁人们一直认为儒学

就是伦理道德规范袁不是精神信仰袁更无法安顿人

的终极生活遥 我们认为袁这是对儒学的最大误解遥
儒学是一种信仰袁而且是一种高级信仰袁一种人文

信仰遥 至上的天理和内在良知是儒家信仰的根据袁
而学堂尧祠堂尧中堂是儒家信仰建立的场所袁祭天

地尧拜先师尧祀先祖尧敬先贤是儒家信仰的基本仪

规遥 乡村儒学说到底是要对冲基督宗教对乡村文

化生态的冲击遥 如果中国的民间社会只有基督教

信仰与残存的佛教信仰袁那无疑是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主流儒家文化的极大伤害遥乡村儒学旨在守住乡

村文化的沃土袁重建乡民的信仰系统遥
其二袁实现儒学由小众尧精英向大众尧百姓的转

化遥 传统儒学是野士教冶即读书人的信仰袁农夫野老

只能徘徊尧观望于孔子庙的门墙之外袁传统的经生

文士之业袁是一种精英文化袁百姓能行之而不能知

之袁这叫野百姓日用而不知冶遥 乡村儒学传承泰州学

派民间讲学精神袁将儒学从精英知识分子手中解放

出来袁让其由少数人文学者的研究对象转化为百姓

生活的向导袁 实现由小众研究对象向大众信仰袁由
精英文化对象向人伦日用之道的转化袁由百姓日用

而不知转化为百姓日用而知遥
其三袁 实现儒学由重知轻行向知行并进的转

化遥 以往儒学主要是少数哲学家尧历史学家的研究

对象袁不少知识精英对儒学但能言之袁不能行之袁重
知而轻行袁只知而不行袁精英学者的儒学成为论著

儒学尧会议儒学袁与百姓生活无关袁与百姓的关怀无

关袁与现实社会无关袁因而儒学无法在生活中落实袁
无法向社会实践处着力遥 乡村儒学目的就是将儒

学生活化尧实践化尧草根化遥
其四袁实现儒学由区域资源价值向全球性资源

的转化遥 儒学本质上是人学袁凡人皆可为儒袁凡儒

皆不过是人而已的学问袁 儒学不分乡村与都市袁不
分东西袁不分内外袁凡人皆可学之尧用之尧行之遥乡村

儒学既不是迷恋乡村的旧俗袁更不是为了守住野破
败冶袁也不是回到古代去袁而是以开放的胸怀面对未

来袁面对世界袁面向当下生活袁为乡村文化振兴做出

自己的贡献遥
当下的乡村儒学遥契孔孟原始儒学之精神袁近

承泰州学派人伦日用即道之传统袁呼应 20 世纪 30
年代梁漱溟乡村建设之实验袁重开宋明儒者讲学之

风袁让儒学为振兴乡村尧建设乡村文明服务遥
儒学没有乡村与都市之别袁但是乡村与都市毕

竟有别遥乡村在文化上尧人才上尧经济发展水平上远

远落后于都市遥 我们相信在乡村能做到的事情袁在
都市里一定能做到遥 乡村儒学既是一种实验袁也是

一种示范遥 作为一种实验袁乡村儒学是儒学这一古

老学问在当代社会能否焕发生机与活力的一种实

验曰作为一种示范袁乡村儒学在山东可以做得到袁在
全国乡村都可做得到曰在文化贫穷的乡村做得到袁
在文化资源丰富的都市更应做得到遥

乡村儒学不是短期行为袁而是长期的尧持续不

断的事业曰不是一代尧两代人事情袁而是世代相承的

事业遥 乡村儒学说到底是为儒学的世代传承尧永续

发展袁 为儒学的广泛传播创造一种新模式和新典

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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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 of 野Rural Confucianism冶 and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Civilization

YAN Bing-gang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of Confucianism,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Rural Confucianism is a special form of folk Confucianism. In the Pre -Qin period, in the eyes of
Confucius, Mencius and Xunzi, in Confucianism there was no distinction between official beliefs and folk beliefs,
between elites and common people, between urban areas and rural areas, but there was the possibility for Confucianism
to develop in any direction. Rural Confucianism as a theory can be traced back to Mencius. After the Han Dynasties,
through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y, Sui, Tang,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 official Confucianism
advocat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elite Confucianism studied by Confucians and men of letters held a dominant
position. However, folk Confucianism, especially rural Confucianism, also constantly developed and improved through
private schools, home schools and private academies. The real folk Confucianism movement began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rise of Taizhou School was a sign that folk Confucianism, rural Confucianism and rural education began to move
toward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nsciousness, and completed their system construction. Therefore, Taizhou School
became the real source of rural Confucianism. The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represented by Liang Shuming in the
20th century, as a way to make China strong, is a new development of Taizhou School. Rural Confucianism which
appeared in Shandong province in early 21st century, is not only an experiment of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but also serves as a model. As an experiment, it is an experiment on whether
Confucianism can regain vigor and vitality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As a model, 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rural
Confucianism in Shandong shows that it can be promoted all across the country. Since it was successfully practiced in
rural areas, it can be better promoted in rural areas.

Key words: rural Confucianism; three master of Confucianism (Confucius, Mencius and Xunzi); Taizhou School;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rur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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