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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聖王典範的腐化作用 

歐陽瑩之 

 

“美德還是腐敗？”的辯論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1。儒家的道德修養講究體驗，教化多憑聖賢君子的楷

模，以及楷模行爲所呈露的“天理”。堯舜聖王是儒家的最高的典範，“堯舜之道”

成為至善的同義詞，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皆重要無比。堯舜榜樣所表率的是什麽樣的政

治道德？ 

孔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2  

孝悌的視野，在個人道德是微觀，在政治道德更微乎其微。親情無疑是道德的必

要因素之一，但即使個人處世也不足夠，別説治理人民了。荀子就反對：“入孝出

弟，人之小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3 這等抗議不減堯

舜的道德權威。《孝經》引孔子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4。歷代皇朝中，至少漢朝

明倡“以孝治國”，皇帝的諡號都用“孝”字，可見影響之深遠。清末慈禧太后能夠

這樣專權，就得力不少於儒家的孝治意念。 

戰國時代，“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的思想尚未成爲教條。孟子的弟子桃應、

萬章對它詰難，引出〈孟子論舜〉幾章。孟子稱譽舜的二件事：一為掩護殺人犯的父

親而棄位潛逃，二提拔邪惡的弟弟治理人民以及封賞他，儒家道統一貫奉為“人情天

理，於是為至”的美德巔峰。然而，也有人像桃應、萬章般不同意。北宋時，不入道

統的司馬光寫〈疑孟〉，認爲舜“為偽以欺天下”。類似的觀點歷來不少5。二十一世

紀初，哲學家劉清平批評舜的典範，說舜徇情枉法，任人唯親；孟子交口讚頌，其實

是鼓勵腐敗。歷史上、以至今天的腐敗風氣，儒家的教化思想應該承擔一些責任
6
。 

劉清平的批評使羣儒譁然，蜂起圍剿，指控他“栽贓陷害，糟蹋聖賢，糟蹋自家

傳統精神”，用現代的西方法律判斷古代的中國文化。衛道者重申道統之說，堅持腐

敗風氣與儒家無關7。一場儒家倫理大論戰遂之而起。 

腐敗的因素很多，當然不能全怪儒家。然而，儒家思想是否全然無咎？說儒家與

腐敗無關是否有虧道德的推卸責任？二千多年來儒家獨專，掌權掌教化，其影響深入

社會，塑造“百姓日用而不自知”的民風民情，皆是衛道者一貫強調的。有沒有可能

像他們所稱，儒家的影響全善，是傳統一切正面價值之源，但與一切負面價值絕緣？ 

舜在信史之前，比甲骨文出現早了差不多一千年。關於他的歷史真相早已湮滅。

戰國時，韓非已埋怨傳説紛紜，皆不可考8。我們熟悉的聖王形象，其實是一滴歷史加

一杯傳説加一瓶理想9。傳説所反映的背景，是戰國時的情況。“堯舜之道”是儒家道

德原則和政治原則的具體表現。論戰的對象不是歷史上的舜，而是孟子讚譽的舜、儒

家理想的典範聖王。爭辯的不是史實，而是儒家道德教化的取向。在孟子描述中，舜



2 

 

的處境困難。他的行爲有缺憾，或情有可原。論戰的中心道德問題是，把他的行為奉

為完美德行，擧為教化的楷模，以偏蓋全，不容批評，是否粉飾缺德、滋養腐敗？ 

本文詳細分析引爭論的舜典範行爲。立論是：親親溫情和家庭組織普世皆然，可

謂是倫理道德的必須成分。在儒家思想扎根的西周以及春秋，是宗法封建時代，血緣

統治，家國不分，上下尊卑，等級森嚴，“公”的意思只是公侯的家室。在這特殊的

歷史情形下，親親尊尊的感情與社會政治的秩序桴鼓相應，形成一套足以應付那時現

實的道德規範。 

到了戰國，孟子時代，人口膨脹，經濟起飛，政治規模、社會複雜劇升，宗法封

建崩壞。在龐大複雜的社會中，親情以及它的簡單延續是否足夠維持社會秩序？答

是，答否，指向單軌、多維兩種發展道德的道路。 

多維倫理緊扣現實，認爲必須擴大道德的視野和思維空間，創發宏觀的“公”意

義，在私人感情之外開闢社會公義，就像在長度之外開闢高度。冷靜的理性創發普遍

公平的道德概念，用它們分析現實情景，輔導親親尊尊的溫情。涵括親情公義、感情

理性的宏觀視野，開拓解決複雜道德問題的思維餘地。公義思想在戰國時萌芽。別說

墨家法家了，即使儒家，也可見於桃應、萬章的言論，以及湖北郭店新出土的戰國早

期竹簡。 

單軌倫理認爲，不需像多維倫理般創發新的理性概念、在“質”上改進，只需在

“量”上加大，用舊有概念，簡單地伸延家庭的模式，引申孝子爲忠臣，以親親尊尊

的脈脈溫情規範一切就成。即如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10
。這種

倫理以内心感情為主宰，一廂情願，漠視世事困難。儒家道統貶斥公平理念，把等差

溫情的單軌思維發展成一套玄奧隱晦的形而上學説，内在封閉，搆成美麗但脫離現實

的理想主義。道統滿口“絕對普遍”，“永恒常道”等大名詞，自譽獨得“天理”。

然而細看内容，則見它其實坐井觀天，概念貧乏，無法思考複雜的道德問題、處理紛

亂的社會現實，卻又自是自大，以偏蓋全，強力打壓異見，使公義的萌芽枯萎，以致

偏狹局促的小天地成爲滋養腐敗的溫床。 

 

舜為親情捨棄公義與王位 

 

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親情亦我所欲也，權貴亦我所欲也。四者不可俱得，我

應該怎麽取捨？ 

春秋時，石奢遇上這困境，捨生以全義與情11。舜面臨類似的困境，但抉擇迥然不

同。孟子怎樣捧擧舜為道德典範？ 

相傳舜的父親瞽瞍和弟弟象皆是作惡多端的壞蛋，有心加害他，但他始終孝順親

愛。後來受堯禪讓，作了天子。 

 

桃應問：“舜是天子，皋陶做法官。瞽瞍殺了人，怎辦？” 

孟子答道：“逮捕他便是。” 

桃應問：“舜不阻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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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答：“舜怎能阻止？皋陶是有依據的。” 

桃應問：“那舜怎辦？” 

孟子答道：“舜抛棄天下，就好像丟掉只破草鞋。他偷偷背著父親，逃

到海濱住下，終生快樂，欣然忘掉天下。”12 

 

舜在親情、公義、權貴不可俱得的情形下，為親情而捨棄了公義與權貴。朱熹集

注說，舜所爲是“天理之極，人倫之至”。現代論戰中，郭齊勇說舜以倫常楷模垂範

天下，啓導人之所以為人的惻隱、羞惡之心。相反地，劉正清說舜徇情枉法，不配做

道德楷模13。您說呢？ 

深入論戰之前，請您再讀一次原文。孟子答案最矚目的，是舜背棄天下人民時的

輕快感情。問題能這麽簡單容易，因爲公義被摒棄在道德視野之外，根本不入他取捨

的考慮。這是單軌道德的特徵；與雙維道德比照，就見輕重：石奢徇情縱放殺人的父

親，因爲枉職枉法而自盡以謝天下。您說誰最值敬佩？ 

舜是儒家性善論的典範。孟子說“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

也”，“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總言之，“堯舜，性

之也。”14 舜不必遵行外在的仁義規則，因爲他的仁義像洪水般湧發於善良的本性。

但在這具體大事上，是非、惻隱、羞惡等道德本心絲毫不見呈現。舜的行爲到底示範

了什麽仁義道德？ 

血濃於水。親親相護是億萬年來生物進化的成果，載在我們的遺傳基因，可謂是

道德感情中最深固最普遍的了（見第 3.6節）。親親是人類的本性，但不是特性；禽

獸也分享。母狼可以捨身護幼，猩猩以血緣聚居，事例不勝枚舉。連朱熹也承認，單

是親親，並不能分別人與禽獸15。 

親親相護是道德的萌芽，不過是很脆弱的萌芽。脆弱的不是親情，而是道德。親

情強靭深厚。優惠容恕、甚至偏袒包庇親屬是人之常情。若沒有其它道德原則的有效

制衡，很容易便會發展出徇情枉法、皇親國戚持寵橫行等溫情脈脈的腐敗。古今貪污

官場中牽絲攀籐的親戚關係，可謂是親親的無理泛濫。貪官並非存心危害社會，不過

是單軌思維、坐井觀天，只見親情關係、不理旁涉的因果而已，或許還能引孟子自

辯：“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16。 

怎樣一面維護親情私德，一面防止它的腐敗流弊？擴大道德視野，培養公義、發

展健全的法制是個通常的答案。戰國時法家思想擡頭，立法抑制宗法封建血緣貴族的

橫行霸道。歷史背景會幫助我們了解桃應之問。不久之前，商鞅在秦執政。太子犯

法，他不能刑罰太子，但罰了太子師傅，一責師傅們教導不善，二示“刑無等級”

“立法分明，不以私害法”，法律下人人平等的理想17。商鞅的處境其實兩難；日後太

子即位，他馬上遭殃。可是他設法兼顧雙方，顯示君情和國法兩維的宏觀道德空間。 

商鞅的事跡想必傳遍列國。桃應假擬一個類似的故事以探討涉及的道德問題，所

以首先問皋陶執法，應怎樣做？孟子的答案比商鞅更絕：皋陶只見國法，絲毫不顧人

情，如朱熹注：“皋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這法律的極端冷酷

形象，來源不是法家，而是孟子以及道統的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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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皋陶設想，表面看似乎戰國楚簡中的“門内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斬

恩”，其實分別巨大。門内外的恩、義是兩種性質不同的道德。但孟子故事中，皋陶

代表的法律只是一種舜無能取締的固有權勢，沒有道德分量。“舜惡得而禁之”，不

得的是權力，不是道理，所以舜沒有試圖改良法制等理性考慮。法制與儒家倫理鑿枘

難合。明文法律初公佈，即遭孔子強烈反對18。然而螳臂擋車，百多年後，法律的權威

已不可動搖了。孟子無奈接受，不過把它與道德斬為無可調協的兩橛。法只等於刑，

守法不算是道德，所以舜犯法劫獄才能成爲獨佔道德高地的“天理之極”。這與法治

對立的人治主義，是儒家的基本思想19。 

先秦法家與現代法治一樣，皆視法律爲重要的道德價值。它們的兩維道德觀比孟

子的皋陶近人情。親情是人性，而深植本性的意向很難抝轉。很多父母都有經驗，若

違背孩子的性情，無論怎麽強逼也不能成功，只有大家痛苦，孩子一有機會便囘復本

性而行。法家深諳此理，強調立法必須觀時俗、順人情，如韓非說：“賞罰必於民

心”，商鞅說：“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則不成”，管子說：“順於理，合於民情，

則人民接受”20。法律一大功能是調協個人與社會、家庭與國家的要求，可以教化，但

若太違反人情，就難以持久。 

感情的需要外，人類必須繁衍，而兒女需要長時間養育才能自立。家庭是社會結

構的基本單位，傳承基因、知識、習慣、價值、財富、地位。家庭安穩也是社會穩定

的條件，而要凝結家庭，就必須維繫家人的彼此信任。因此古今中外，社會都以不同

形式保護家庭。國家法律一面積極地支持親屬關係、家庭財產、遺產傳承等，一面消

極地退讓一步，不多不少留給家庭和成員一些寬容餘地21。例如，差不多同時的中西古

代，政府皆酌量與家庭分權。羅馬法律賦予父家長大權，包括殺死不聽話的家屬。秦

國法律把某些家庭内部的爭執劃為“非公室告”，不接受告訟，亦即授權家長處理22。 

法律能容納親情而維持公義，因爲它理性的概念開闊道德視野，不似儒家道統偏

狹。道統的單軌倫理把道德價值局限於感性，只能把等差的感情逐步推廣，無法容納

討論公義問題的概念（圖 12a）。人之異於禽獸，在有理性，能創發“公平”之類比

較抽象的道德價值。宏觀的道德價值奠立兩個標度，一維是以法律為骨架的公義，另

一維是以親屬為核心的親仁，開拓通融調協的概念空間，使親情和公義可以做有限度

的互換。例如，告發親人的罪行有正面的公義價值，但損害家庭而且違反人的心理，

在親情維度有很大負面價值，所以一般情形下人們認爲不合理（圖 12b中的 A點）。

很多社會承認親情價值重大，所以法律退讓一步，犧牲一點公平，寬容親屬知情而沈

默不告發（B點）。怎樣斟酌各種現實細節，平衡人性、家庭、社會、國家各方面的

價值，闡明親親與其它道德原則的關係，盡量減輕親親與公平公道的摩擦，建立大多

數人認爲“合理”的限度（圖 12b中的弧綫），這困難的工作是規範道德和實踐道德

的要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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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單軌和雙維的道德價值，+，- 代表正面價值和負面價值。（a）感性的單

軌道德不能容納“公平”“公義”的抽象概念。（b）法治的雙維道德容許親情與

公義作合理的互換：A.告發親人的罪行；B.沉默不告發；C.犯法劫獄；D.坐視親

人罪犯伏法。儒家的單軌道德，缺乏概念分析 A 和 D 的分別，B 和 C 的分別。 

 

合理準則的必須條件之一是明確詳細、普遍而不自相矛盾。例如，說“親親互

隱”合理，必須清晰地界定什麽算是“隱”。“隱”一端可指消極的沈默隱瞞、不合

作緝兇，另一端可指積極的作假供、拉無辜者代罪、消滅證據、窩藏庇佑、劫獄助

逃。消極的“隱”只是不便緝兇，要公安警員另尋途徑偵查。積極的“隱”直接破壞

治安，損害公義更甚（比較圖 12b中的 B，C 點）。法律能寬容什麽，爲什麽採取此寬

容的限度，必須道德性、理性地討論，分析說明。論戰的問題就出在這裡。 

孟子的舜侵犯皋陶象徵的明確法制，劫獄救殺人犯的父親。劉正清指責舜徇情枉

法，不合理。衛道者把舜的事例籠統納入孔子“父子相隱”的思想，堅持兩者同樣合

理，同樣表率美德，其實是把“隱”的意義隨意泛化挪移，魚目混珠，連累孔子挨

罵。 

國家社會應該優容家庭親情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之一，但這優容本來是有分寸有限

度的。《論語》記載： 

  

葉公說：“我鄉裏有個直率的人，父親順手牽羊，他出來告發。” 

孔子說：“我鄉裏直率的人不一樣：父親替兒子隱過，兒子替父親隱

過，直率就在這裏面。”23 

 

《論語》也記載孔子的定義：“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24。“隱”指知情而不言，不

揭發、不出證。孔子所謂“父子相隱”，針對葉公的“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而發，

符合這定義。根據林桂榛的詳細考證，從孔子開始，一直到《大清律》，中國傳統

“親親相隱”的習俗以及法律，“隱”字的具體定義都一樣：“有罪相容隱”“親屬

相為容隱”，都指知而不言，隱而不告，不是其他什麽含義。傳統律法多入罪“知奸

不告”，所以特別申明例外，網開一面以優容親情倫理25。這種法授的“沉默權”通情

理，在世上相當普遍。例如現代美國等地，也法許夫妻或其他家人互相隱私，保持沉

默，不必出堂作證，減少人們陷入親情公義選擇兩難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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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父子相隱”本來甚有分寸，只指不告發指證，可謂合理。可惜歷來儒生把

它模糊泛化，變成包庇一切，破壞了合理性。孟子的舜積極犯法劫獄，為親情倫理而

破壞維護社會安寧的法律，比消極的鍼口嚴重得多了。儒生不分好歹，硬把它當作

“親親相隱”的具體事例。這樣混淆概念、冤枉孔子、背離歷史事實，使儒家思想難

為現代人接受，難怪引起理直氣壯的批評，說儒家不以踐踏公義法律為恥，反而捧它

為美德，作爲教化的榜樣，其實滋生腐敗。 

從個人觀點看，積極地揭發父親難爲，然而舜並不需要這樣做；他只要消極地不

阻礙殺人兇手伏法便成，這是最基本的奉公守法道德。古今中外，凡有法律秩序，就

有這要求，是有道德理由的。報復與親情一樣是人的本性，兩者皆有深固心理基礎26。

儒家更鼓吹父仇不共戴天，以復仇為天職
27
。瞽瞍殺人，死者的子女有道德義務天涯海

角追蹤尋仇，舜休想逍遙快樂。然而怨怨相報，禍及無辜，不但死傷累累，而且擾亂

社會。爲了保護社會安定，法律背上復仇的責任，公平處理罪行，把個人的復仇心性

升華為社會的報應公義28，禁止私仇，以維持秩序。秦末劉邦入咸陽，與民約法三章

“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即表達了一個源遠流長的道德概念。 

治安是人們對政府的最大要求之一。要法治成功，必須大家容忍合作。執法者不

偏私，人民不侵犯法律，讓它公平地執行職責，是每個社會成員的道德。就算殺人犯

是父親，也應忍悲讓他坐牢，這是報應公義要求個人為大衆安寧而作的合理犧牲（圖

12b中的 D 點）。如果像衛道儒者所說，這點也會“損害整個社會倫理，引起倫常秩

序的坍塌”
29
。那意味儒家道德與法律法治勢難兩立。監獄中的罪犯多有親人，如果人

人都效法舜，為倫常親情而犯法劫獄，那麽法律秩序勢將坍塌。為親情而棄置法律，

復古到怨怨相報的私仇世界，你說合理嗎？ 

舜的處境比一般老百姓複雜。他是天子，有改變制度的權力，也有保護天下人民

的職責；行動的選擇特別多，道德的擔當也特別重大。在法治的兩維道德裏，舜的困

難不能全免，但可以減輕，因爲價值視野擴大，提供較多規避的餘地。戰國時變法風

行，可以設想舜宏觀情理，操天子之權，斟酌合理地改良法律制度，譬如加置贖罪等

條款，為天下人、包括他自己，提供一條較佳的出路；即調整圖 12b 中的弧綫，使它

更合情合理。例如，漢初太倉令有罪當刑，其女緹縈上書文帝，自請入為官婢以贖父

罪。文帝受感動，下令廢肉刑30。文帝好刑名之學，不屑儒家的繁禮飾貌31，採取黃老

法家的解決方法，改良法制，顯示眼光向前、有建設性的道德。可是孟子把法律與道

德斬作兩撅，封閉了這途徑。 

不改制，怎麽辦？春秋末年的石奢提供了另一途徑。石奢是楚國的國相，史稱

“堅直廉正，不阿從，不避事”。一次他巡縣，路上遇上殺人，捕得兇手，發現是自

己的父親。他把父親放了，囘來自我囚禁，派人報告楚昭王，說自己因孝縱父，但亦

因此廢法不忠，罪應死。楚王說：“你是追不上兇手而已，不該論罪，還是去繼續理

事吧。”石奢答道：“不顧父子私情，不是孝子；不遵守王法，不是忠臣。赦我的

罪，是君主您的恩惠；伏法而死，是我為臣的職責。”他自刎而死。司馬遷寫《史

記》，特地爲這等“本法循理”的官吏立傳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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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和石奢一樣，面臨兩難的處境：左親情、右公職公義，雙方皆有重大的道德價

值，份量相若。兩難處境揭露教條與道德的分別。平時唱唱“親情萬歲”“公義萬

歲”，就像賣矛的說矛利、賣盾的說盾堅，稀鬆容易。親情、公義難以並存時，矛盾

相對，使空洞教條與真實道德的分別，無所遁形。兩難的處境最需要慎重道德分析衡

量；怎樣抉擇，引哲人深思，是倫理學中的常見題目。 

在親、義不能兼得的兩難處境中，舜捨義取親，石奢捨生以全親義，分別發揚單

軌道德與兩維道德。西方倫理學多兼重親情、公義兩維，深入詳察雙方情理，說悲劇

衝突，凸顯道德莊嚴、選擇凝重，激發人努力思索，改良制度和態度，以減輕類似衝

突的頻率和強度33。同樣地，石奢清晰解釋了他的抉擇理由，死得重如泰山。類似的事

例，那時並不罕見
34
。可見兩維道德，在先秦相當活潑。 

孟子的“魚與熊掌、捨生取義”膾炙人口。然而，如下一章分析，它勝在挑動感

情，但對義理缺乏深思。這從所擧實例的淺薄可見：寧願餓死不肯吃嗟來之食，近乎

意氣輕生35。桃應提出舜的道德處境，本來是個取捨的好事例。然而，單軌道德容納不

下兩種道德價值，所以容納不下真正的道德兩難。孟子的囘答裏，石奢捨生維護的公

義，形跡全無。統治者失職使民生凋敝，是孟子平時高唱的譴責，但在道德兩難處境

中，卻完全不見了。舜所見的可選項目，不是親情或職義，而是親情或王位的權益；

不是一種道德或另一種道德，而是道德或非道德。事親是仁之實，權貴是不義之利，

本性全善得舜本來就視如草芥36。捨利取仁，棄職潛逃，道德價值一面倒，不用深思。

孟子強調舜“如棄敝蹝”“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選擇輕如鴻毛、極端容易，因

爲造成道德兩難的公義，早已被丟到單軌的道德視野之外了。 

舜有父子之情。瞽瞍所殺的人也有父母子女，他們也有親情，為至親無辜之死悲

痛欲絕，渴望法律還他一個公道。舜帶瞽瞍潛逃，剝奪了死者親屬的一點安慰，但毫

無同情惻隱之心，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變成一句空話，有虧

推恩仁心。堯讓王位給舜，是相信他能好好地治理百姓。百姓歸附他，是信任他能為

人民設想。舜棄國而逃，背叛堯及人民對他的信任，如同丟掉只破鞋，毫無羞愧之

心，可謂不義。國家突然無君，可能動亂傷民，他滿不在乎。罪有應罰、殺人償命是

人民普遍要求的的報應公義，舜漠然不顧，毫無是非之心，可謂不智。舜身為君主，

本有職責維持法律公正，他失責違法，縱容行兇，逼人尋仇，有損國家體制、社會安

穩，但欣然不顧。君仁莫不仁，君不仁莫仁；君義莫不義，君不義莫義。舜身為天下

表率，但只顧父親不顧人民，為百姓立下犯法、為百官立下不負職責的榜樣，不仁不

義，傷風敗俗，他樂而忘懷。 

我不能說舜應該怎麽做，但肯定他不應該逃避以上儒家所重的道德考慮。可能考

慮周詳後，他仍毅然棄位擕父出逃，但應該承擔道德責任，或許不學石奢自盡，但至

少對堯、對受害者、對天下人民内疚自責，終夜長開眼以報，這才是有良心、值敬佩

的道德選擇。更正確地說，注重心性的儒家，要示範舜的崇高品德，應該擺明親情公

義各種因果，顯示舜在兩難處境中，作“義我所欲也，親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

得，舍義而取親者也”抉擇時的沉重心情。對處境的宏觀、對是非的分析、對受害者

的同情、對所負人民的羞愧，非但標顯鬱勃情深、有道德擔當的大丈夫氣魄，更標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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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義的道德心如何應景呈現、導他抉擇。這樣的道德典範才能指導如何在心髓入微處

用力，一面解釋捨義取親的正當性，另一面以縝密的道德理性制衡親情，防止它無限

膨脹、孳生腐敗。 

相反地，孟子的示範，以及道學家的詮釋，皆道德眼光偏狹，拘於親親一點，不

見天下人民，毫無責任心，思淺情薄，輕浮自是。現代人指出這典範的缺憾，衛道者

非但不反省，還強硬反擊，指控批評者滅絕六親。他們說舜沒有把親情放在人民福利

之上。舜的確沒有思索計較二者的輕重，但這只是因爲天下人民的福利在他心中根本

不存在，就如朱熹注解：“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衛道者說舜作“道德比

事業更重要”的抉擇，是孟子思想極精彩、極重要處37。這是明把“道德”拘囿在親情

單軌上，否認職守的社會責任同樣是道德價值。這等論調，進一步證實了梁啓超的卓

見：儒家偏重私德，使公德萎縮不振38。 

舜爲了親情而有虧仁義公德，但總算棄了王位，厚道的不說他腐敗。然而，不加

深究不同吹捧歌頌。腐化的溫床是那些把舜的行徑奉為美德圭臬、以“道德”口號打

壓批評的單軌學説，因爲這等教化鼓勵人們把公義丟到腦後，摧毀了防範親情汎濫而

禍害大衆的堤壩。 

 

歷史陋習理想化而成腐敗 

 

傳説做天子之前，舜是一都之君，邀堯賞識，以二女下嫁。瞽瞍和象嫉妒，合謀打發

他上穀倉頂繕修，放火燒倉；又打發他下井淘塞，堆土填沒井眼。然而舜逃過大難，

返囘宮中。象不知哥哥死不掉，興沖沖地跑到宮中去接收寶物以及兩位美麗的嫂嫂，

愕然見舜坐著彈琴，忸怩地說：“我好想念你呀。” 

萬章敍述此故事，繼而問道：“舜對象說：‘我想著臣民，你替我管治

他們吧。’難道他不知道象存心謀殺他嗎？” 

 孟子答道：“舜怎會不知？ 不過象憂愁，他也憂愁；象喜歡，他也喜

歡。”39 

萬章又問：“象天天謀策殺舜。舜做了天子，卻僅僅流放他。爲什麽

呢？” 

孟子道：“舜其實是封象為諸侯，不過有人說是流放罷了。” 

 萬章說：“舜流放共公和驩兜、誅殺三苗和鯀。天下歸附，就是因爲他

誅伐不仁之人。象最不仁，卻把有庳給他為封國，有庳的百姓有什麽罪過

呢？別人便懲罰，弟弟便封賞，這是仁人的所為嗎？” 

孟子答道：“仁人對於弟弟，憤怒怨恨皆不存胸中，只是親愛。親他，

便要使他貴；愛他，便要使他富。封他在有庳，正是使他又富又貴。自己做

了天子，弟弟卻是個普通百姓，可以說是親愛嗎？” 

萬章問：“請問，爲什麽有人說舜是流放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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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答道：“象不能在其封國中有所作爲，天子遣派官吏治理，繳納貢

稅，所以有人說是流放。象豈能暴虐百姓呢？不過舜想時常見到象，使象時

常過來，‘不必待朝貢，平時也籍口政治而相接待’，就是這意思。”40 

 

孟子堅持“父子之間不責善”；父子不應以道義相責，因爲那會傷感情41。延伸到

兄弟之間，舜也沒有責備弟弟的過失，教導他改邪歸正，只是一味仁恩。 

萬章關心的是政治和人民。象爲了財色，連哥哥也謀害，其邪惡可知。這樣的人

有了權勢，很可能暴虐百姓，所以萬章抗議道“有庳之人奚罪焉？”讓象管治臣民、

稱侯有庳，置百姓於險地，是統治者職守的公義問題。孟子卻屢屢把話鋒轉到舜親愛

不記仇的私情，顯示單軌道德和雙維道德的分異。 

要明白孟子的答辯以及現代論戰，一些關於封建制度的歷史知識應有幫助。周初

封建諸侯，絕大部份是有血緣的親戚族人。管叔蔡叔隨即叛變，使周王知道，親屬一

樣會造反。為了控制和使用諸侯，王室設下朝見、納貢等種種防範措施，其中最重要

的就是《禮記·王制》所記：“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天子派遣親信擔任諸侯的

最高層長官，通過他們操縱諸侯的行政、甚至軍事，籍此削弱諸侯的行政實權42。從歷

史實踐看，孟子所言，舜“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使象不得有爲於其國”的措

施，“不得有爲”主要指造反或不納貢，保護的主要對象是王，不是民。對於暴虐百

姓，它的防範力微弱。從來魚肉小民的王親國戚，多數沒有行政實權，有勢有位就足

以恣雎淩弱。有勢無權的貴族驕奢淫逸，那時司空慣見。仗著“象喜亦喜”的天子哥

哥溺愛包庇，象做諸侯，有庳的百姓有苦頭吃了。孟子的辯説乏力，難消萬章為人民

感到的擔憂和不平。 

天子派吏治諸侯之國，是封建制健康時的正常措施，不意味保民，也不意味流

放。戰國時人傳說舜流放象。萬章鑒於象的不仁，嫌罰得輕了。孟子認爲仁之實就是

親親，說不應該罰而應該封賞；爲了應付萬章問難，才扯上派吏之說搪塞。細閱論舜

兩章，可見孟子其實沒有深思過人民的遭遇。舜作都君時，知道象有意謀財害命，其

心邪惡，仍叫他去管理臣民，孟子就毫不介意，只猛讚頌舜的親愛。 

用人唯親是宗法封建的習俗。“堯舜三代”成爲儒家的完美理想，它表率的倫理

教育把封建習俗道德化、理想化、泛化。孟子說“身為天子，弟為匹夫”是不仁。一

百多年後，秦始皇統一中國，廢封建、設郡縣，不肯分封子弟。鼓吹恢復封建的儒生

便用同樣字眼，指責他“寡仁恩”43。今天也會有人責備秉公辦事：“你身為大官，侄

子做文員，不肯給他高職厚薪，真是沒有人情道德！”這與孟子的理論同出一轍，可

見它的影響深遠。 

戰國中期，宗法封建經已日暮途窮，它的合理性經已四面楚歌。國家逐漸從家族

中分離，興建獨立的體制，封邑外另設郡縣。封建貴族沒落，平民遊士興起，以能授

職逐漸取代親屬世襲成為任官的主要渠道。孟子提倡復古，把世襲官爵、世襲官祿作

爲“仁政”的支柱44，要“一切都依照傳統的規章”45。然而，反對者多的是。別説墨

家尚賢、法家尚能了，萬章就認爲在賞罰、任職的事上，政府應該一視同仁，不似舜

般偏袒親人。由此可見，同樣的條件應該獲得同樣的對待的公平原則，早就在我國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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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了。衛道者說這等用以批評舜不公的思想是西方的舶來品，實在褻瀆了博大的中國

文化。 

為什麽萬章所持的思想在儒家獨專後被扼殺，以致舜溺愛象被奠定為無可置疑的

聖王“美德”？為什麽在今天，仍有儒者熱衷用宗法封建為儒家的理想典範辯護？基

於感性的等差之愛，愛親人多於愛外人，是儒家倫理的無上核心。它與基於理性的公

平原則無法在單軌的道德價值内調協，所以有此無彼。孟子以親親之仁讚美舜封賞

象，道學把它奉為“天理之極”，現代注譯歌頌它“仁至義盡”。只親親便盡了道

德，沒有絲毫餘地可以留給公平的概念。朱熹說“舜之心無一毫有我之私，是以能公

天下之善以爲善”46。舜偏袒象的“公天下”，只可能是單軌道德的井蛙天理，提供文

飾腐敗的籍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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