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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论述的“大同” 世界
中， 即体现了慈善的理念：“大
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选贤与
能， 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
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
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
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
也， 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
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
不闭，是谓大同。 ”

孔子认为， 大道施行的时
代，天下是人们共有的。 选择有
贤德的人， 推举有才能的人治
理国家。 人与人之间讲究诚信，
和睦相处。 所以人们不仅关爱
自己的双亲， 也关爱别人的双
亲；不仅关爱自己的子女，也关
爱别人的子女。 使老年人得到
奉养安度晚年， 使壮年人都能
发挥作用， 使孩童能得到抚养
健康成长。 年老丧妻、 年老丧
夫、少儿无父、老而无子以及残
疾、生病的人，都能得到照顾和
供养。 男子有自己的职务，女子
出嫁有归宿。 对于财富货物，人
们应厌恶浪费， 但却不允许自
己私藏； 对于为大众劳作要竭
尽全力， 但不允许为自己谋私
利。 因此奸邪之谋不会发生，盗
窃、 作乱和害人的事情不会发
生，所以大门都不用关上了，这
叫做“大同”的理想社会。

被尊称为我国当代“公益慈
善事业之父”的中华慈善总会创
办人崔乃夫先生，对“慈善”的概
念，作过精辟的论述：

什么叫慈呢？父母对子女的
爱为慈，讲的是纵向关系，如“慈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什么是
善呢？ 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为善，
讲的是横向的关系。什么是慈善
呢？慈善是有同情心的人们之间
的互助行为。

崔乃夫先生的慈善“纵横”
说，其实就是言偃《礼运》篇中所
言的“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
子”，将对自己双亲、子女的关爱
推广到对别人双亲、 子女的关
爱，乃至对社会上一切需要救助
的人们的关爱。 崔乃夫先生把
“慈善”定义为“有同情心的人们
之间的互助行为”， 我们在言偃

《礼运》篇的上述论说中，已经看
到了这种慈善精神的真谛。

关于《礼运》的作者言偃，人
们对其身世也有一番研究。言偃
被后世尊为“言子”，司马迁《史
记》载明他是“吴人（见《仲尼弟
子列传》），古常熟之地，春秋时
期属吴国。言偃是孔子众多弟子
中唯一的南方人。三国时魏人王
肃注《孔子家语》，误记言偃为鲁
国人，他大概见言偃长期在鲁读
书、做官、讲学，才致此误，一度
造成对言偃籍贯上的意见分歧。
南宋儒学集大成者、 大思想家、
大教育家、人称“南方孔子”的朱
熹，用大量依据，断定言偃的籍
贯是平江府常熟县（详见朱熹
《平江府常熟县丹阳公祠堂记》，
宋时言偃被朝廷封为丹阳公）。
常熟有《言氏家谱》，记言偃及其
后裔的完整世系， 常熟有言子
墓、言子专祠、言子故居及许多
与言子相关的遗迹。 常熟市政
协文史委员会编写的《南方夫
子言偃》一书，系统记述言子籍
贯生平与功绩。《礼运》篇是言
偃所撰，学界久有定论。 早在南
宋， 著名学者胡明仲说：“《礼
运》是子游作。”（见朱熹《朱子语
类》卷八七）近现代康有为说“著
《礼运》者，子游。”（见《康南海先
生口说·礼运》）郭沫若说：“子思
之儒和孟氏之儒、 乐正氏之儒
（乐正克为孟子
弟 子———笔 者
注）应该只是一
系。 这一系事实
上也就是子游
氏之儒。《礼记·
礼运》 一篇，毫
无疑问，便是子
游氏之儒的主
要经典。 ”（见郭
沫若 《十批判
书·儒家八派的
批判》）

《礼运》篇
是言子之学的
重要部分，是孔
门儒家学派之
一子游氏之儒
的经典教材。 孔
子直传言子，言
子直传子思（孔

子之孙）， 子思多传至孟子。 孔
子———言子———子思———孟子
的道统谱系中，言子是极为重要
的一环。《礼运》篇中“不独亲其
亲，不独子其子”的慈善理念，在
孟子所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分明可
以看到相承传递的轨迹。 言偃
《礼运》篇提出的慈善事业理念，
150 多年后经孟子的接递传扬
更扩大了影响力。

在《礼运》篇之前，也有关于
慈善理念的零散记录。比如西周
时期有“保息六政”，《周礼·地
官·大司徒》：“以保息六， 养万
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
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
富”； 春秋时期， 齐相管仲实行

“九惠之教”,《管子·入国》：“入
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 一曰老
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
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

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但《周
礼》成书远晚于言偃《礼运》篇，
而且偏重于谈司徒官的若干救
赈方法，管仲“九惠之教”偏重于
谈民生治理的几条具体措施，
《管子》 一书也远晚于言偃《礼
运》篇。言偃所撰《礼运》篇，成篇
于春秋时期，以对人类理想社会
的宏论作为大背景，加上宏论出
自圣人孔子之口，历来被奉为儒
学精华。 此篇提出推己及人，互
相关爱，救助贫弱，不谋私利，竭
力为公，是达到太平，幸福的理
想社会的途径。 从其成篇早、格
局大以及从认识的深度和概括
的高度看，此篇应该视作我国最
早提出慈善事业理念的光辉历
史文献。

言偃《礼运》篇中所谓“大
同”“小康”之说，是言偃记录孔
子言论，还是假托孔子所言以述
己见，这个问题古今学者历有争

论。自南宋起，“假托”说日盛，认
为不是孔子之言， 而是假托之
辞。 如元代礼学家陈澔注《礼运
集说》曰“《礼运》疑出于子游门
人之所记……篇首大同小康之
说，则非夫子之言也。 ”列入《礼
运》篇的《礼记》一书，学界认为
多假托之词，孔子弟子们往往借
孔子之言， 展示自己的思想，言
偃《礼运》篇很有可能也是通过
师生对话，表达作者本人的社会
观。成书于汉代的《孔子家语》卷
七中也收录《礼运》篇（与收入
《礼记》的《礼运》篇有些不同之
处）， 其中载明孔子是在担任鲁
国司寇（相当于现在最高法院院
长）参加鲁国祭神大典（蜡祭），
当助祭者（宾）的，祭典结束后对
陪侍在侧的言偃谈论“大同”“小
康” 的理想社会（“孔子为鲁司
寇，与于蜡。既宾事毕，乃出游于
观之上， 喟然而叹。 言偃侍曰：
‘夫子何叹也？’孔子曰：‘昔大道
之行……’。 ”）孔子任鲁国司寇
参加蜡祭，时年 52 岁，按《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所言，言偃“少孔
子四十五岁”， 则当年言偃才 7
岁， 孔子是不可能与幼童时期、
身在吴国的言偃讲论“大同”“小
康”之义的。这或可说明言偃《礼
运》篇是假托孔子之言表达己见
之作。

言偃投师于孔子，孔子传道
于言子，言子应该是长年从孔子
处亲闻过他的理想社会观，然后
融入自意的看法， 假托孔子之
言，写成了《礼运》篇。 言但将此
篇作为教材传播其弟子，再由弟
子记传，终成中华文化的千秋名
篇，成为儒学的不朽经典。 慈善
事业的理念，亦随此篇影响并贯
穿于我国慈善事业的历史进程。

（据《中国政协》）

2500 多年前，言偃所撰《礼运》篇，最早提出“慈
善”的理念，在中国慈善史上具有重要的

地位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历史发展至今，重温《礼运》篇
记述的有关慈善的理念，发挥慈善的作用，为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助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言偃，孔门十哲之一，名列文学科之冠首。 他所撰《礼
运》篇，记述随侍孔子“参加鲁国岁终祭神大典（蜡祭）时与
孔子的对话，系统论述了“大同”“小康”的社会理想。

”

《礼运》与慈善

位于江苏省常熟市内的言偃故居

《礼记·礼运》书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