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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 名分 合法性
——中国传统政治研究的新维度
徐燕斌
（云南财经大学 法学院，云南 昆明

）

摘 要
对于最高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在先秦时期已引起了儒家巨擎的关注。本文对儒家
思想中的名分之礼与王权的合法性问题进行探讨，认为礼通过对名分观念的讲求，从符号到
意义全面指引人的内心与行为，激发民众对最高权力支配地位这一既成现实的内心认可，从
而奠定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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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
）是西方政治社会学中一
个重要的概念，从韦伯到哈贝马斯，都做过许多经
典的定义。简单地说，合法性是统治者为获得民众
对其统治现实的内心服从而进行的自我辩护。合法
性问题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存在于古今各
种统治形态中，韦伯说：“任何一种统治都试图唤
醒和培养人民对其合法性的信念，一切权力都要求
为自身辩护。
” 在形成合法性信念的过程中，最
重要的是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寻找一个共同
的价值基础，使得被统治者认为统治权力是正当
的，从而甘心接受被统治的现实。中国古代皇权在
构建自身合法性的过程中，礼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中国古代的礼，是一个包含着政治、文化等多
方面涵义的概念，它源于上古时期的祭祀，逐渐演
变成一套完整的规则体系。如果单从其外在形态来
看，礼可说是一种按名份确定相互关系的仪式，礼
乐制度基本是一种名份制度体系。
司马光在
《资治通鉴》的开篇就说：“天子之职莫大于礼 礼
莫大于分 分莫大于名。
”因此，礼对具体的个人
而言就是名份制度，包括血缘名份与社会身份。礼
要求体制内的每一个人都应自觉地遵守并维护名
分规则，各负其责，各安其分。这种名分之礼对统

治者合法性的建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春秋时期
礼崩乐坏，诸侯力政，实际上就是各诸侯不守为臣
之名分，僭越天子之礼。所以儒家特别强调名分之
礼对于等级秩序的作用，将统治的合法性与名分相
关联，从名分的角度来确立统治的合法性。

一、儒家思想脉络中的名分之礼
名的概念是孔子最先提出的，据《论语 颜渊》
载：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
”这种“名”，用今天的话来表述，就
是指一个人在团体中的角色，如国家中的君臣、家
内的父子夫妇等。孔子认为国家秩序的重建，首要
问题是解决名分问题，正君臣之名，使得“君有君
德，臣有臣道，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从而
政治体制得以顺利运转，实现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固
与和谐。孔子在《论语》一书中系统阐述了他的名
分观，如《子路》篇中载：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
曰：
“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
“有是哉？子之迂也。
奚其正？”子曰：
“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
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
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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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
在《礼记 哀公问》中有类似记载：
公曰：
“敢问何谓为政 ”孔子对曰：
“政者，正

年

后拟出判断二者之间的标准。在孟子看来，君必须
完成君的任务，才能享有君的特权，从反面说如果
君不能完成保护民的重大责任，甚至暴虐无道，那

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
从也。君所不为 百姓何从？ 父子亲，君臣严，
三者正，则庶物从之矣。
”

么他已经不是君，而是一“夫”而已。因此，在谈
“闻
到武王伐商的合法性时，
《孟子 梁惠王下》说：
诛一夫纣矣 未闻弑君也。
”孟子在政治上肯定革

从上文可以看出，孔子强调的‘名’的意义包
含对于一个的身分的认定，所谓的“君君，臣臣，

命的权利，与正名思想有密切的关系。故《孟子
离娄上》谓：
“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
”

父父，子子”，人的意义也源自于其名，这是社会

尽君道指君主完成自己的任务，尽臣道亦是如此。

秩序稳定的关键，为政的首要问题就是要使得社会
各阶层的人名符其实，各安其分，各有与自己名份

在孟子看来，君臣的义务是双向的：“君视臣如手
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
” 不仅如
国人；君视臣如土芥 则臣视君如寇仇。
此，孟子更强调君主的责任，如《孟子 离娄上》
说：“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故

相符的名称和角色要求，否则就会“民无所措手
足”，国家失序，礼崩乐坏，各不得安。而在这一
个整体秩序之中，君主的行为之“正”又是最重要
的，只有君主率身作则，百姓才会风起景从，国家
太平。因此，孔子的正名思想，目的是用一套礼的
社会规范来建立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礼须与名位
相合，这是政治的秩序，每一身份的人均能有合其
身份的言行处事，而使名实相符。如果不相合，就
表示政治的秩序未被尊重，所以孔子说：“唯器与
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
名，不可以假人。
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
” 孔子的正名主要内
容是职位角色的相称，在政治上的体现就是以“名”
来调整君臣上下之权利与义务。具体就君而言，君
之所以为君，必须承担与君名相当的责任。“君”
之名必须是指遵守什么样道德规范和应该享受哪
些政治待遇的人 然后再用这样的“名”所规定的
内容去要求实际上为君的人 通过“正名”达到正
“实”。孔子的正名论寄予君臣各尽其权责，因此
“正名”主要是责成居位者尽其应尽的实责。具体
就孔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言，
其对君的要求就是说有君之名的人，必须完成君之
任务，才能享有君之权利。 因此，孔子的正名，
并不必然是以国君为其维护对象，其核心是维护一
种礼制的秩序。它在要求君有与之君名相称的权力
之外，还要求君尽相当的责任。因此，礼所包含的
名分观念，一方面是确立了天子的权威，要求天子
拥有与名相称的权力，增强了君主统治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也对君主有所规约，要求君主尽相称的义
务，从理论上确保“不至于陷入暴君专制独裁的泥
坑” 。这种观点在孟子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
孟子的正名思想是孔子的继承与发展。孟子的
“正名”，他首先着重于“君”与“夫”的区别，然

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
谓之贼。
”其意是说如果君主不守礼法，安分守己，
倒行逆施，而又不听劝谏，这样的君主就不具备最
基本的统治合法性，甚至也不能称名之为“君”，
而应“谓之贼”，对于“贼”，人民当然可以放之，
杀之。孟子将孔子的正名思想与民众的革命权利相
联，主张对于有君主之实，而又不能很好地履行其
职责的，民众有代天而立的权利，在孟子这里，君
主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它甚至突破了孔子那
种对君主温和的劝诫方式，将中国古代以礼制君理
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儒家另一位大儒荀子对名分制度也有较多的阐
发。荀子的礼论着重从“分”来阐释“名”，《荀子
劝学》云：
“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
”即指
礼作为一种人的分类的原理，亦即各种分类下的名
分（父子、夫妇、君臣关系及其规范）的原理。
荀子指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组成并正常运转，
关键在于有“分”，
《荀子 礼论》说：
“先王恶其乱
也，故制礼义以分之。
”否则，“群而无分则争 争
则乱。
” 而“分”的标准和程序皆须依礼而定，
“分”是礼的主要功能，也是礼的本质属性。这就
是所谓的“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在荀子的
名分观中，特别强调“名”与“实”的统一，即权
责的对等性。《荀子 富国》说：
“长幼有差 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故德必
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
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
”
“故自天子通于庶人，事无大小多少，由是推
之。故说，朝无幸位，民无幸生。此之谓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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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以“德必称位”为逻辑起点，然后由此推

的权利义务，进而据之来分配社会财富，限制私欲

导“位必称禄，禄必称用”，最后的结论是在位者
必得其“用”，强调在位者之责任。第二段引文中

的暴胀，消除群体间的冲突。具体言之，在宗族之
外每个成员还处于各种人伦性的团体之中，如家

荀子从天子到庶人，每个人在礼中都有自己的位置

庭、行会、同乡会、学校、工作单位等等，在这些

与相应的责任，在其位者必尽其职。此外，荀子所
谓的“分”还规范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

自发或非自发的人伦化单元中，每个人也肩负着相
应的责任和义务，相互之间按照忠信仁义、克已恕

权利义务，以及社会上各行各业的职业分工和各级
《荀子 王霸》篇云：
官吏的职权。
“君臣上下，贵贱长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

人等礼治原则，尊从着温、良、恭、俭、让诸道德
标准，实现该人伦团体的凝聚。如同祭礼中嫡庶之
间的礼制秩序一样，这些人伦性团体成员之间，成

为隆正。然后皆内自省以谨于分，是百王之所以同
也，而礼法之枢要也。然后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

员与领导者之间的礼制秩序也极为稳定牢固。
”
在这样的一个礼制秩序中，个人的行为只有符

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

合名分的原则才被视为合理合法的。从逻辑学的角

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止矣。
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

度来说，“名”（概念）是逻辑思维的基础和出发
点，一切正常的思维，都必须以正确的“名”为前

同而礼法之大分也。
”
可见，荀子试图通过礼之“分”来划定社会各
阶级的权利与义务，使君主、群臣、百姓各有等
差，各自在等级秩序中安于职守，如《荀子 荣辱》
所言：“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
等，长幼之差，知贤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
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
居和一之道也。
”从而形成阶级与阶级间的和谐与
安定。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先秦儒家观念的名
分观念中，既强调臣守其分，也强调君安守本分，
双方是一种双向的交互关系。儒家对这种名分之礼
赋予了极高的期待值，认为这种名分关系的稳定是
国家稳定的基石。先秦儒家的这种价值取向深深影
响了中国古代王权的合法性构建。

提。从周初以来的礼制体系来看，每一个特定的
“名”实际上都是一定的社会事物的合法地位的象
征。在等级制度的体系中，诸如王、公、侯、伯、
子、男、卿、大夫、士之类，每一个“名”都是在
社会生活中特定的权、责、利的象征。 “名”是
古代社会所有社会关系的凝结，因为一切礼的器
物、制度、礼法现象要用名表示，而名代表这些事
象。抽象的名可以在人心理和意识中引起相应的意
念，从而影响人们的观念和思想。 如《礼记 冠
义》云：“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
焉，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
行焉也。将责四者之行于人，其礼可不重与？”在
礼中，自然将各自角色传递给礼制关系中的个体，
让他意识到自己为人“子”、
“弟”、
“臣”的责任和
义务。从合法性的建构来说，这些思想和观念对于
唤起民众的合法性信仰又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礼通
过对名分观念的讲求和维持，使社会各个阶层的人
都认识到自己的位置，提醒每个个体都在名分体系
之内，从内心深处警戒人们不得僭越这种礼制名分
秩序。如《礼记 礼运》所言：
“故百姓则君以自治
也，养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显也。故礼达而分
定，故人皆爱其死而患其生。
”孔颖达疏曰：
“政之
大体，皆下之事上，非上之事下也。上下分定，人
皆以死事上。 人皆知礼，上下分定，君有危难，
皆欲救之，故人皆贪爱其以义而死，竞欲致死救
之，耻患其不义而生，不欲苟且生也。
”这样，
“分
定”之后，礼制中的成员人人争相维护这种名分秩
序，即使牺牲生命，也引以为荣。所以礼之名分观
念不是一种简单的名实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而是

二、名分之礼与王权的合法性
宋儒司马光在其传世之作《资治通鉴》开篇卷
首即指出：“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
庶事。非名不着，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
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
”如此，
贵贱有等、尊卑有度，形成了一种等级俨然却又井
然有序的礼制秩序，每个人都是这个秩序链中的
环，按照被规定好了的方式与他人关联在一起。这
种秩序规定社会成员中各个人的权责，确认每个人
应怎样按名份认可的内容要求自已，并要求别人如
何行为，甚至如何思想。
正如当代礼学研究者
杨华先生所指出的：
“礼确定每个人在群体中的身份地位和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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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万象之现象的内容和意义，从符号到意义全面

对人间秩序的安排。刘子礼观念的核心在于强调名

指引人的内心与行为，
从而激发民众对最高权
力支配地位这一既成现实的内心认可，奠定统治的

分之礼是乃“天定”，
“天”的神圣至上性确保了这
种名分之礼的运作并使其获得合理性。这种礼论观

合法性基础。

是藉由宗教（
“命”
）的保证以确定人间的名分秩

在儒家的观念中，名分原则也是治理国家的出
“异哉君子之名子
发点。如《左传 桓公二年》说：
也，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
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
”这段话中“制

序，而在不同位置之人被要求执行不同的行为规
范。这些行为规范之所以具有强制性是因为一种具
有宗教性质的“命”的保证。这种理路在董仲舒那
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春秋繁露 深察名号》谓：

义”的理解是关键，流行的解释多将“义”释为

“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

“宜”，“制义”被理解为做合宜的事。甘怀真先生
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此处“义”应同于“仪”，

名号。名者，大理之首章也，录其首章之意，以窥
其中之事，则是非可知，逆顺自着，其几通于天地

因为《左传》中有“心能制义曰度”的说法，这里

矣。是非之正，取之逆顺；逆顺之正，取之名号；

“心能制义”意为心能如仪器般的度量事物，衍申
为心成为某种法则的泉源与工具。所以这里的“名

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地为名号之大义也。古之
圣人，謞 而效天地，谓之号，鸣而施命，谓之名。

以制义”，当指“名”是用以区别事物，根据“名”
所指涉事物之“实”以命名，如此才能谓合宜的命
名。
“义以出礼”是指礼的规范是从名实对应而来，
意味名分关系的合宜。“礼以体政”是指礼的原理
得以建构、体现政治。只有这样的治国之道方可指
导规范民众的行为，所谓“政以正民”。
《左传》中
的这句话是说，“名”是用来定义事物之实，由此
定义而有“礼”的产生，有“礼”才得以建构、体
现政治规范，而政治规范是用来正民的。 连贯起
来看就是以“名”来正民，就会使得国家大治，
“民
听”所表述的内容就是指民众对统治权威已经心悦
诚服，形成了对统治权的内心肯认，故而统治的合
法性就得以确立。由此可以推知，“名”乃治国正
民之始，是建立合法性的一个逻辑起点。
儒家不仅强调名分对于确立合法性的重要性，
更将名分与“天命”贯通，以天命的权威来论证名
分制度的绝对性。如《左传 成公十三年》，刘子曰：
“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
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之以福，不
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
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
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
节也。
”刘子认为人的各种名分职责，都是“命”
的安排。这里的“命”是宿命天意在人间事务的体
现，也就是说，每个人的名分都是一种命定的。刘
子认为人只有按照命的要求，确实实践这些规范，
才能受福免灾，否则就会招致祸乱。
“君子”与“小
人”因名的不同而分工不同：君子被命定之分是
“勤礼”，小人之分是“尽力”，这也是一种“命”

名之为言鸣与命也，号之为言謞 而效也，謞 而效天
地者为号，鸣而命者为名，名号异声而同本，皆鸣
号而达天意者也。
”
在董仲舒看来，天地万物各有其相应的“名”，
“治天下”的关键也在于“名”，统治权力通过名分
而获得其合法性意义。董氏认为名分原则的合理性
来自于“天地”。因为天地是人间一切秩序、价值
的源头，但其本身却无行无言，也不能直接介入人
间的事务。故人间的统治不可能仅靠无言之天地法
则，必须靠会行动的人来治理，而此人（如帝王）
须有“名”，才可以依天地法则而号令天下。帝王
从天地获其 “名”后，再授予人间事物各种名号。
这样，帝王的权力才被视为合法，才会得到礼制秩
序中所有成员的内心服从。名分论的成立，也使以
君主为核心的礼制秩序具有了一种神圣不可侵犯
的性质，在客观上维护了君主的合法性地位。
由上文叙述可知 ，行为规范合乎名分原则，才
被认为具有合法性。《左传》中诸多 “礼也”、“非
礼”的评判，很多也是基于这种名分合法性的基础
之上而作出的。如《隐公三年》，针对《春秋》经
文说：
“君氏卒”三字，
《左传》也从“名”的角度
予以解读：
“ 夏 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 不反哭
于寝 不袝 于姑 故不曰薨。不称夫人 故不言葬。
不书姓 为公故 曰君氏。
”
又《隐公七年》，针对《春秋》经文“滕侯卒”
二字，《左传》解释：
“七年春，滕侯卒。不书名，未同盟也。凡诸
侯同盟，于是乎称名，故薨则赴以名——告终称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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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
《左传》这一类文字在内容上固然只是对礼中
原有的“名分”观念的解说和阐释，但通过这些具
体事件可以看出，在周初以来的礼的体系中，
“名”
的合法性意义已经深入人心。古代中国人自一出身
起，便生活在由“名”所构成的礼的具象世界中，

已乎 ”曰：
“修己以安人。
”曰 “如斯而已乎 ”曰
“修己以安百姓”
《孟子 离娄上》：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
”
《荀子 君道》：
“上好贪利 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丰取刻与 以

礼仪制度便表现为各种名分关系，并规定着人的思
想观念、行为举止，整个社会从上至下任何人也逃

无度取于民。
”
这些儒家的经典论述中都寄予了在合法性的

不脱它的束缚，它通过一系列的象征、暗示，权力

双方关系中君主更多的责任期待，如果君主不能安

的信息不断的向被统治者传递、渗透，民众“日用
而不自知”，权力的合法性的构建从制度到意识，

守名分，其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会被视为“非
礼”，遭到各个阶层的非议和反对，甚至引发政争。

这是古代中国的统治者构建合法性的高明之处。

这样的事例在后代屡见不鲜。如北宋时期，宋仁宗

三、名分之礼对王权合法性的影响

无嗣，死后以濮安懿王允让之子赵曙继位，是为宋
英宗。即位次年，诏议崇奉生父濮王典礼。在尊濮

“名”是古代社会所有社会关系的凝结，抽象
的名可以在人心理和意识中引起相应的意念，从而
所以名分之礼能够激
影响人们的观念和思想。
发民众对最高权力支配地位这一既成现实的内心
认可，奠定统治的合法性基础。然而任何事物的作
用都具有两面性，名分为君权提供了合法性的同时
也在影响着君权自身的运作。因为中国古代统治的
合法性是由各种名与名之间相互联系而建构起来
的综合体系，君主为了维持成员对他的合法性信
念，同时也要受制于这一体系本身：作为君主，既
有君之“名”，就必须行使君之职权，遵守君的行
为规范。这样，中国古代政治成为由各种“名”相
互编织而成的一个相互关联的网络，甚至说，由于
君主处于这个体系的中枢位置，他为此必须承担更
多的责任，礼在赋予君主帝王独尊名位的同时，也
同样赋予了无限大的责任期待。这样的思想在先秦
儒家经典中比比皆是，如《论语 子路》云：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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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
如正人何？”
《论语 颜渊》载：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
“如杀无道，以就有道，
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
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
必偃。
”
《论语 宪问》：
子路问君子 子曰 “修已以敬。曰：“如斯而

王为皇伯还是皇考的问题上，争议猝起，史称“濮
“为人后者为之子，不
议”。 按照司马光的说法：
敢复顾私亲。
” 其意是说，如果英宗不承认他与
神宗之间的父子之名，那么其皇位的合法性就被自
我否定了：
“今陛下亲为仁宗之子，以承大业
若
复尊濮王为皇考，则置仁宗于何地邪？” 司马光
的观点代表了儒家的一般观点，也就是说在儒家看
来，只有从名分上确定英宗与神宗的父子关系，前
者的继位才具有儒家理论上的合法性。后来明代的
“大礼议”事件与之类似。明武宗正德帝死后无子，
其堂弟朱厚熜继位，是为嘉靖。嘉靖继大统之后同
样面临的是一系列的名分问题：
“始而争考、争帝、
争皇 既而争庙及路 终而争庙谒及乐舞。
” 这些
问题引发了嘉靖与内阁首辅杨廷和一方激烈的争
执，
最后竟导致等十八名大臣被杖死的严重后果。
这种名分之争，在我们今天看来或许难以理
解。然而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礼是治国之本，礼制
秩序是一种符合天道的人间秩序，帝王作为人间秩
序的中枢和捍卫者，如果违反礼制，不守名分，何
以能治理天下？正如“大礼议”中杨廷和所言：
“典
礼一失，纲常以堕，拂万方之心，起万世之议。
”
这才是这场名分之争的关键所在：“如果皇帝连父
亲都叫错了，如何使臣民正名安分？” 正因为如
此，所以朝臣才敢于直面帝王的权威，声称：“国
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今陛
下既超擢萼辈，不以臣等言为是，臣等不能与同
列，愿赐罢斥。
” 可见，名分乃头等重要之事，
如果帝王不守名分之礼，就会引起朝臣的对抗，甚
至危及到王朝统治之基础，这也无怪乎每当涉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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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大事时大臣纷纷冒死进谏，以死力争了。

分之礼在论证了最高权力合法性的同时，也对最高

这也就意味着，王权的合法性就是要以维护以
名分为特征的礼制秩序的正常运作为前提，而不能

统治权力自身的运作产生了影响。君主为了寻求自
身的合法性，必须表现出对礼中“名分”规则的服

挟强权以破坏礼制秩序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名

从。否则，权力的合法性就无法得到确保，从而出

分之礼其实也是一种精妙的控权模式。我们还可以
从名分所确定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角度来

现最高统治权力的合法性危机。

理解王权。名分观念的作用在于使适用对象之间形
成一种“交互”效应，以彼此掣肘：父与子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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