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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整体结構体系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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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什么叫体系？依論者理解，所谓体系，是指一个思想的整体，它包含若干部分，每部
分围绕一个或若干核心范畴而展开，各部分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结構和层次关系，它们互
相作用，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服务。研究思想者的任务就在于阐释这些范畴，理清它们之
间的关系，把握思想家的真正意图，从而再现这个体系，并恰如其分地估计它的价值。
在社会科学和语言方法論上，西方的结構主义（structuralism）特别重视对现象背后那
个组织的形式（patterns）和关系（relationships）的研究，与我们对研究《吕氏春秋》
的方法有暗合之处。1)
* 北京大學 哲學系 中國哲學專攻 博士生 shen67@hanmail.net
1) 結構主義在西方被許多學者認爲是包括哲學在內的具有廣泛內容和影響的學術流派，列維-斯特勞斯 Claude
Levi-Strauss）、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弗洛伊德、榮格、皮亞杰等西方思想巨子，都被認爲
與結構主義有關，見W. L. Rees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Eastern and Western Thought,
New Jersey: Humianities Press, 1980,p.553.不過，關于結構主義是否哲學流派，西方學術界仍有不同意
見。見 Antony Flew, A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revised second edition, St Martin Press, New York,
1984, P.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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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上对《吕氏春秋》的看法，可以一个字概括：杂。《吕氏春秋》的取材的
确显得很杂，很容易给人以杂的印象，而蕴涵其中的系统和中心却很难被
人发现，所以它怎么也脱不了一个带有几分轻蔑的杂家称号。其实，《吕氏春
秋》可谓中国曆史上第一部主编负责、集体撰著的书籍，是以其指导宗旨和一定之
规对先秦诸子取长弃短，为我所用，融汇诸子学说，虽杂不亂，自成一家。而
《吕氏春秋》结構体系，也有相应的严谨系统，井然有秩。但，还要注意在分析《
吕氏春秋》的思想体系时，不能单纯以篇章结構是否严整、概念框架是否鲜明、論说
形式是否完全为标准，更应该考虑到背后内在的结構体系。对于这问题，学界論者
很少，且难如人意。这不仅影响对《吕氏春秋》结構形态的总体框架和局部组织的
理解，也不利于对其思想系统性和主导倾向的认识，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透过表
面结構，要把埋藏在深层的内在结構体系分析出来。

二、《序意》篇的基本思想与方法論

《吕氏春秋》分纪、览、論三大部分2)，下又分若干小的部类；纪分为十二，览八
，論六。每个小部类各有其名，下辖若干篇命题短文；每纪五篇，每览八篇3)，每論
六篇。加上《序意》一篇，全书共一百六十篇。外观极为规整，很难想象出于随意的
關于《呂氏春秋》的紀、覽、論三大部分的編排次序問題，最先正式、明確指認這編次的是司馬遷與高誘的
兩種說法，《漢書․藝文志》、鄭玄等幷未正式明言，只是有所涉及罷了。自漢代到淸代之前，諸家雖有
涉及，但尙無甚爭訟．只是到了淸代隨着乾嘉學派的興旺，于是自此便聚訟紛紜了。因爲這一問題有它的
重要性，它關系到如何理解《呂氏春秋》的著述動機、指導思想、思想內容和編寫體冽乃至書名。《呂不
韋列傳》指明：呂不韋，……集論以爲八覽、六論、十二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
秋。《十二諸侯年表序》亦說。呂不韋者，……亦上觀尙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
論、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幷又于《太史公自序》、《報任安書》稱此書爲《呂覽》。而高誘《呂氏春
秋序》則認定：不韋乃集儒書，……爲十二紀、八覽、六論，……名爲呂氏春秋。于是，便有《覽》
前《紀》后還是《紀》前《覽》后之討論。
關于此問題曆來也有兩種看法：一種看法是根据《呂不韋列傳》和《十二諸侯年表序》以爲八覽在前，次
六論，次十二記。如牟鍾鑒贊同此說。（參看牟鍾鑒，《〈呂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硏究》，齊魯書
社，1987年，第9-11頁。）另一種看法是根据高誘《呂氏春秋序》，以爲十二記在前，次八覽，次六論。
如李家驤主張此說。（參看李家驤，《呂氏春秋通論》，岳麓書社，1995年，第56-64頁）。筆者贊同李先
生的說法，以爲如論者單從一、二角度看問題，各執一理，是皆不足以得其全，應從多側面全面地來作考
察，要着重從《呂氏春秋》的寫作動機、主導思想、《覽》與《紀》的思想內容和組織系統、《序意》之
說、與此書相關的時代背景來看待，才可澄淸事實的。本文認爲《呂氏春秋》的原本舊貌就是先是《紀》
、后是《覽》、再是《論》的。
3) 《有始覽》今缺一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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拚凑。
最早觉察《吕氏春秋》的结構具有某种内在规律的，首推《四库提要》。《四库提要
》在分析十二纪的结構时说：
顾以十二月割为十二篇，每篇之后各间他文四篇，惟夏令多言樂，秋令多言兵，似乎有义其余
则绝不可晓。4)

这段话透露出两点认识：第一，按十二月序排列的十二纪，可以依照春夏秋冬四
季，归纳为四个季节部类；第二，季节部类得以归纳，是因为各有其中心論题。这
对于前人的旧观念，无疑是重要的突破。其后，余嘉锡先生继续研究，不仅又发现
了春令言生，冬令言死的主题，弥补了《四库提要》之阙，而且指出，十二纪
的四个季节部类的结構规律是因四时之序而配以人事，其设置思想则基于春
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古者天人之学。5) 受所启发，我们不禁想到：既然十二纪
的结構并非杂然拚凑，有着深蕴的内涵和严谨的组织，既然八览、六論与十二纪是
在同样的编纂思想指导下编成，成于一时且合于一书，6)那么八览、六論也应有相应
的严谨结構，才符合邏辑。既然如此，八览、六論的结構怎样？与十二纪的结構关系
如何？其整体的组合基于怎样的设计,要体现什么構想；而这些问题恰恰是前人未暇
4)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冊，中華書局，1995年，第1008頁。
5)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呂氏春秋校釋․附錄》第1857、1858頁。
6) 《呂氏春秋》對成書年代早有記載，但論者對《序意》篇及書的內容仍有多種認識，故曆來衆說紛出。 1、
八年說。宋呂祖謙、淸周中孚、郭沫若等据《序意》成書于始皇八年說，但也有人視此篇所說八年之
八是六或四之誤。 2、駁遷蜀說。明方孝孺以爲《史記․太史公自序》與《報任安書》所說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是史公言誤，《呂氏春秋》不當成于遷蜀后。《四庫提要》則認爲史公所說
的此二句乃《史記》駁文耳。另也有指史公思有夫審者，爲史公辯解者。 3、呂不韋死后說。明顧亭
林《日知錄》說《呂氏春秋》成于秦初幷三晋時。徐復觀則据《安死》篇以耳目所聞見……其皆故國矣
的文句，認爲這分明是秦政二十六年以后所寫的，斷定《呂氏春秋》的初稿成于秦政八年。但其
補綴之功，直至秦統一天下之后。 4、七年說。姚文田《邃雅堂集․呂覽維秦八年歲在涒灘考》、錢穆
《呂不韋著書考》認爲《呂氏春秋》成于始皇七年，而錢先生又認爲《呂氏春秋》確有成于遷蜀之后，
幷有成于不韋之身后者。田鳳台認爲《序意》所說八年實統庄襄王而言，《呂氏春秋》成書應在始
皇七年。 5，分部問世說。陳奇猷認爲《十二紀》確系成于始皇六年，《八覽》、《六論》則成于呂氏遷
6，六年說。宋王應麟《漢書․藝文志》指明《序意》所說歲在涒灘乃指申年，不合八年
蜀之后。
（乃壬戌）之說，八年說乃算曆者之差。《通鑒》、《皇極經世》也說八年歲在壬戌而非涒灘，故《呂氏
春秋》成于秦政六年。牟鐘鑒也論斷《呂氏春秋》成于秦政六年。筆者認爲《呂氏春秋》是標志一个時代
完結的里程碑，也是先秦古籍中唯一可確定寫作年份的，故確定其成書年代就更見重要。筆者從《序意》
所說《呂氏春秋》成書歲在涒灘這項最重要最可靠的首項鐵證、《呂不韋列傳》的依年歲順序敘事、
呂氏當時面臨的國內外形勢、秦國早以火德自居、干支紀年、宋王應麟之說等多方面論定《呂氏春秋》是
一次性完整地完成于始皇六年（申年、公元前241年），且對五年說、七年說、八年說、遷蜀說、呂不韋死
后說、分部問世說均据事理多方論證予以全面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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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及，今人较少留意的。
我以为研究上述问题，《吕氏春秋》的《序意》将首先应当格外重视并进行透彻的研
究。因为，作为《吕氏春秋》的事实主编，吕不韦的基本思想和编纂宗旨在《序意》篇
中有着直接的叙述和集中的概括，这不仅决定了全书思想体系的走向，也对全书结構体
系的建设具有指导意义。7)《序意》篇文字较长，选錄如下：
维秦八年……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
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寿天
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
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数，循其理，平其私……8)

按此处之意，是为了建立一个封建制的清平盛世，亦即建立具有良好封建社会秩
序的一统帝国，而以此书总结以往的曆史经验、记述国家的治亂存亡、了解人事的寿
夭吉凶的，这一点就是《吕氏春秋》的主要目的。虽然这主要是就《十二纪》而谈
的，但就书中所論看，《八览》、《六論》之篇也就是《十二纪》的敷陈、补充、引
申和发挥而已。而要实现清平之世而論治道，根本的就是要求人事要法天地，所以
说是上度量于天、下检验于地、中审察于人，如此，则是与非、可与否都无所失误了。
由此可知，此篇公开申明，要达到治世而論国政、人事，从而实现这一主要目的的
理論根据是法天地的思想，它将这种理論根据进而推演为揆天、验地、审人这个基本
准则。事实上，书中的篇章文字也是依照这一基本准则而谈論的。所以，法天地，或
者具体化地说，揆天、验地、审人，这就是《吕氏春秋》的中心主旨。换句话说,揆天、
验地、审人也就是法天地思想的具体化的基本准则。本篇接着又对这一基本准则的大
致内容作了具体阐述，它指明这一基本准则的内容要点是：一要顺应事物的本性和
客观规律而行事、这说的是天要顺行才能生万物，地要稳固才得安宁，人要诚信才
被人听用，天、地、人三者各得其所就可以无为而行了。这实质是讲万事万物都有自
己的固有本性和发生发展运动变化的规律，按照这种自然性和规律行事就无所不当

。二要承认事物的差異而求得和谐统一。其所谓三者咸当，无为而行，实则也就
7) 《序意》爲《呂氏春秋》的總序，自然要敘述其書的編著宗旨、體制結構、成書經過，甚或有參編人員等事
項。今見此篇有殘缺錯簡可能流傳到漢代，司馬遷、高誘所見此篇也是殘篇。此篇前半僅沙及《十二紀》，
其序《八覽》、《六論》的部分均已亡佚；后半敘述趙襄子、豫讓的事與本篇無關，是后人將它移置于此的
緣故。王範之、牟鍾鑒、李家驤、張雙棣、田鳳台等許多近、現代學者都考證《序意》篇有殘缺錯簡。
8) 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序意》，學林出版社，1995年，第648頁。 以下引 《呂氏春秋》原文、注
文，皆據此書，只注篇明。若据他書，另加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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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天、地、人的万类事物各有差異，都要让它们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就可达到自
然和谐而行的统一境地。三要按天、地、人之道而平私贵公。所谓行也者，行其数
，即循其理，也就是行自然之理。行自然之理，就根本而論，就是要平私贵公。
这就是《去私》所说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元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
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9)和《贵公》所说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有得天
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10)之意，概括而言，亦即法天地之贵公去
私。在这里，《序意》逐步推論《吕氏春秋》的宗旨，由主要目的而至于阐明理論
根据，而提出基本准则，而指出内容要点，这种整个系列的阐述，就構成了《吕氏
春秋》成套的指导思想。这种指导思想是既贯串于其书各部分、各具体篇目的组织系
统之中，又灌注在各种学科的详细論述之上的。这从全书的整个思想内容和编排体
例上都是可以看出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的表现的。
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考虑，显然，《序意》篇提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論；不仅会对全
书思想内容产生作用，也会对结構建设产生影响，唯有结合起来研究；才可望获得正确
的结論。《吕氏春秋》的指导思想体现在它的组织形式上，这就是《十二纪》、《八览》

、《六論》的编排结構。

三、十二纪的结構体系

现在再看十二纪的结構体系，我认为余嘉锡先生的创见，似乎有待补充和完善。的
确，十二纪六十篇，结構上实可分为两个系统：各纪首篇合为一系统，后四篇合为
一系统，二者侧重的角度有所不同。不过余嘉锡先生说。十二月纪以第一篇言天地
之道；而以四篇言人事11)，共同体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义，恐怕不夠准确

。
首先，十二纪首篇，按十二月序记当行之事，这就并非单纯言天地之道，而是说
人事应当如何顺应天道，所以仍属言人事范畴。当然，十二纪首篇系统言人事
与后四篇系统言人事有所不同，前者是在具体意义上言天子当行之政事，后者则是
9) 《去私》，第55頁。
10) 《貴公》，第44頁。
11)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呂氏春秋校釋․附錄》第18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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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较抽象的意义上言人事，内容既较宽泛，适用对象又不仅限于天子，也适用他人。
其次，十二纪首篇言人事，以无逆天数，必顺其时12)为准则，而其余四十八
篇，则严格依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义来構建，二者并不等同。所以十二纪首篇所
言之事，有些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并没有什么关系。比如，十二纪首篇首节，皆据
五行思想言当月之天体、星象，主司帝神、数字、音律、祭祀、天子衣食住行等等，可以说
顺应天数天时，却很难看出生长收藏之义；又如，《季春纪》言天子焉始乘
舟13)、《季夏纪》，言命妇官染采，以别贵贱等级之度14)、《季秋纪》言为
来岁受朔日15)、《孟冬季》言命太卜审卦吉凶16)等等，都是因循天时而定人事，
但却很难与生长收藏挂上钩。其实，十二纪两个结構体系的構建思想，并非绝对矛
盾，之所以并不等同，只是因为包容面大小不一，前者大于后者，可以包容后者。因此
，只能以无过天数，必顺其时――亦即顺应天道概言春生夏长秋收年藏的思想
本质，反之则有以小括大，以偏概全之误。
所谓无逆天数，必顺其时，就是要求不违背天之规律，固顺天时。而四季代兴，
是天时变化的反映；生长收藏，是天数循环的产物，这是古人长期持有的看法

。既然《吕氏春秋》亦视四时为天行，视生长收藏为天之圜道，当其十二纪的后四
篇系统据此構建时，无疑只能是因天之生、因天之死以言人事，这当然就是
无逆天数，必顺其时，亦即顺应天之道了。
十二纪这种顺应天道的根本構建思想，正是以是法天地以行人事的基本思想
衍生，在方法論上则属于上揆之天的内容。而春生夏长秋收年藏正是体现
了天曰顺的道理，是天道之信的具体表现。十二纪依照顺应天道的思想来
構建，实质已就是在为人曰信中法天之道的部分作诠解。当我们明暸《序意》
篇的思想与十二纪结構体系之间的这种联系，对十二纪的内在结構无疑就有了更为
深入的理解。而且，对于探讨八览和六論的结構体系，也有所启发。

12)
13)
14)
15)
16)

《仲秋》，第422頁。
《季春》，第121頁。
《季夏》，第312頁。
《季秋》，第468頁。
《孟冬》，第5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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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览的结構体系

八览分《有始览》、《孝行览》、《慎大览》、《先识览》、《审分览》、《审应览》

、《离俗览》、《恃君览》，下属六十四篇命题短文（今缺一篇）。在任继愈先生主
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中，曾对八览及六論的篇章内容作过简略的综合性概括，
虽然具体看法可商榷，但每一部分皆有自己相对突出的論题17) 这一观点，用
诸八览，我是赞同的。其中《先识览》和《审应览》最为明显地体现了这种结構特
点，不妨先行引證。所谓先识，指先于常人察知事物发展的征兆，预见未来。览
中八篇，或者正面要求人主重贤礼士，借照贤者的远见卓识先知其化；或者从
反面指證智不至而不信贤者之言，为害大矣18)；或者转入认识論领域
，論述正确认识事物所具条件及应当注意的问题，皆不离既定主题。《审应览》集
中讨論言辩问题，侧重三方面論说：其一，告诫人主出言应对，必须审慎，并以
至言去言19) 为最境界；其二，反对言心相离、言行相诡的诡辩（《离
谓》、《淫辞》、《不屈》）；其三，虚实结合、理事相应，指出言语行动皆当以
诚为务，才能使人信从（《应言》、《具备》）。上述二览都以览为单位划分主题
，意义关连的各篇分属其下。其余六览也具有这样的结構特点。《先识览》和《审应
览》的主题，给我们似曾相识之感，极似《洪范》五事中的视、听二
事。20)
《有始览》与众不同，很难以人事某一方面概括，颇似八览总纲。这主要因为：第
一，《有始篇》集中体现了诸览分类構建的思想基础；第二，其余六篇与相应各览
在内容上有所关连。首篇《有始》，虽以天地有始发論，但却鲜言天地始生的
原因、过程，着重阐述的是天地已成的殊形殊能異宜，如天有九野、地有
九州及九山、九塞、九薮、八风、六川之类。21)这充分显露出作者对万物众異的
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秦漢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頁。
《悔過》，第980頁。
《精諭》，第1168頁。
《尙書․洪範》載天帝賜禹之《洪範九疇》，其二爲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
思。五事各有要求和功用：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義，明作
暫，聰作謀，睿作聖。 《十三經注疏》上冊, 中華書局, 1991年,第188頁。
21) 《有始》，第657頁。
17)
18)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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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质，具有足夠的重视，并期望运用分门别类的方法，使之系统化和条理化。依据
篇中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22)的说明，阐明天地自然众異，
实质上也就揭示出人的生理功能、反应和人事行为必然众異，这同样需要用分
门别类的方法，才能使之系统和条理化。而天斟万物，圣人览焉，以观其类23)
一语，已经明白无误地点出这种由自然到人类的观览，必然发生，这大概正是八览
以览为名的由来。因此我认为，作为诸览诸篇之始，《有始篇》如此不吝言辞
，分类规划天地自然之众異，其潜在目的是为其余七览分类规划人事，提供理
論上的依据。而以天地自然之理推导人事，本吕不韦和《吕览》的一贯方针。
如果说《有始篇》提供了分类规划人事的方法，那么其余六篇可视为运用这种方
法对人事所作的大致分类。因为在内容上，各篇与相应各览主题大体有着两相对应
或相互通连的关系，览中論说不过是具体和豐富了而已：《应同》篇阐述类固相
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24)的道理，与《孝行览》主题相应；《去尤》篇論述正
确认识事物，必先去胸中所尤，是《先识览》的方法論；《听言》篇既要求听
言而察，又主张出言而当，与《审应览》主题相符；《谨听》篇論说听治断事之術
，与《审分览》主题相同；《务本》篇辩说先公后私，私寓于公的道理，与《恃君
览》主题相通；《谕大》篇指出治国谋物，皆当期以大义，与《离俗览》
主题有着内在联系。25)正因为《有始览》既提出了分类以览的原则，又作出了
上述大致的分类，视为八览总纲，或许符合实情。其名为有始，正反映出八览
枢机的重要地位，大概暗寓八览之始的意思。
八览与十二纪的结構建设具有明显的区别。在十二纪中，顺应天道的思想不仅仅反
映于具体内容，也鲜明地表现在结構载体上。而八览则依据自己对人事各主要方面
的理解，分类論说；效法天地确定人的行为规律的思想只是渗透于具体論说中，但
不表现在结構形式上。如果参照《序意》所言，很显然，八览的结構建设所依循的
是中审之人的准则，各览所論，其实都是在各自的主题范围内确立人事之信

；而各个侧面的、局部的人事之信汇总起来，也就構成了人日信的整体
面貌和豐富内容。正因为这些人事之信渗透着天地之道，在作者看来，如果遵
行不悖，自然天听民从，这是八览结構体系的根本着眼点。
22)
23)
24)
25)

《有始》，第659頁。
同上。
《應同》，第678頁。
据此推測，《有始覽》所缺一篇，或當寫，《愼大覽》主題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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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十二世纪和八览都有严整的结構体系，是按上揆之天和中审之人的
需要構建，那么六論亦当自具系统，而且应当是按下验之地的思想来構建，就
是合乎情理的推論。

五、六論的结構体系

六論包括《开春論》、《慎行論》、《贵直論》、《不苟論》、《似顺論》、《士容論
》。据实际状况考察，应该说、其结構的严整性的确不如十二纪和八览，这主要表现
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論的主题有时不夠集中和突出。也就是说，有时不能以論
为单位来归纳，一論中或许包纳两个以上的論题；其二，在大致统一的論题下，篇
与篇之间意义上的连属关系，有时不象纪、览那样紧密。盡管如此，六論的结構也的
确自具系统，这主要表现在其主题和論说与古人认为地所具有的属性和功能之间，
大多有或明或暗的联系，目的则是法地之德以行人事。由此考虑问题，六論的思想
和内容就比较易于把握，有些难点也可得以解释。
首先，《士容論》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曆来被视为农
家遗说，这是不错的。但为何选入論中，却鲜见合理解释。其实，如从六論结構与
下验之地的关系考虑，这个问题不难理解。因为在古人眼中，地盡管有多种属性
和功能，但载物而养之却是有关人类生存的头等大事。
其次，所谓地道方、地曰固，主要注目于地载万物各有其类，古人由此出
发，遂推导出众多的人事准则。六論中的不少篇章，正是据此論说。比如，由万物
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既可推导出六者当位、人伦十际的等级制
度，还可推导出百官各处其职，治其事以待主26)的政治制度，因此《慎行論․
壹行》、《似顺論》的《处方》、《分职》、《慎小》 等篇，皆据以論说；又如，万
物各有其类而不变，是因为各有其道，各守其德。诸如言行不苟、直言进谏、取舍不
妄等等，皆属所列。因此，《慎行論》的《慎行》、《无义》、《贵直論》的《贵直
》、《直谏》，《不苟論》的《不苟》、《士容論》的《士容》等，都与此有关；再
如，辨明部类是分清职守、谨守其德的前提条件，似是而非必然导致混亂失序。因此
，《慎行論․疑似》、《似顺論》的《似顺》，《别类》、《有度》等篇，就此論说
26) 《圜道》，第172-1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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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慎行論․察传》、《贵直論》的《过理》、《壅塞》等，实亦与此有关。
再次，地的其他属性还可推导出另外一些人事准则，如由地的厚载无私，可推导
出人当厚积其德，《开春論․开春》篇思想近之；由地的宽厚慈爱如母，又可推导
出仁爱之心，《开春論․爱类》主旨近之；由地的广大容众物，还可椎导出求大定
小的道理，《士容論․务大》内容近之；等等。
此外，六論中的一些篇章，虽然与地之德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却与他篇内容
具有某种联属关系。如六論中有数篇呼吁知贤、用贤的文章。当然，六論中也确有少
数篇章，与地之德既无直接联系，也无间接关系，何以入围，实难揣摩。《开春論
》的《审为》、《贵卒》、《贵直論․原亂》和《不苟論․贵当》属于此列。这也许
是因为编者不审，误入其中；或许是二千多年的曆史间隔，造就了理解上的碍障。
但区区四篇之数，毕竟不反映本质，不应当也不可能改变六論结構体系的基本规律

。

六、小结

概括而言，笔者对《吕氏春秋》结構体系的基本看法如下：《吕氏春秋》的总体
结構，据是法天地以行人事的基本思想来设计，这与其思想体系的主导倾向正
相表里。在这样的总结構下，十二纪、六論和八览分别依照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
审之人的方法論三要素，構建成三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结構系统。三者联系
的枢钮，在于天道、地理、人纪相通，揆天验地最终都落实于人事，这以天地万物
，一人之身的大同宇宙观为哲学基础；三者区别的界河，则在于天道、地理、
人纪毕竟有别，人之揆天验地也就有不同的具体内容，这以众耳目口鼻、众
五谷寒暑的众異思想为理論依据。因此，十二纪按天曰顺的规律安排人
事；六論则按地曰固的特性广加推绎；至于八览，则按人曰信的要求，参
照《洪范》五事分门别类地論述人事行为规范，而这些规范又往往能从天道、
地理中找到根据。这样，三个结構体系之内在的结合，就使得《吕氏春秋》的总体
结構具有了严整的系统、鲜明的目的和清晰的格局。
【 참고문헌 】

- 203 -

中 國學 論叢

呂不韦，《呂氏春秋》,《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陈奇献，《呂氏春秋校释》上下册, 学林出版社, 1990年̥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 上海书店，清华大学1935年版影印本。 张双棣等注译，
《吕氏春秋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
班 固，《汉书》, 中华书局点校本, 第1-12册, 1982年̥
司马迁，《史记》， 中华书局点校本, 第1-10册, 1982年̥
《十三经注疏》上․下册， 中华书局， 1991年̥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上、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
牟锺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齐魯书社，1987年。
王范之，《吕氏春秋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
李维武，《吕不韦评传：一代名相与千古奇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
张智彦，《吕不韦》，《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1卷，齐魯书社1,1980年。
李家骧，《吕氏春秋通論》，岳麓书社，1995年。
刘元彦，《杂家帝王学〈吕氏春秋〉》，三联书店，1992年。
洪家义，《吕不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田凤台，《吕氏春秋探微》，臺湾， 学生书局，1986年。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82年̥
L. Rees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Eastern and Western Thought,
New Jersey: Humianities Press, 1980.
Antony Flew, A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revised second edition, St Martin Press,
New York, 1984.
【 한글제요 】
역사적으로 《여씨춘추》는 잡가로 분류되고 폄하되어 제대로 된 평가를 받지 못했었
다. 그러나 한가지 분명한 사실은 《여씨춘추》가 다른 선진 저작들과는 달리 상대적
으로 구조체계의 틀이 잡혀있고 편성 배열이 엄밀하다는 것이다. 또한 그렇다고 해서
외적 요소인 편장 구조의 엄밀성, 개념들의 선명성, 그리고 논설형식의 표준여부를 살
피는 것만으로는《여씨춘추》의 사상체계를 제대로 파악하기가 어렵다. 마땅히《여씨
춘추》특유의 중심 사상이 이끌고 있는 내재적인 논리의 연속성과 그 구조체계에 대
한 이해가 선행되어야 제대로 그 사상의 전모를 파악할 수 있다.
《여씨춘추》의 사상 체계는 전체와 부분으로 나누어 함께 살펴보아야 한다. 사상체
계를 구성하는 각 부분들은 하나 또는 몇 가지의 핵심 범주를 둘러싸고 전개되며, 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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부분간에는 일정한 구조와 층차 관계가 존재한다. 또한 전체와 부분들간에 긴밀한 조
화를 이루고 있으며, 그것들은 공통의 목표를 향하고 있다.
《여씨춘추》의 전체 구조는 “ 하늘과 땅을 본받아” 人事를 행한다는 기본사상에 의
거하여 설계되었다. 이는 바로 그 사상체계의 주도적인 경향과 표리를 이룬다. 이렇게
설계된 전체구조 아래, 십이기, 팔람, 육론은 각각 “위로는 하늘을 헤아리고 上揆之
天”, “아래로는 땅을 살피며 下驗之地”, “가운데로는 사람을 이해한다 中審之人”. 는
방법론의 세 요소에 따라, 서로 연계되기도 하고 서로 구별되기도 하면서 긴밀한 구
조체계를 이룬다. 이 세 가지가 연계되는 핵심에는, 하늘의 도와 땅의 이치, 사람의
기율이 서로 통하는데 있으며, 하늘과 땅을 살피는 것의 최종 목적은 人事를 이해하
는데 있다. 이것이 “천지 만물은 한사람의 몸과 같다”는 “대동” 우주관의 철학적 기초
이다. 그리고 이 세 가지가 구별되는 이유는 天道, 地理, 人紀가 다르기 때문인 것이
다. 즉 사람이 하늘과 땅을 살피는 과정에서 서로 다른 구체적인 물상과 감각들이 생
겨난다.《여씨춘추》는 “많은 사람들의 귀, 눈, 입, 코”와 “오곡과 추위, 더위” 등 “여
러 가지로 다르다” 는 기본 사유를 그 이론의 근거로 삼는다.

결국 천, 지, 인의 조

화, 배합, 통일을 기본으로 하는 세 구조체계의 결합을 통해《여씨춘추》전체 구조는
더욱 엄밀하고 완전한 체계를 이루게 되며, 그 목적과 격식이 선명하게 드러난다.
【 주제어 】
雜家，結構體系，十二紀，八覽，六論，揆天，驗地，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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