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呂氏春秋》在吸收、改造、融合先秦諸子學術思想精華的基礎上進行創新最終形成了自己

的學術思想體系。《呂氏春秋》的成書過程既然存在吸收、改造、融合、創新，就存在「源」與

「流」、「舊」與「新」的問題。相對來說，先秦諸子的學術思想是「源」、是「舊」，《呂氏春秋》

的學術思想是「流」、是「新」。「流」從「源」而來又不等同於「源」，從「源」到「流」是一

個既繼承「舊」又增加「新」的過程。《呂氏春秋》繼承了哪些「舊」？創造了哪些「新」？「新」

與「舊」有什麼不同？要探討這些問題，我們需要運用「探源尋流」並加以「比較」的方法。

通過「探源尋流」並加以「比較」，我們理清《呂氏春秋》構建自己的學術思想體系所需要的「舊」

與「新」，並探討這些「舊」與「新」怎樣構建了和構建了怎樣的學術思想體系？「探源尋流」

並加以「比較」，是本書最重要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呂氏春秋》學術思想體系的構建是為了探尋「治國之道」，《呂氏春秋》構建學術思想體系

的過程就是構建治國理論體系的過程。簡單地說，「治國」無非就是人治理國家，其中涉及兩個

關鍵的問題：一，什麼人來治國？說的是「治國主體」；二，「治國主體」怎樣來治國？說的是「治

國方略」。「治國之道」即「治國主體」執行「治國方略」治理國家的理論。《呂氏春秋》構建的

學術思想體系所探尋到的「治國之道」就是讓最優秀的「治國主體」執行最完善的「治國方略」

來治理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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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家」是先秦諸子「九流十家」之一，《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著錄

雜家著作 20 種、403 篇，其中完整流傳至今的先秦雜家著作僅《呂氏春秋》

一部。作為一部「兼儒、墨，合名、法」、融匯百家學說之作，《呂氏春秋》

的學術思想體系顯得十分龐雜而不易董理。因此，學術界對《呂氏春秋》一

書的研究多集中於其內容的某一方面，而未能從整體上對其學術思想體系進

行觀照與研究。 

針對《呂氏春秋》研究界存在的上述問題，俞林波博士撰作了《〈呂氏春

秋〉學術思想體系研究》一書。是書對《呂氏春秋》中所蘊含的儒家、道

家、陰陽家、法家、墨家、兵家等諸家思想作了全面、系統的梳理，是一部

既從整體上觀照《呂氏春秋》學術思想體系，又對先秦雜家與諸子百家的學

術關係作出積極探索的學術著作。 

先秦雜家的學術思想旨歸在於為國家治理提供指導思想，關於這一點，

《漢書‧藝文志》已經言明。《〈呂氏春秋〉學術思想體系研究》一書即圍繞

國家治理問題來探討《呂氏春秋》的學術思想體系。簡言之，治理國家涉及

兩個關鍵問題：（一）什麼人來治國？（二）怎樣來治國？前者說的是「治國

主體」，後者說的是「治國方略」。「治國之道」即「治國主體」執行「治國方

略」來治理國家的理論。《呂氏春秋》構建的學術思想體系所探尋的「治國之

道」就是讓最優秀的「治國主體」執行最完善的「治國方略」。 

該書作者在對《呂氏春秋》文獻本體進行梳理、分析的基礎上，圍繞

「治國主體」和「治國方略」來探尋《呂氏春秋》的學術思想體系，並構擬

出《呂氏春秋》效法天地、審驗人情的天地人一體的學術思想體系。正如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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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所論，這一學術思想體系，雖然在理論上具備合理性，但在治理國家的實

踐中執行起來存在諸多困難。 

如書中所言，《呂氏春秋》學術思想體系的構建緊緊圍繞「治國主體」和

「治國方略」兩個方面展開。關於「治國主體」，《呂氏春秋》主張賢君、賢

臣治國，賢人政治保證了「治國主體」的優秀；關於「治國方略」，《呂氏春

秋》制定了「法天地」、「審之人」的天人合一治國策略。《〈呂氏春秋〉學術

思想體系研究》既探尋勾勒出了《呂氏春秋》的學術思想體系，也證明了先

秦雜家擁有自己的學術思想體系，足以作為獨立一家而存在。是書在先秦雜

家思想及《呂氏春秋》研究領域有所發現和創獲，對推動先秦學術思想史研

究具有重要意義。 

先秦雜家是先秦諸子的重要組成部分，《呂氏春秋》在編纂過程中吸收利

用了其他諸子的學術思想。因此，《〈呂氏春秋〉學術思想體系研究》還從《呂

氏春秋》與先秦諸子的關係入手，分析其學術思想源流，探討其對他家學術

思想的吸收與改造，為我們勾勒出《呂氏春秋》學術思想體系與其他先秦諸

子關係的基本脈絡。 

《〈呂氏春秋〉學術思想體系研究》挖掘先秦雜家自身的本質特徵，還先

秦雜家一個獨立地位，有助於加深我們對先秦雜家的認識和對《漢書‧藝文

志‧諸子略》獨立劃分「雜家」的理解，有助於我們把握先秦秦漢學術思想

史的發展進程。同時，面對當前中國社會轉型期多種思想潮流的交鋒和碰

撞，《呂氏春秋》在學術思想融合中所表現出來的開闊視野和平等、客觀地對

待各家學術思想的寬容態度，以及根據時代主題而建構自己學術思想體系的

自覺意識，均可為我們提供有益借鑒和指導。 

作為一部成書於戰國末期的著作，《呂氏春秋》撰作過程中所依憑、借鑒

的文獻多已不存，但這些文獻仍有佚文散見於他書，清以來亦多有輯本流

傳。此外，20 世紀後半葉以來多有戰國諸子文獻出土，其中當不乏與《呂氏

春秋》有關的內容。作者若能對古佚書及相關出土文獻加以利用，定可以進

一步完善以《呂氏春秋》為主體的先秦雜家學術思想體系。若能將研究對象

置於更加開闊的學術發展潮流中加以觀照，並在理論觀念的凝練方面有所提

升，定能取得更加出色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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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嘉事多，景象惹人欣。俞君林波博士傳來佳訊，其大作《〈呂氏春

秋〉學術思想體系研究》即將在寶島臺灣付梓，甚以欣慰。現俞君籲求為其

作序，欣然應允，區區本意為成人之美而非好為人師，卻擔心結果可能是佛

頭著糞而非錦上添花。 

《孟子‧萬章下》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

也。」俞君林波在攻讀古典文學專業博士學位期間，師從當代著名學人山東

大學鄭傑文教授，可謂名門出高徒。2012 年區區忝為其博士學位論文《〈呂氏

春秋〉學術思想體系研究》評閱人，不敢馬虎，認真對待。俞君當年順利完

成博士論文答辯後，獲得濟南大學文學院教職，成為敝人領銜的「出土文獻

與文學研究團隊」成員，於是乎彼此相與共事，幸甚！幸甚！俞君性格含蓄

內斂，溫文爾雅，內有清淨之心，外又不爭於世，孜孜以學，潛心研究，偶

有論文刊發，定能令人驚羨其大作問世。此人乃是讀書種子，力爭不讓古人

腹有詩書之氣度，表現在其博士論文寫作上則是抽繭剝絲，反覆打磨，意在

形神兼備，然後呈現於世。 

學人做研究選題，或從高難處下手，興奮於艱難的挑戰性；或從平易處

著眼，享受於平中見奇之工夫。以《呂氏春秋》研究作為博士論文選題，初

看可能是易事，仔細一想卻又並非易事；初研可能是難事，真正做起來卻又

並非難事。這「是易又是難、非易又非難」的說法皆是從不同角度看待問題

得出之結論，要麼是猶如盲人摸象，要麼就是闖入蘇軾「橫看成嶺側成峰，

遠近高低各不同」之詩意境界。至於俞君作何感想，那肯定是「智與理冥，

境與神會。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古尊宿語錄‧佛眼和尚普說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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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氏春秋》雖出自呂不韋門客，實為呂氏主持編纂之功，不可小視。

呂氏宏才大略，謀劃天下一統；運籌帷幄，擘畫縱橫捭闔；機心算盡，舞文

弄墨有餘。司馬貞總結呂氏一生，寥寥數語，卻很是恰切：「不韋釣奇，委質

子楚。華陽立嗣，邯鄲獻女。及封河南，乃號仲父。徙蜀懲謗，懸金作語。

籌策既成，富貴斯取。」（《史記‧呂不韋列傳》）此人編纂此書，定有其旨

意，《呂氏春秋‧季冬紀‧序意》就有所披露：「良人請問十二紀。文信侯

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

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

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

遁矣。」其中「是非、可不可無所遁」顯然指向其編纂意圖，這裡的「是

非」是講認識論，「可不可」是講方法論，任何事情皆是如此，無非是「怎麼

看」與「怎麼辦」，即先要把事情看透，然後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否則，將

失掉一切事物研究的意義。為此，此書編纂嚴謹縝密，且贏得了「一字千

金」之名聲，「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

千金」（《史記‧呂不韋列傳》）。在先秦諸子著作中，《呂氏春秋》被列為「雜

家」，「兼儒墨，合名法」，實為兼收並蓄，博而不雜，可謂當時學術思想領域

的「百科全書式」著作，亦可貴為執政者的「治國綱領」或「治國寶典」，故

足以澤被後世。由此可見俞君選擇《呂氏春秋》學術思想體系作為研究對象

之眼光，以及這種研究的價值意義。 

在佔有前人以及當代相關的大量文獻資料的基礎上，俞君在研究過程中

首先明確了三個重要問題：一是《呂氏春秋》屬於「雜家」的流派問題。學

術流派分類本來就具有主觀性，因為根據不同的標準可以作出不同的分類。

考慮到「雜家」是先秦學術史上確實存在的一個學派，而且戰國晚期的學術

界、思想界確實存在一種以平等的態度來綜合各家學術思想的潮流，所以俞

君贊同把《呂氏春秋》作為「雜家」來研究的思路。二是呂不韋在其門客著

述基礎之上再加工編排成書的問題。俞君指出：「《呂氏春秋》是呂不韋的門

客先『人人著所聞』，然後經統一加工而成的。」「從各家的經典書籍到各家

後學『著所聞』，再到《呂氏春秋》成書，這個過程是一個既繼承舊東西又增

加新東西的過程。舊東西是各家經典書籍裏已有的，新東西是《呂氏春秋》

的編撰者（包括各家後學和統一加工者）增加進去的。之所以要增加新東

西、之所以要繼承舊東西，是因為《呂氏春秋》需要在集眾家之長的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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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屬於自己的學術思想體系。」三是研究《呂氏春秋》學術思想體系的方

法問題。俞君又指出：「通過『探源尋流』，找到《呂氏春秋》中的各家比原

先的各家增加了什麼新東西、又怎樣繼承了舊東西，再由此來挖掘這些被增

加的新東西和被繼承的舊東西是如何為構建《呂氏春秋》學術思想體系服務

的，進而來把握《呂氏春秋》的學術思想體系，我們認為這是一條可行的途

徑。」其次，在將《呂氏春秋》與先秦諸家包括儒、道、陰陽、法、墨、

兵、農、名等學術思想對比之後，俞君發現諸家與《呂氏春秋》學術思想是

「源」與「流」、「舊」與「新」的關係，然後提煉出呂不韋構建的學術思想

體系就是治國理論體系，即讓最優秀的「治國主體」執行最完善的「治國方

略」，這也就是呂氏探尋的「治國之道」。再次，俞君更加發現了《呂氏春

秋》的學術思想體系具有三大支撐點：「賢人政治」思想、「君無為而臣有

為」思想、「德治輔以法治」思想，三者緊密相連組成了一個嚴密的體系，可

謂「雜而不雜」。總體來說，俞君對於《呂氏春秋》學術思想研究做出了應有

的貢獻，既將《呂氏春秋》與先秦儒、道、陰陽、法、墨、兵、農、名諸家

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異」與「同」的比較，又對於《呂氏春秋》的學術思想

進行較為全面的梳理與挖掘以及較為系統的闡釋與評價，還探討了《呂氏春

秋》在構建自身學術思想體系的過程中的繼承與創新之關係。 

難能可貴的是，俞君還提出了一些可以繼續探討與研究的問題，如《呂

氏春秋》的學術思想體系的三個支撐點主要來自於儒家、道家與陰陽家的學

術思想，而秦國的強大卻主要得益於法家、農家與兵家的學術思想，這之間

為何產生如此反差？陰陽家的「月令」思想並不是秦國本土的思想，《呂氏春

秋》為何存在如此濃厚的陰陽家思想？俞君既然能夠考慮到更多的問題，說

明其一直在「思」之路上，也說明《呂氏春秋》猶如一座豐富的金礦，可供

未來探究與挖掘，那就需要俞君在今後做更多的努力，尋找出一個個問題的

答案。當然，哲學界有種說法，答案已經存在，需要的是提出問題。也就是

說，提出問題對於研究者來說更是稀有資源。 

俞君此大作符合學術規範，論據充分，分析嚴謹，邏輯縝密，論點及結

論明確，表現出其較好的學術思想史學與文獻學功底，以及較強的科研能

力。由於篇幅與時間的限制，俞君當然對於自己的論文能夠具有比較清醒的

認識，由於《呂氏春秋》學術思想太過於豐富，在文獻與思想挖掘方面難以

達到盡善盡美的程度，在與先秦諸子學術思想對比方面也難以做到周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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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在其學術思想評價方面更是難以把握標準，在其有些思想意圖方面同樣

是難於推論的，這些都是俞君本人今後需要繼續關注與努力的方面，因此，

期望其在後續性的研究中能夠繼續努力，爭攀學術高峰，在《呂氏春秋》以

及諸子研究方面做出更大成績，為諸子學做出更大貢獻。 

在實現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進程中，祝願俞君與廣大同道一起攜起手

來，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展現自己的才華，

貢獻自己的智慧！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春天已經來了，祝願俞君與廣大同道

一起攜起手來，踏著這春的韻律，闊步行走在光明大道上，迎接前方的一片

燦爛輝煌！ 

 

蔡先金匆草於山東聊城，崇黌書房 

2019 年 3 月 12 日凌晨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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