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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华简与儒家经典的形成发展研究”( 16ZDA114) 阶段性成果。
① 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 《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 313 页。下引《论语》均据此本，不再出注。
② 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 《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 年，第 31 页。下引《墨子》均据此本，不再出注。
③ 王聘珍撰，王文锦点校: 《大戴礼记解诂》，北京: 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72 页。下引《大戴礼记》均据此本，不再
出注。

清华简《邦家之政》原由十三支简编联而成，今缺第一、二简，见存十一支。其中第三简上下段及
第五、第十三简上段有残缺，设三道编绳。完整简长约 45 厘米，宽 0． 6 厘米。文字较清晰，满简书写
二十八至三十四字不等。简背署次序号码“三”至“十三”，缺序号“一”“二”。简册背面上段见四道
划痕，但原册未按划痕对齐，今按次序号码复原，则内容连贯顺畅。未见标题，今整理者据简文内容
命题。

简文假托孔子与某公对话的形式阐述作者治国为政的理念。全篇大致分为两大段:前段从正面
叙述使国家长治久安的做法，后段则从反面揭示致国家衰败破亡的原因。正、反两面所列事项大致对
应，因果迥异。文末主张发挥施政者之主观能动性，积极从古，且重视人事。今试从四个方面归纳其
为政理念。

一、节 俭

简文主张在社会生活及交际礼仪中节俭从事。简文云“宫室小卑以迫，其器小而粹，其礼菲，
□□□□□□□其味不齐”，反面表现则为“其宫室坦大以高，其器大，其文章缛，其礼采，其乐繁而
变，其味杂而齐”。

宫室是人类生活所必需的设施，“小卑以迫”指矮小狭窄，与“坦大以高”对应，简文提倡前者。孔
子主张以远古之禹为榜样，《论语·泰伯》述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①墨子主张只要满足居住功
能即可。《墨子·辞过》:“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
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②

“其器小而粹”指器用素小朴实，与“其器大，其文章缛”正相反。“其味不齐”指五味不齐全，表
明饮食种类及调味皆简单，与“其味杂而齐”对应。《墨子·节用中》: “古者圣王制为饮食之法，曰:
‘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汉儒亦认为贪味妨政，《大
戴礼记·四代》:“子曰: ‘贪于味不让，妨于政。’”③《墨子间诂·墨子佚文》: “禽滑厘问于墨子曰:
‘锦绣絺纻，将安用之?’墨子曰:‘恶，是非吾用务也。古有无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宫室，损薄
饮食，土阶三等，衣裳细布。当此之时，黼黻无所用，而务在于完坚。’”简文所述与墨子的思想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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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年代稍晚之荀子观点不尽相同。荀子以符合制度为标准，虽不求奢侈，但施行等级制，以辨贵贱。
《荀子·王制》:“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夫是之谓复古。是王者之制
也。”①《荀子·富国》: “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贵贱而已，不求其观; 为之钟鼓、管
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欢定和而已，不求其余; 为之宫室台榭，使足以避燥湿，养德辨轻重而
已，不求其外。”简文关于饮食器用的理念或偏向于墨子所云。
“其礼菲”之“菲”，简文作“肥”，通假字。《史记·三王世家》“毋俷德”，《集解》徐广曰: “俷，一

作‘菲’。”《索隐》引孔文祥云:“菲，薄也。”②简文所云与《论语·八佾》“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
问! 礼，与其奢，宁俭’”意义一致，所指是礼仪的外在形式，非其实质内容。“其礼采”为反面表现。
“采”原简作“菜”，通假字。《汉书·严安传》“礼失而采”，颜注:“采者，文过其实也。”③指外在形式
超出实质内容所需。
“其礼菲”之后所缺文字，当与“其乐繁而变”相对，指符合要求的音乐，如孔子所云“《关雎》，乐

而不淫，哀而不伤”。“繁而变”则为其变调而淫邪者。《墨子·非儒下》:“且夫繁饰礼乐以淫人。”贪
得无厌必伤国。《荀子·王霸》:“大国之主也，而好见小利，是伤国;其于声色、台谢、园囿也，愈厌而
好新，是伤国。”

简文又云“其丧薄而哀，其鬼神寡”，乃主张薄葬，相应为“其鬼神庶多，其祭拂以不时以数”，则为
滥祭。拂，滂母物部字，简文作“弼”，并母物部字，二字通，《荀子·臣道》“无挢拂”，杨倞注:“违也。”
儒者有薄葬之议，如《荀子·正论》:“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领，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乱今厚
葬，饰棺，故抇也。”《论衡·薄葬》: “贤圣之业，皆以薄葬省用为务。”④《论语·子张》: “丧致乎哀而
止。”而墨家的薄葬主张非常具体，《墨子·节葬下》: “子墨子制为葬埋之法曰: 棺三寸，足以朽骨; 衣
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菹漏，气无发泄于上，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祭“以不时以数”亦是滥
祭的表现。《论语·为政》:“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注引郑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谄求
福。”《孟子·尽心下》:“祭祀以时。”⑤

二、平 政

执政者须重视施政过程中保持各方之平衡，简文云“政平而不苛”“其分也均而不贪”“其刑易，邦
寡懔”“其民志遂而直”，反面表现则为“政苛而不达”“其刑陷而枳”“众脆焉诰，其民志忧”。所述包
括施政效果及措施。

政平，指政事平和，它是政权巩固的标志。《荀子·富国》:“平政以齐民。”不苛，不苛刻。对儒家
而言，“政平而不苛”是施行仁政的结果。《孟子·离娄上》: “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荀子·王制》:“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王制》又云:“故公平者，职之衡也; 中和者，听之
绳也。其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听之尽也;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
未尝闻也。”则执政者是平政的关键。
“其分也均而不贪”乃指利益分配之公正无私。《论语·季氏》:“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

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荀子·王霸》亦云: “天下莫不平均。”墨子之均分则更具体化，《墨子·尚
同中》:“分财不敢不均，居处不敢怠慢。”显然有绝对平均主义的倾向。而荀子的均分是等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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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王制》:“分均则不偏，埶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
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埶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
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
简文之均分或近似墨子所云。

执法是平政的重要环节。“其刑易”乃指法律之易知可行，故“邦寡懔”。懔，简文作“ ”，通假
字，指恐惧。《荀子·议兵》“臣下懔然，莫必其命”，杨倞注: “懔然，悚栗之貌。”实质乃指民不骇政。
《荀子·王制》:“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
若惠之。”不骇政是对统治者的充分信任。《荀子·君道》:“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
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刑陷”之“陷”，简文作“ ”，从“欠”声，通“陷”。“刑陷”指所设刑法犹
如陷阱。《韩非子·六反》:“犯而诛之，是为民设陷也。”①《孟子·梁惠王上》: “及陷于罪，然后从而
刑之，是罔民也。”简文指设陷害民。枳，读为“枝”，《说文》:“木别生条也。”②简文以此形容刑罚之繁
复，与前文刑易对举。《孔丛子·刑论》: “仲弓问古之刑教与今之刑教。孔子曰: 古之刑省，今之刑
繁。其为教，古有礼，然后有刑，是以刑省; 今无礼以教，而齐之以刑，刑是以繁。”③“其刑陷而枳”是
以刑法坑害百姓，犹《孟子·梁惠王上》所云:“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荀子·宥坐》:
“乱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堕焉，则从而制之，是以刑弥繁而邪不胜。”《孔子家语·相鲁》:“今世则
不然，乱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从而制之，故刑弥繁，而盗不胜也。”④

“其民志遂而直”是平政的基础亦是结果。志遂，得志。直，正直。《论语·季氏》“友直友谅友多
闻”，邢昺注:“谓正直。”《荀子·正论》:“上端诚则下愿悫矣，上公正则下易直矣。治辨则易一，愿悫
则易使，易直则易知。易一则强，易使则功，易知则明，是治之所由生也。”《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
“善政行易则民不怨。”政不平则“众脆焉诰，其民志忧”。脆，脆弱，《淮南子·坠形训》俞樾注引《广
雅·释诂》:“脆，弱也。”⑤焉，训乃。《墨子·兼爱》“焉能治之”，孙诒让间诂: “焉训乃。”诰，谨小慎
微。《尔雅·释诂》:“诰，谨也。”由于政治不和谐，致民众心理忧虑脆弱，因骇政而谨慎处事。

三、任 贤

任贤使能是人治社会用人的重要原则。简文云“其位授能而不外”“弟子不转远人，不纳谋夫”，
反面表现则为“其君听佞而速变”“其位用愗民”“弟子转远人而争窥于谋夫”。

位，职位。 ，读“外”，疏远。《战国策·赵策二》: “是以外宾客游谈之士”，鲍彪注: “外，疏之
也。”⑥“其位授能而不外”谓任用有才能的人而不嫌弃他。《荀子·儒效》:“量能而授官，使贤不肖皆
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万物得其宜，事变得其应。”《荀子·王制》亦云:“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
不赏，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折愿禁悍，而刑罚不过。百姓晓然皆
知夫为善于家而取赏于朝也; 为不善于幽而蒙刑于显也。夫是之谓定论，是王者之论也。”要求举废
及时，《王制》又云:“请问为政? 曰: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元恶不待教而诛，中庸民不
待政而化。”墨子亦有类似的观点，且更具体化，《墨子·尚贤上》: “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
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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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
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
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任贤的对立面则为“听佞”与“用愗民”。佞，《尔雅·释诂下》:“谓谄佞
也。”指谄谀之言行。《荀子·修身》:“谄谀我者，吾贼也。”“愗”，《广雅·释诂》:“愚也。”

转，原简作“ ”，通假字。《管子·法法》“引而使之，民不敢转其力”，尹知章注:“转，犹避也。”①

即在用人问题上任人唯贤，不别亲疏。《论语·子路》:“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孟
子·离娄下》:“武王不泄迩，不忘远。”简文“谋夫”则指非贤多事之人。《诗·小雅·小旻》“谋夫孔
多，是用不集”，郑氏笺:“谋事者众而非贤者，是非相夺莫适可从，故所为不成。”②是处所谓“谋夫”，当
如荀子所谓“态臣”“篡臣”之类。《荀子·臣道》:“内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难，百姓不亲，诸侯不信，
然而巧敏佞说，善取宠乎上，是态臣者也。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誉乎民，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环主
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佞臣当道，君主蔽塞，就容易偏离正确的轨道，效果即简文所云“其君听佞而速
变”。《荀子·成相》:“远贤近谗，忠臣蔽塞主埶移。”又“谗夫多进，反复言语生诈态”。

四、民 本

民为政之本。简文云“视其民必如伤矣，下瞻其上如父母，上下相复也”，其对立面则“视其民如
草芥矣，下瞻其上如寇雠矣，上下 =绝。”主要陈述君主与臣民的关系。
“视其民必如伤”，语见《左传》哀公元年:“臣闻国之兴，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孟子·离娄上》:

“文王视民如伤。”指如安抚伤病员般爱护百姓。其效果则“下瞻其上如父母，上下相复也”，复，报答。
《荀子·臣道》“以德复君而化之”，杨倞注:“复，报也。”“上下相覆”指君主与百姓互相报恩。而“视
其民如草芥”是对臣民的极端卑视。《左传》哀公元年“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杜预注: “芥，草
也。”③则招致相应的对抗，即简文所云“下瞻其上如寇雠矣”。又《孟子·离娄下》:“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
视君如寇雠。”最终后果乃“上下 =绝”。绝，断绝、背离的意思。

民本思想屡见于儒家经典。《孟子·尽心下》:“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
为天子。’”得民心则国兴，《荀子·王霸》:“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
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当然，在国家的金字塔结
构中，君主居于塔尖的位置，中层是作为官吏的君子，基座乃百姓，正如《礼记·缁衣》所云:“民以君为心，君
以民为体。”④各层面人士发挥不尽相同的作用。正面的作用如简文所云“其君执栋，父兄与于终要”“其君
子文而诚”，反面则“其君子薄于教而行诈”。君主无疑为集权者，亦为精神楷模，由其宗族撑腰。《荀子·
富国》:“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荀子·君道》:“君者，仪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盘圆而水圆;
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为政的中坚是君子，《荀子·致士》:“君子也者，道法之摠要也，不可少顷旷也。”
君子不可或缺，所以对君子的素质有较高的要求，主要是简文所云“文”与“诚”两个方面。“文”指品德与修
养。《论语·公冶长》:“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荀子的解释更全面，《荀子·不苟》:“君子宽而不僈，廉而不刿……寡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曓，柔从而不流，恭
敬谨慎而容，夫是之谓至文。”“诚”则指政治素质。《孟子·离娄上》:“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
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荀子·不苟》:“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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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 《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303 页。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 清嘉庆刊本) ·毛诗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第 962 页。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 清嘉庆刊本) ·春秋左传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第 4678 页。
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 1329 页。



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
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
者也。”又“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显然，所谓“诚”，是对国家、君主的忠诚。“文”与“诚”都
是后天教育修养的结果，否则就如简文所云“薄于教而行诈”，即走向反面。

文末主张从古，全盘继承先人遗产，矫枉慎始，重视人事。与《荀子·哀公》“孔子对曰:‘生今之世，
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思想一致。简文云:“新则制，故则傅，始起得曲，直者皆曲;始起得直，
曲者皆直。”实质是强调为政之慎始与主动引导，与《论语·为政》:“哀公问曰:‘何为而民服?’孔子对
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相类。《荀子·劝学》:“木直中绳， 以为轮，其曲
中规，虽有槁曓，不复挺者， 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
行无过矣。”总体而言，简文贯彻儒家的为政理念，而在诸如节俭、薄葬、均分等方面与墨子思想有交融。

论清华简《邦家处位》的几个问题 *

陈颖飞
(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华简与儒家经典的形成发展研究”( 16ZDA114) 阶段性成果。
① 清华简中，这一长度的简文，本辑另有《天下之道》《虞夏殷周之治》《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三篇，已出版的还有
三篇，即第六辑《子仪》、第七辑《赵简子》和《越公其事》，这些简宽度基本一致，书手是同一人，但与本简文并不一
致，本简宽度略窄，书手也不同。

清华简第八辑整理报告中，有三篇简文论治国理政，针对的具体问题各不相同，《邦家处位》是其
中一篇。
《邦家处位》共十一支简，长约 41． 5 厘米，①简背有次序编号。简文保存状况良好，仅二处残缺，

其余完整。简文原无标题，现题取自简首四字。
简文的文字风格，与清华简绝大多数篇目一致，仍属楚文字。简文新见字颇多。其中有些字不

识，但根据所从的声，可知用法。如，“ ”字不识，下半部见于上博简《周易》，用为“卫”，本简的 字
也当用为“卫”。“ ”字不识，读为“守”。“ ”字不识，读为“覒”，训为“择”。还有些新见字形，我
们认为是某些常见字的异体。如“ ”字，疑是“谄”字异体，右半会意人掉入凵中。“ ”字，即是
“屚”字。“ ”字，应为“探”字异体。“ ”字，疑为“敝”字异体。“ ”字，疑为“抗”字异体。

简文讨论用人问题，这一主题，在先秦文献中屡屡出现，但简文内容前所未见。与以往同类文献
相比，简文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以度”“党贡”“倾昃”三个方面，本文试作简要论述。

一

全篇可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论述选拔人才的总原则及现象，后一部分记述具体的实施，在这两
部分中，“以度”都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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