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大昕的君道观及其意义世界
王 法 周

【思想文化史研究】

［摘 要］ 君道问题堪称是与传统儒家士大夫性命攸关的一个大问题。传统儒者论政论

学，举凡一切国计民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种种问题，都几乎绕不开君道二字。君道

问题也是钱大昕治道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钱大昕的君道观，是对儒家传统君道观念的展开，

也是钱大昕因应康乾盛世时期高度一统的政治文化环境的反思与考量。钱大昕主张以恕为本，

是一种相对低调的道德主张。钱大昕以仁恕说君，在理论实质上属于德治论。钱大昕之说与

传统士大夫的一贯政治逻辑并不完全相同，他始终强调忠恕之道，希望通过恕道论来消解帝

王权力。钱大昕以恕为本，堪称是一种类似底线共识的道德主张，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最低限

度的君主品质论，隐含了一重避免主观自用从而影响他人的用意。帝王去圣论的主要义涵，

是要淡化、削弱帝王身上的神圣光环，希望帝王不要自大自满、好高骛远、尚大喜功，切切

实实地尽好为君的本分，为臣民多做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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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道，顾名思义即为君之道，亦即君主如何

成为一个合格君主的基本道理。①钱大昕的君道

观，是对儒家传统君道观念的展开，也是他因应

康乾盛世时期高度一统的政治文化环境所作的时

代拷问。钱大昕的君道观，不乏一些颇有意味的

独创之见。本文并不拟对钱大昕君道观的内容进

行全面的讨论，而主要着重于君道观的基本内核

与价值方向，就钱大昕关于以恕为本的君道观，

勿自用圣明的帝王去圣论，以及钱大昕、戴震、

阮元所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简要的论证。希望

通过君道这样一个具体问题，更好地理解钱大昕

的政治理念与意义世界。本文中“以恕为本的君

道观”及“勿自是自明的帝王去圣论”等提法，系

笔者求学与探研过程中的自拟用语，未必妥帖，

敬请方家指正。

一、以恕为本的君道观

钱大昕的君道观，一言以蔽之曰：以恕为本。

① 本文借《荀子·君道第十二》《贞观政要·君道第一》姑且名之。在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政体中，君道问题是传统儒学

中的一个大题目，所有的国计民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问题，都几乎绕不开君道二字。故本文主旨围绕君道观立

论，也是试图进一步贴近传统儒者的学术生命，或进一步接近乾嘉时期学术思想的本来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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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或作仁恕，出自《论语》“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 〔1〕，这也是孔子自己对恕所下的定义。按照

孔子的定义，恕的意思就是：对于自己不喜欢的

一切事，都不要强加给他人。钱大昕论恕，一本

孔子此义，并强调君德、君道首当以恕为本。此

一观念，贯穿钱大昕的君道论与治道论，终身恪

守不渝。
钱大昕主张以恕为本，是一种相对低调的道

德主张。按照孔子的道德哲学，仁是一种至高德

性，统括礼、义、忠、信诸德，恕则只是仁德的

一个节目。但是，在一定的语境中，恕与仁则各

有其特定的含义，二者甚至构成了一对相对立的

道德范畴。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对应的，

是孔子关于仁的另一个定义，即“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2〕。按孔子此语，成己也要成人，

这是强调要积极地推广仁德，强调社会担当。而

恕，即不欲勿施，强调的是坚持道德底线，强调

的是避免对他人造成消极的影响。可见，立己立

人是积极的为仁之方，因为这一点不太容易做到，

故退而求其次，至少也要做到相对容易的不欲勿

施。
按照传统观念，帝王是现实政治运作的权力

之源，为治之道在社会实际层面上的成败主要系

于帝王能否施行恕道，所以欲求天下大治，必自

天子之修身开始。《礼记·大学》伸展此义为“絜

矩”之道，基本内涵亦不离孔子立己立人之意。
作为一个儒家士大夫，钱大昕也一本孔、孟原始

儒家之说。钱大昕指出：

《大学》 书与 《论语》 忠恕一以贯之之

旨，若合符节。古之治天下者，未有不先治

其身。身之不治而求治于民，非忠恕之道。
天子以至庶人，其分不同，而各有其身，即

各致其修身之功。 〔3〕

然而，仔细研读此话，就不难发现钱大昕的

落脚点已经发生了变化。变化的动因之一，是他

有意识地与朱子之说立异。按照《四书集注》，朱

子的原话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

为本” 〔4〕，旨在强调修身是每个人都坚持的。而

钱大昕有意识地将立意的重心则落在“古之治天

下者”，亦即落在“天子”这一层面，强调的是

“古之治天下者，未有不先治其身”，强调君主须

要自己先做到了，才可以要求别人做到。钱大昕

与朱子之说的最大不同，在于钱大昕反对以圣贤

的道德标准来要求普通的臣民。钱大昕又说：

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

人：帝王之忠恕也。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圣贤

之忠恕也。离恕而言仁，则为熙熙之仁。 〔5〕

这里强调的是，帝王之修身当以恕道为本。
他不主张统治者过于积极地推广仁德，把自己的

道德意愿强加于他人。明确指出，帝王若要行古

圣贤之道，舍恕道则别无其他途径。试想，连古

圣贤都“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帝王又有什么凭借

随意驱使、指责别人呢？所以，他反复地强调，

帝王施行仁政，其要就只一个“恕”字，包括君

主在内，求仁者能够终生奉行的一个字也就是

“恕”字。
钱大昕以仁恕说君，在理论实质上属于德治

论。不过，钱大昕之说与传统士大夫的一贯政治

逻辑并不完全相同，他始终强调的忠恕之道，希

望通过恕道论来消解帝王权力。以下让我们看看

钱大昕是如何诠解“忠”的。钱大昕说：

《孟子》曰：“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

矣，其横逆犹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

忠。”是忠为仁礼之本也。《春秋传》曰“上思

利民，忠也。”《论语》曰：“言思忠也。”又曰：

“主忠信。”……盖自天子以至庶人，未有舍

忠而能行者。后人但以忠为臣道，又以捐躯

徇国者为忠，而忠之义隘矣。 〔6〕

这一段话是说，忠不仅指臣民对君尽忠之义，

还指人君反躬自省、克己复礼、以恕道待臣民之

义。钱大昕对“忠”解释，通过一系列的引证经

说，证明人君对自己忠、对臣民忠，才是忠的本

义，这也是古圣先儒说忠的原旨。忠于己为忠，

言外之意即君要做符合君主身份的事情，做身份

内的事，旨在强调帝王自己必须要行忠恕之道。
钱大昕在《梁武帝论》《皋陶论》《晁错论》等文

中反复称赞尧、舜、汉文帝、唐太宗等以恕道待

臣民。钱大昕甚至还有一个更大胆的说法，“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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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事二君，而不事二君者未必皆忠” 〔7〕。两相对

比，不难发现钱大昕对片面的、绝对的臣民对君

之忠的不满。钱大昕如此解释“忠”的含义，就

意味着忠不再是臣民对人君的单方面道德义务和

伦理责任。他的解释是否符合先儒原典暂且不论，

重要的是，此一训解波及到纲常名教之本，有解

消纲常名教过分强调上下尊卑的潜在意蕴。
如何化解君主强权和极权意识形态政治，是

钱大昕和他同时代儒者始终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
为此，钱大昕有意识地上溯到周秦时期，回到先

秦原儒那里寻求思想资源。钱大昕重新诠释《大

学》的“亲民”概念，明确反对宋儒道德至上说

对国家政治的重大危害。钱大昕说：

“大学之道在亲民”，“民之所好好之，民

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此亲民之实

也。宋儒改“亲”为“新”……古圣人保民

之道不外富、教两大端，而“亲”字足以该

之，改“亲”为“新”未免偏重教矣。“亲”
之义大于“新”，言“亲”则物我无间，言“新”
便有以贵治贱、以贤治不肖气象，视民如伤

者似不若此。后世治道所以不如三代，正为

不求民之安而务防民之不善，于是舍德而用

刑，自谓革其旧染，而本原日趋于薄矣。 〔8〕

钱大昕此说主要有两重意思：其一，立足于

学术层面，批评朱子片面解经，只引 《尚书·康

诰》中“作新民”一语，而不引同文中“如保赤

子”一语，从而大失先儒立说之原旨。其二，颠

倒了传统的“富”“教”关系。“富”与“教”是国

家政治的两个大端，孔孟原儒基本上主张先富后

教，但这一观念随着明清两朝思想文化专制的日

益加剧而不彰。乾嘉学者中，钱大昕、戴震、阮

元等人都主张先富后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乾

隆帝张口闭口就是“教养”二字。在乾隆的政治

哲学中，教化百姓、化民成俗常常重于人民的富

庶。乾隆帝不仅要先教后养，而且不言富而言养。
值得注意的是，“养”字与“富”字的意义是完全

不同的，按照钱大昕的逻辑，“养”字即未免有

“以贵治贱、以贤治不肖气象”。钱大昕反对朱子

把“亲民”之“亲”训为“新”，与其一贯主张恢

复先儒先富后教的利厚民生之旨如合符节。当然，

钱大昕此说也未必是一定针对乾隆帝的教养国策，

但从钱大昕为学论治一贯主张切于实、合于情来

看，又绝不能说与当时的现实政治无关。实际上，

在相当多的语境下，钱大昕反复表示了反对政治

上的过分教化，与戴震之“以理杀人”说无异，

同样也是当时对极权意识形态的一种抗议。钱大

昕反对改“亲”为“新”，强调“视民如伤”①，

强调务“求民之安”而勿“防民之不善”，看似老

生常谈，实则是以先秦原始儒家的治道理念来校

正现实政治之弊端。
较难想像的是，以钱大昕淡泊朴实的谦谦君

子形象，对于违反恕道原则的行为，表现出一种

断然的绝不容忍的态度。自然，钱大昕的君道观

属于传统德治论的范畴，但是，钱大昕的君主道

德说，并非是完全被动的。依儒家传统观念尤其

是孟子的民本说，道德是帝王获得统治合法性的

根据，人君所以代天行政，是因为其能“以德配

天”。故当人君彻底失德之后，也就意味着失去了

统治的合法性。身处文字狱横行之时代，钱大昕

不敢直接提示此论，但却通过证经考史，大胆地

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企图以自己的方式化解君主

随意扩充的权力。钱大昕借先儒经典的“民为邦

本”说和孟子的民本论以立说②，直截了当诫告人

君，不行恕道就是无道之君，就可能有亡国的危

险。钱大昕指出：

愚谓君诚有道，何至于弑？遇弑者，皆

无道之君也。……圣人修春秋，述王道以戒

后世。俾其君为有道之君正心修身，齐家治

国，各得其所，又何知己臣贼子之有？ 〔9〕

弑君之论载在典册，是民本论更早的一种版

本，钱大昕借民本立说，就是要从观念层面上对

不行仁政的人君加上一种外在的制约力。后来阮

元的说法也颇能凸显钱大昕君道论之义蕴。阮元

指出，天子“不体群臣，不恤民时，则为政不仁

①“视民如伤”出典为《左传·哀公元年》，要求统治者关心庶众的实际生活，切切实实地亲民，这是周秦儒家的一个基

本观念。
②“民为邦本”出自《尚书·五子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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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之” 〔10〕，阮元强烈要求帝王对臣民必须施行恕

道，视恕道为人君行仁的当然之义，否则就是

“自弃”于孔子之门，与钱说可谓一脉相承。
回过头来看，钱大昕提倡以恕为本，堪称是

一种类似底线共识的道德主张，更确切地说是一

种最低限度的君主品质论，隐含了一重避免主观

自用从而影响他人的用意。他指出：

天子之视庶人，犹朋友也，忠恕之至也。
天子修其身以上，庶人修其身以下，不敢尊

己以卑人，不敢责人而宽己，不以己之所难

者强诸人，不以己之所恶者加诸人，夫然，

故施之于家而亲爱、贱恶、畏敬、哀矜、敖

惰无辟也；施之于国与天下，而上下、前后、
左右无拂也。絜矩之道，即修身之道也。 〔11〕

所谓天子修其身，钱大昕强调的是“不敢尊

己以卑人”，“不以己之所恶者加诸人”，钱大昕要

求帝王不卑人、不责人、不强诸人等，都在说一

个“恕”字。“天子之视庶人，犹朋友也”，虽非要

求君民之间的平等，但也不难见其平抑帝王强权

之用意。
在政治高压与文字狱横行的乾隆王朝，以君

为本的恕道说，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弱化强势君

权的意义。以“存疑”与“求是”为学术生命的

钱大昕，对帝王绝对权威发生一定的怀疑，实在

是很正常的。至少可以说，钱大昕对于过于强大

的君权明显地有一种深刻的担忧。孟子的民本论

本来就有明显的抑制君权之意，在民本思想的烛

照下，如乾隆帝所谓“天下权柄操诸一人”之类

的说法，至少不会总是那么的天经地义。

二、勿自是自明的帝王去圣论

钱大昕始终坚持一种低调的君道观。在其丰

厚的学术著述中，很少正面去赞颂某个君主的雄

才大略，英明有为。相反，却一贯强调君主当以

谦为德，以恕为怀，不自满，不自骄。与以恕为

本的君道观一脉相承，钱大昕又提出了其颇有深

意的帝王去圣论。
帝王去圣论的主要义涵，是要淡化、削弱帝

王身上的神圣光环，希望帝王不要自大自满、好

高骛远、尚大喜功，切切实实地尽好为君的本分，

为臣民多做实事。
钱大昕借梁武帝之事发论。他首先肯定，梁

武帝就是一个颇具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博学、聪

明、勤政，从政经验丰富，可以说具备了不少明

君的素质。梁武帝一生中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失

德之举，但最后却落了个国破家亡的下场。何以

如此呢？钱大昕揭示了梁武帝败亡的原因，在于

他拒不纳谏、任用小人、致使朝中无正言等等一

些具体原因。然而，在上述种种原因的背后，还

有一条更为根本的原因，这就是梁武帝其人自高、
自大、自用圣明。钱大昕指出：

病在自以为是，而恶人之言。……以四

海之大，百司之众，无一人能为朝廷直言，

而国不亡者，未之有也。

以武帝之聪明才略，岂不知为其身与国

计？特以自信太过，视谏诤之言，皆浮而不切

于务，徒足以损己之名，故拒之甚力也。 〔12〕

钱大昕认为，对于很多事情，梁武帝自己还

是很明白的，但最终仍然免不了败亡，主要原因

就在于他“自以为是”“自信太过”，以圣明自命，

自以为一切都在把握中，因此听不进任何不同的

意见。
依钱大昕的逻辑，自命圣明，往往就会自以

为无过，其实是这才是最大的过错。在 《改过》
一文中，钱大昕继续发挥这一思想：

过者，圣贤所不能无。自以为无过，而

过乃大矣。自以为有过，而过自寡矣。孔子

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言大

过而不言小过，是圣人犹未敢言小过之必无

也。……圣 贤 之 学 ， 教 人 改 过 迁 善 而 已

矣……陆宣公上疏，言“圣贤以改过为能，

不以无过为贵。陛下匪纳谏不讳，传之适足

增美；若违谏不纳，又安能禁之勿传”〔13〕。

是人就会有过错，就连古圣贤都不能无过。
所以真正的圣明，就在于知错而能改。“圣贤之学，

教人改过迁善而已矣”，钱大昕把圣贤之学归结为

“改过”二字，其旨有二：其一，强调德性修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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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日用之浅近工夫，强调道德的朴实性，以别

于理学家道德说教的玄虚与高妙；第二，特为君

主改过而立说，以免人君为了维护自己的光辉形

象等原因，而拒不承认自己的过错，从而错上加

错。值得注意的正是第二点。《改过》这篇看似普

通的文字，实则是一篇有意针对帝王立说的文章，

全篇意旨都落脚到了陆贽上疏的这段话，劝告帝

王虚怀纳谏，勇于改过。
钱大昕对十全十美的完人持彻底否定的态度，

为此他专门作了一篇寓言进行讥讽。他说：

客有任目而恶镜者，曰：是好苦我，吾

自有目，乌用镜为！久之，视世所称美人鲜

当意者，而不知己面之黑子，泰然谓美莫己

若，左右匿笑，客终不悟。悲夫！ 〔14〕

这段文字针对自以为是、自以为很美，弄虚

作假、以假为真等自我粉饰、自欺欺人等心态刻

画得入木三分。其以镜为喻，是否是有感于乾隆

晚年假大空的政治现实、因受刺激的有为之作，

在此无法断言。但细阅此文后总是令人联系到乾

隆王朝的政治文化生态，所以此文虽未必是为帝

王立说，也无法完全否认钱大昕讥刺现实的用意。
钱大昕又借苏轼之言，直截了当地揭示了

“圣君”“明主”在治道中的潜在危害。他指出：

东坡云：“古之君子，必忧治世而危明主。
明主有绝人之资，而治世无可畏之防。夫有

绝人之资，必轻其臣；无可畏之防，必易其

民。此君子之所甚惧也。”汉文帝、唐太宗可

谓明主矣，而贾谊、魏征上书多忧危之言，

所以为良臣。 〔15〕

此说与钱大昕论梁武帝前说相合。可见，钱

大昕对圣君、明主之圣明自用始终存在着深深的

忧虑。
既然君主不可能都是圣君，那么就不可能一

人治天下。况且，中国古代政治的传统，从来都

是君主与大臣共治天下。钱大昕有《皋陶论》一

文，详说苏轼论史“失言”。文章开头即引苏说：

“苏子瞻曰：‘当尧之时，掩埋陶为士师。将杀人，

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

之严，而乐尧用刑之宽。”钱大昕首先指出苏轼史

料失真，“杀之三”“宥之三”并非尧与皋陶之言。
然后，钱大昕乘机非议帝王随意宽刑之举：

（刑杀之法） 准乎情酌乎理，而断之以

法。审之于用法之先，而持之于定法之后。
杀害之法，当杀也，非有司所得而杀也。宥

之法，当宥也，非天子所香闺而宥也……法

当杀而故出之，是之谓纵法。 〔16〕

虽然钱大昕一向反对法家政治，但涉及刑杀

等律法的问题，却主张一以法。这段话有两层意

思，一是有司与帝王均不得枉法，二是刑杀之事

为有司之职权，天子不得随意干预。尤其是对于

“人民之生杀系焉”的帝王，不当“宥”而“宥”
之，就是随意枉法。问题是，既有随意宽宥，就

会有任情越法的误杀。有清一代，帝王多特别重

视其一手掌控之秋审大权，也多能慎重其事，但

死刑犯全赖皇上御笔一勾，宽严尺度自难把握。
钱大昕强调的是权力不可以随意运用，隐含了他

对君主拥有的绝对权力的担忧。
《皋陶论》一文中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反对

帝王玩弄权术，反对借帝王之术以欺瞒愚弄臣民。
钱大昕对帝王权术深恶痛绝，他在《晁错论》一

文中曾详论汉景帝采晁错之策“以术数治天下”，
终至酿七国之乱，揭示了景帝任术数以猜忌大臣，

与文帝恕道待臣民所形成的鲜明对比。此论与上

文中帝王行恕道以待臣在逻辑理念上颇为连贯，

体现了钱大昕以仁恕论治道的一贯思想逻辑。
在《皋陶论》一文中，钱大昕曾讥刺帝王市

恩故意收买人心，将这种行为称之为假仁假义。
钱大昕说：

夫恩出自上，非大公之治也……人有罪

而杀之，可矜；而宥之，皋陶之仁，即尧之

仁也。士师得其职而天下无冤民，天子之仁

孰大于是。顾沾沾焉侵有司之权，活数人之

命，以市恩于天下，曾为尧之圣而为之哉？

欲恩之出于己，而委怨于有司，是上贼下也。
计恩之必出于上，而锻炼周内以入人之罪，

四海之大，其丽于法者多矣。天子虽甚圣神，

安得人人而平……上下之间以术相欺，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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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中，必自此始矣。 〔17〕

市恩之举，实为帝王的一种自我包装手段，

越是雄才大略的帝王越是善于把自己装扮成“高

大全”式的圣德仁君。钱大昕指出，天子市恩不

合忠恕之义，“夫恩出自上，非大公之治也”。钱大

昕以为，在本质上，市恩与儒家的忠、恕、诚、
信是完全相背的，在政治形态上一般表现为一种

虚假、欺骗的愚民政治，同时也帝王自命圣明的

一种表现。①
依儒家传统的政治观念，君主称天子代天行

政，国家政治权力之本源来自于天。但在传统政

治制度运行的实际层面上，政治权力之源则来自

于君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传统君主政体的

演变越往后就越专制，到了康雍乾时期更是日益

呈现出皇权极端专制的境况。君主的高度强权，

自然意味着臣权的缺失。对此，钱大昕显然也有

一个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天下大乱往往就是

帝王太过专权造成的。他十分称羡春秋之前的君

臣关系，认为“古之人君于其臣也，尊之信之，

礼貌以待之”，而春秋以下人君不行忠恕而任刑法

用权术，以至上下皆乱。尤其是秦任法术，“尊君

而抑臣”，“商鞅以之强秦，而卒以自亡” 〔18〕。
一般认为，良好的治道，是君臣各尽其道，

人和而政通，这才是真正的君臣之道。这也是儒

家君臣之道的基本旨趣，钱大昕自然是信奉不疑。
然而。一般儒者立言立说，往往是君道与臣道并

重，分别立说，不偏不倚，务求平允，务求中庸。
对此，钱大昕深以为不然。他认为，儒者应负拨

乱反正之时代使命，立说亦应对现实有补偏匡正

之效，指出：“文以贯道，言以匡时。雕虫绣，虽

多奚为！” 〔19〕 其治道观，也一本应时救弊之旨，

故他讥刺君主滥用权力，强调为君的义务与责任，

而对只有责任没有权力的臣民的义务与责任则几

乎不谈。翻阅钱大昕大量的论治之著述，基本上

都是有为而发。

三、余论

钱大昕以恕为本的君道论及其帝王去圣论，

有其深刻的时代现实背景。在钱大昕的仁宦之途

中，遇到的是乾隆皇帝。乾隆帝是一个高大全式

的“圣君”，乾隆王朝也是一个处处充斥着假大空

的时代。乾隆帝此人，晚年自称“十全老人”，素

来好大喜功，被人称为“性喜夸饰，往往思突过

前人” 〔20〕。乾隆帝也的确有过人之能，他常说我

朝无奸臣，表示他有一双火眼金睛，大臣的言行

举止甚至内心所想，他都能一一烛照。又说朝中

无名臣，暗示国家大事小情他都十分清楚，不需

谏诤，一切尽在把握中。乾隆朝之盛世，也是少

半靠实力，多半靠粉饰，其 6 次南巡，声势之大，

糜费之巨，极尽粉饰，最为确证。
在乾嘉学者中，与钱大昕的君道观最相契的

是稍后的阮元。正如上文所说，钱大昕明确主张，

仁这一至德要道，是古圣贤专门为君主立说的。
阮元也持此说，且有详尽的论说。阮元在《论语

论仁论》中对仁德有大量的述论，但凡其议论详

尽之处，往往都会有意地对君道一层进行发挥。
比如，“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樊

迟问仁。子曰：‘爱人。’”这二章，阮元断其义旨

为“皆言王者以仁治天下之道”。这两章对于理解

孔子仁学的内涵十分重要。阮元把“克己”“爱人”
之义皆断为“为王者言”，是否精当并不重要，关

键问题是，他为什么要如此下断？因为，阮元以

“相人偶”训释为“克己”之义，已列举了《论语》
一书中大量的“人”“己”对称的类例，已经构成

相当充分的证据，从而足以翻转《四书集注》以

“胜己之私”的成说 〔21〕，又何必画蛇添足地再引

楚灵王之事？这恰恰表明，阮元坚执“克己”“爱

人”皆为人君立法，表明他对过分膨胀的皇权专

制深深的忧虑。看来，钱、阮二人对帝王的专制

都有着清醒的认识。
钱大昕主张帝王去圣，阮元则有意识地强调

为圣之难能。阮元在《论语论仁论》 中论述圣、
仁、智三个等第，提出了圣为第一与圣之难能的

主张。阮元说：

古人论上等之人，又分三等，曰圣人、仁

人、智人……盖有仁而未圣者矣，未有未仁而

① 乾隆自己表达爱臣惠民时用“示恩”二字，而驳督抚等大臣向辖区官民示好用“市恩”二字，对市恩官员的斥责常语

气甚厉，这也是其权柄不容旁落的体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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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者也。此章定是始智、中仁、终圣也。 〔22〕

阮元承孔子之说而加以发挥，把上等人分为

智、仁、圣三个层次，强调不可越阶而成。他指

出，要想行仁必先自知，要想成圣必先行仁，不

能行仁者不可能成圣。阮元还特别拈出孔子的一

句话：“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连孔子都不敢自许

仁、圣，也可以想见成仁、成圣之难了。其实，

无论钱大昕与阮元，还是他们同时代的大儒，在

他们的心目中，或许有少数的仁君，但是没有一

个帝王是可以称圣的。阮元此说正构成钱大昕帝

王去圣论一个最好的注脚。
阮元身为高官，立说更为谨慎，但凡涉帝王

之“圣”者，也一如钱大昕之论旨，尽是贬义，是

“自以为圣”之“圣”。阮元之说的背后，恐怕也

免不了有着乾隆帝的巨大影子吧。
除阮元外，钱大昕同时代的戴震、赵翼，以

及稍后的焦循、凌廷堪等人，在不同程度上，也

可视为钱大昕君道观的同道。即或他们在一些具

体的观点上不尽相同，但在反对帝王专制、反对

极权意识形态上，则表现出相同的价值取向。因

史料颇繁及篇幅所限，此不赘述。
戴震与钱大昕，被称为乾嘉汉学的并峙双峰。

钱大昕虽然表示不认同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

但在笔者看来，他不认同的原因，在于戴震关于

形上学方面保留了类似宋明理学的论证方式。大

体来说，钱大昕以恕为本的君道观及其帝王去论

主张，在学理上与戴震的一贯思想取向并无冲突，

或者勿宁说二人在政治旨趣上也是相当的接近。
乾隆皇帝作君又作师，以化导万民为己任，

以道德说教裁判天下事，最终在乾隆时期形成一

种空前强势的政治文化生态。在文化高压的政策

下，天下臣民人人皆惧因言入罪，不少学者亦埋

首故纸而不敢稍涉时论，这都使钱、戴二人产生

了同样强烈的忧患意识。钱、戴二人，在治道理

想上，是其所同实大于其所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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