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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齐国在齐都临淄设立的“稷下学宫”，
在当时具有多重功能，在历史上具有多重意义。
它既是我国最早的官办大学，也是战国时期的政
治咨询和学术文化交流中心，同时还是诸子百家
争鸣的最重要场所之一，堪称战国时期的社会科
学院。

田齐桓公设立学宫

“稷”是齐都临淄一处城门的名字，“稷
下”即齐都临淄城稷门附近，学宫因处稷下而称
“稷下学宫”。稷下学宫的历史基本与田齐政权
相始终，随着秦灭齐而消亡，历时大约 150 年左
右。

稷下学宫遗址的位置在齐故城小城西和西
南，北起现在的长胡同村南，南至西关西、刘家
庄南，西至遄台左右，东至齐故城小城西门和南
西门。 2003 年，临淄区人民政府在此区域内竖
遗址标志碑一座。

阳春三月，记者从临淄城区出发，驱车 20
分钟左右，在一条乡间公路的一侧，看到了这块
不太显眼的标志碑，它的周围是一大片正在返青
的麦田。

齐本是大周朝开国功臣姜子牙的封地。姜齐
奉行尊贤尚功的国策，很快成为一代强国。春秋
时期，齐国一度称霸。公元前 386 年，姜氏失去
政权。经过几代努力而获得齐国上下广泛支持的
田氏，取代姜氏，田和成为齐国国君。对此，日
渐衰微的周王朝也代表周朝各国表示承认。这一
历史事件被称为“田氏代齐”。国君换了，国家
依然兴盛，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和平、也是最

成功的一次“篡位”，或者说政变。
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大变革之中。田齐

的第三代国君齐桓公田午，当时面临着新生政权
有待巩固、人才匮乏的现实。于是，他继承齐国
尊贤纳士的优良传统，在国都临淄的稷门附近建
起了一座巍峨的学宫，广泛招揽天下有志之士。

盛于宣王衰于闵王

公元前 319 年，齐宣王即位。宣王在位期
间，借助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一心想称霸中
原，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为此，他像其父辈那
样大办稷下学宫。首先，他给稷下先生们极高的
政治地位和礼遇。当时邹衍、淳于髡、田骈、慎
到、环渊等 76 人，皆为上大夫。这些人参与国
事，可以用任何形式匡正国君及官吏的过失。其
次是为他们修康庄大道，建高门大屋，给予很高
的俸禄和优厚的物质待遇。如号称“稷下之冠”
的淳于髡有功于齐，被贵列上卿，赐之千金，革
车百乘；孟子被列为客卿，出门时“后车数十
乘，从者数百人”；田骈“訾养千钟，徒百
人”。再次是勉励他们著书立说，展开学术争
鸣。

史料记载，齐宣王经常向稷下先生们征询对
国家大事的意见和看法，并让他们参与外交活
动，以及典章制度的制定。据考证，《王度记》
就是淳于髡等人为齐宣王所拟定的齐国统一天下
后的具体制度和措施。

这样一来，稷下学者们参政议政的意识空前
强烈，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创造性和积极性异常
高涨，出现了“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

的盛况。齐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其规模之大，
人数之众，学派之多，争鸣之盛，都达到了稷下
学宫发展史上的巅峰。

齐闵王前期，稷下学士一度达数万人。但到
了齐闵王后期，由于其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诸
多稷下先生极力劝谏，均遭拒绝，因而纷纷离齐
而去，稷下学宫出现了自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冷
清萧条。后来，燕国将领乐毅攻入临淄，齐闵王
逃至莒地（今山东莒县），后被杀身亡。稷下学
宫也惨遭浩劫，被迫停办。齐襄王复国后，采取
措施恢复稷下学宫，但由于当时齐国已元气大
伤，即使荀子复归稷下学宫，并三次担任稷下学
宫的祭酒（学会首领），稷下学宫再不复当年盛
况。襄王死后，齐王建继位，但权力由其母执
掌。由于当时齐国国势渐衰，政局混乱，虽然稷
下学宫存在了一段时间，但已毫无生气。公元前
221 年，齐国为秦所灭，稷下学宫随之消亡。

天下贤士有一说一

稷下学宫，首先是政府的咨询机构和智囊
团。齐国君主创办稷下学宫的主要目的，就是利
用天下贤士的谋略智慧，帮其完成富国强兵、争
雄天下的政治目标。而被稷下学宫吸引来的稷下
先生，也大都有着积极参与现实的功业思想。他
们高议阔论、竞相献策，期望自己的政治主张被
齐国执政者所接受和采纳。《新序·杂事》说：
“稷下先生喜议政事。”《史记·孟荀列传》
说：“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
之事，以干世主。”

齐王向稷下先生咨询国事、天下事，使得稷

下先生们充分发挥了智囊团的作用，稷下学宫也
因此成为一个政治咨询中心。例如，淳于髡曾用
隐语谏威王，使之戒“长夜之饮”，从消极悲观
中振作起来，亲理国政，奋发图强。他还以“微
言”说齐相邹忌，敦促其变法革新。齐宣王与孟
子曾多次讨论政事，探求统一天下的途径。王斗
曾直面批评宣王“好马”、“好狗”、“好
酒”，独不“好士”，直到宣王认错，改错为
止。“寡人有罪国家”，“举士五人任官，齐国
大治”（《战国策·齐策四》）。这些都显示了
稷下学宫的政治功能。稷下先生进言，齐王
纳言，是稷下学宫作为政治咨询中心的一大
特色。

官办大学百家争鸣

稷下学宫有规模宏大的校舍，“开第康庄之
衢，高门大屋尊崇之”（《史记·孟荀列
传》），说明校舍建在交通要道，并且相当宏伟
壮观。

稷下学宫有众多师生开展较正规的教学活
动。《战国策》记载田骈有“徒百人”。稷下学
宫的前辈学者淳于髡也有“诸弟子三千人”之
称。齐宣王时，稷下学宫的师生数量多达“数百
千人”。师生济济一堂，定期举行教学活动。

稷下学宫有较严密的规章制度。据郭沫若先
生考证：《管子·弟子职》篇是稷下学宫的学生
守则，从饮食起居到衣着服饰，从课堂纪律到课
后复习，从尊敬老师到品德修养，里面都有详细
而严格的规定。由此可见，当年稷下学宫的规章
制度是健全、严格的。

稷下学宫还具有独特的教育方式：游学。学
生可以自由来稷下寻师求学；老师可以在稷下招
生讲学，即容许有学与教两个方面的充分自由。
这些游学方式的施行，使学士们开阔了眼界，打
破了私学界限，思想兼容并包，促进了各种学说
的发展和新学说的创立，大大促进了人才的培
养。

另外，稷下学宫还是一个有组织、有聘任、
有俸禄制度的学术研究中心，具有各派并立、平
等共存，百家争鸣、学术自由，求实务治、经世
致用等多方面的特点。

总之，稷下学宫不仅使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百
家争鸣进入全盛时期，使齐文化得到了空前繁
荣，带动战国文化进入黄金时代，而且在学术争
鸣中，提出了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直接或间接
地影响了战国以后的许多学派，是各种思想发展
的核心。秦以后的思想、学术、文化，几乎都可
以在稷下学宫找到源头。可以说，稷下学宫的出
现，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是世
界文化史上的辉煌篇章。

■ 齐鲁人文

稷下学宫：最早的官办大学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贠瑞虎 本报通讯员 姜健

公元 705 年十一月初二，一代女皇武则天死
于神都洛阳，临终时她立下遗嘱，和唐高宗合葬
乾陵，只许为她立碑，不许立传。

于是在武则天的墓碑上一个字都没有留下，
千百年来，人们对无字碑的来历有种种猜测。

时光流转，当后人疑惑于无字的谜题时，无字
碑又出现了一个更让人迷惑的难题，它上面又发
现了字！

无字碑上有了字，可这字与武则天无关。经辨
认，无字碑中上部的汉字是一篇金代人刻上的游
记，名叫《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可另一种
文字却一字不能识，但是和汉字有些类似。

这种不能识读的文字究竟是什么字？它与汉
字又是什么关系？

□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一大批外国探险者来
到风雨飘摇的中国，他们在大量盗取中国文物的
同时，也揭开了这个文明古国一个个尘封地下的
秘密。

1922 年 6 月，比利时传教士凯尔温在内蒙古
自治区赤峰市掘开了辽兴宗皇帝的陵墓永兴陵，
从中出土了辽代契丹哀册。哀册是皇帝、皇后、皇
储墓志的专有名字，一般的大臣和官员就叫墓志
铭。

契丹哀册的出土让契丹国文字在失传数百年
之后重见天日。

汉字产生之后，很早就传播到各少数民族地
区和周边国家，在很长时间里，汉字和文言都是这
些民族的正式文字。在长期使用汉字的过程中，各
民族逐渐掌握了汉字的结构规律，创造出更加适
合自己民族使用的文字。

契丹崛起于唐末，兴盛于宋，立国后，改国号
为辽，逐渐强盛，其疆域东自大海，西至流沙，南越
长城，北绝大漠，统治者参照汉字的形体结构创制
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

契丹正好处于辽、宋、西夏三足鼎立的割据局
面，无独有偶，在与其相邻的西夏国，他们的文字
同样是根据汉字创制的。

公元 1036 年，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命大臣野
利仁荣根据汉字的造字特点，参照融合了契丹文
字的造型创制西夏文字，三年始成，共五千余字，
笔画繁多，结构繁杂。

西夏大力推行西夏文字，翻译各种汉文经典
及佛经，但汉字并没有因此而废弃，它与西夏文同
时并用，直到王朝的结束。

□公元 753 年，唐。一艘日本商船在风浪中剧
烈摇摆，人们尖叫、挣扎，但是最后还是沉入大海。

消息传到长安，有一个人十分悲痛，他就是诗
人李白。悲痛中他写下这样一首诗：“明月不归沉
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他的好友，日本遣唐使阿
倍仲麻吕在回国途中遭遇风暴，失去了消息。

717 年，初到长安的阿倍仲麻吕才是 19 岁的
少年，他离开父母、离开家乡，来到这个当时世界
上最繁华的大都市。唐玄宗给他取了一个中文名
字——— 晁衡。

那时长安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有许多像阿倍仲

麻吕这样的外国留学生，大唐政治清明，思想开
放，文化繁荣，在国际上拥有无与伦比的美好形
象，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各国都产生了巨大的
吸引力。

日本朝野上下出现全面学习模仿中国的热
潮。遣唐使，就是日本皇家为汲取中国先进的政
治、经济、文化而派遣的官方外交与留学使团。每
次遣唐使的人数都在 200 到 500 名，同时还有 10
到 20 名留学生、30 到 70 名留学僧，留学生进入国
子监所属的六学馆修习各自的专业，而留学僧则
汇集于长安和洛阳的各大寺院钻研佛法。

在古代，日本只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而没有自
己的文字。公元 405 年，一个叫王仁的朝鲜人带着
《论语》到日本讲学，并教授汉字，具有文化修养的
日本人开始能用汉文记事。8 世纪以前汉字是日本
记录书面语的工具。

遣唐使在长安学习唐文化的同时，也精心研
究汉字，据传，日本遣唐留学生吉备真备和留学僧
空海结合汉字创制了日本片假名和平假名。

空海是日本书法史上的重要人物，为书法“三
笔”之一。

空海和尚在日本称为弘法大师，他的书法在
日本达到了登峰造极。空海在唐朝精研书法，借鉴
草书形成新的字母形式，创制了日本平假名。

其实，平假名确实是从中国汉字的草书演化
而来的，但并非空海一人所创，它早期为日本女性
专用，由于宫廷女人长年抄写《万叶集》，而“万叶
假名”的汉字，都有固定字音，写着写着，无形中便
简略了汉字，变成类似草书的字体，就成为“平假
名”。

学习汉字的日本宫廷子弟或考上大学的精
英，为了将汉字念成日本本国固有语音，在汉文旁
加上种种拆解汉字而形成的各种助词与记号，就
形成了后来的“片假名”。有传说，片假名最初的创
制者是吉备真备。

由汉字脱胎而来的日本文字，以汉字为素材，
并且在应用中与汉字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汉字

在日本社会的广泛应用和深入普及。与汉字相联
系，中国的书法艺术也传到了日本。

虽然历史无法确定究竟是谁将汉字改造为日
本的文字，但是庞大的遣唐使团无疑起了重要的
作用。

近 300 年间，留唐学生 144 名，其中许多人留
唐时间超过了 20 年，甚至还在唐朝娶妻生子，从生
活起居到言谈举止，全与唐人无异。他们在回国
后，对日本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阿倍仲麻吕官至三品，他工于诗文，与李白、
王维等同代诗人过从甚密。

753 年，离开家乡 30 多年、已经 55 岁的阿倍
回国了，他以为能够再次拜望自已的父母，然而，
他的这个愿望却因为海上的风暴无法实现。

在那场风暴中阿倍仲麻吕并没有死。大风将
他吹到了安南，最终又回到长安。阿倍仲麻吕卒于
72 岁，他的墓地至今仍保存于西安兴庆公园内，这
位日本的遣唐使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家乡……

□在武则天和唐高宗的陵墓前，伫立着６４尊
藩臣石像，他们所代表的是唐朝的盟国和友好邻
邦。不仅仅是在唐朝，也不仅仅是日本，汉字早已
伴随文化流布四方。

公元 112 年，汉武帝在南越设郡，汉字正式成
为越南的文字；公元 285 年之前，汉字开始在朝鲜
应用；公元 3 世纪左右，汉字的典籍大规模进入日
本。

朝鲜人原来一直用汉字，只不过加上他们自
己的读音，叫做吏读。越南早在秦代的时候就跟中
国有来往了，他们一直也是用汉文作为他们的文
字，一直到后来才发明了自己的文字叫做字喃。

东至于渤海、朝鲜、日本，南至安南、缅甸，西
至西域，北至漠北，这一片广阔的空间，超越漫长
悠久的历史，用汉字连结了中国与周边世界的文
化，形成了一个汉字文化圈。

随着周边各个国家在文化上的崛起和民族自

觉意识的产生，一些曾使用汉字的国家先后放
弃汉字。韩国创造了自己的训民正音，日本在
明治维新时期也提出了废除汉字，越南也已经
实行拼音化。

虽然这些曾经饱受中华文化浸润的国家
如今都有了自己的语言文字，但是，他们语言
中仍明显留有汉字遗迹，朝鲜语、越南语和日
本语词汇的 6 成以上都是由古汉语派生出的
汉字词组成的，中国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已经融
入到了他们的本土文化里。

□中国，经历了五千年的民族大融合，一
个又一个的民族登上历史的舞台，现在却难寻
他们曾经的辉煌。千百年来，世界上不知道有
多少文字伴随着他们民族的迁徙而传播，有的
依然闪烁着光芒，有的早已消失了……

五千年前，埃及人在石碑上刻下他们的故
事，古巴比伦的苏美尔人用形如楔的文字记下
岁月，这一切都消逝在时间中，留下今天关于
远古文明的谜。

中华文明具有海纳百川、包容万物的气
魄，历来以博大的胸襟面向世界，因兼容并蓄
而丰富多彩，因推陈出新而永葆活力，因特色
鲜明而远播四方，成为世界四大古文明仅存的
硕果。有人这样说，除中国之外的其他古老文
明消亡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文字没能传
承下来。

在中国的历史上，大量的诗词咏叹的都是
同一个主题：统一。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写
下了“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说国家的事
业不能偏安一隅。后来，东晋占领长江以南，有
了“偏安江南”之说，南宋建都杭州，有了“直把
杭州作汴州”。

有人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圆，周长可大可

汉字，方正流长

1．法家学派 稷下法家学派把管仲的礼法并
举的法治思想加以继承、阐发，形成了比较完整的
法治思想。稷下法家重视刑罚的作用，但并不把刑
罚作为目的，而是作为达到“以有刑至无刑”的一
种手段。稷下法家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执法公
正，主张德刑相辅，法教统一，反对严刑峻法。

2．黄老学派 黄是指黄帝，老是指老子。稷下
黄老学派的基本体系是由稷下先生慎到、田骈、环
渊等创造的，主要著作是《黄老帛书》和《管子》一
书中的《白心》、《内业》、《心术》上下四篇以及《慎
子》、《田子》、《蜎子》等。学术特征为道法结合、兼
采百家。

3．阴阳五行学派 又称阴阳学派或阴阳家。
古代的思想家看到一切现象都有正反两面，就用
阴阳这个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
的物质势力。“五行”则是指金、木、水、火、土五种
物质，古代思想家试图用这五种物质来说明世界
万物的起源。战国时期，齐人邹衍将阴阳与五行结
合起来谓之阴阳五行学说，并在稷下学宫形成了
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派，即稷下阴阳五行学派。

4．儒家学派 代表人物是孟子和荀子。孟子，
名轲，鲁国人，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著有《孟
子》。孟子曾两度游齐，一次在威王时，留齐至少 3
年之久；齐宣王时再度游齐，为客卿，受上大夫之
禄，留齐约十余年。孟子学说的核心是“仁政”。荀
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时赵国人。荀子到
齐游学，长期在齐国居住，至齐襄王时三为祭酒，
一直是学界领袖。荀子吸收了孔子、晏婴的礼治思
想、孟子的民本思想，并突出地发展了朴素的唯物
主义思想，完成了齐文化对儒学的融合，成为先秦
文化集大成者和百家争鸣的总结性人物。

5．墨家学派 代表人物宋鈃，战国宋人，齐宣
王时的著名稷下先生。宋鈃以救世为己任，提出了
一系列治理社会主张，“情欲固寡”说，是其政治思
想的理论根据。所谓“情欲固寡”，是认为人生而少
欲，是一种本性，而贪欲、多欲是不符合人的本性
的。

6．纵横家学派 产生于战国时期，代表人物
是淳于髡。淳于髡，复姓淳于，单名髡，齐人，以博
学善辩著称，被齐威王立为“上卿”，赐“上大夫”之
职，为齐国振兴和稷下学宫兴盛，做出了杰出贡
献。在政治思想方面，他主张礼、法兼用而倾向法
治。

7．名家学派 主要代表人物有尹文、儿说等。
尹文，齐人，主张“以实务名”说：他要求人们按事
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名”一定要符“实”，反对
名实不符。儿说，善于辩说，以“白马非马”之论折
服稷下学宫中众多的著名辩士。

8．管仲学派 管仲学派在稷下学宫中具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管子》一书博大精深，涉及经济、
政治、军事、论理、哲学、自然科学诸多方面。

9．兵家学派 稷下学宫有的学者，对军事理
论有深刻的研究，于是产生了稷下兵家学派。《司
马法》、《子晚子》就是在齐威王的组织领导
下，由稷下兵家学派的学者编著而成的。

此外，稷下学宫还有道家、农家、小说家
等。

·相关链接·

稷下学宫主要流派
□ 戴玉亮 整理

小，圆心无处不在，而半径就是汉字，汉字就是中
华民族的向心力。历史不断发展，朝代不断更
迭，可是不管怎么变化，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国家
观念始终没有改变，直到现在，一直深深印在每
一个中国人心中。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根，也是活化石，她是目
前世界上惟一传承的历史在 3000 年以上的古文
字，在她发展过程中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

中国人认为世界万物都是有灵性的，天地、
树木、河流，他们把对自然的认识融入汉字当
中，同时将自己的感情嵌入这些笔画之间。

从远古演化而来的古老汉字，被人们赋予了
超自然的能力，用来避祸求福。一副对联，一个
字谜都是中国人智慧的结晶；一个福字，一个双
喜都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的渴望。大概在我们整个
文字生活里面，没有哪一家、没有哪一个我们的
传统节目不和文字发生关系。比方说过年的时
候，任何一家，在任何一个角落里，不可能不贴
对联，不可能不贴“福”字。比如说，过去家家
都养猪的，于是在猪圈上要贴；有马厩，就是放
马的地方或者放牛的地方同样也要贴；甚至于赶
的车也是“日行千里路，人马报平安”，这样的
对联都是要贴的。可见文字实际上已经在当时人
们的生活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回望千年历史，汉字曾经对中国周边国家
的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今天，它再次在世界掀
起一股中国热。

2007 年 12 月，第二届孔子学院大会在北京
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代表共一千多人
聚集在这里交流办学经验。截至 20 0 8 年 1 0
月，教授汉字、传播中国文化的孔子学院在
全球已开办 292 家，孔子学院传达着汉语汉字
的魅力。目前海外学习的人数超过 3000 万，
到 2010 年将达到１亿。汉字跨越千山万水、打
破千年时间的阻隔,悄然将中国文化带到了世界
每一个角落。

2008 年 8 月 8 日 举世瞩目的第 29 届奥运
会在北京开幕，世界为之震撼。

数千书童齐诵《论语》，书声琅琅，伴随着
汉简的出现，蔚为壮观。

古老的汉字承载着中华文明久远深邃的历
史。和，一个简单的汉字，不仅渗透着中国人几
千年来待人接物的处事智慧，更体现了中国思想
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汉字以其独特的方
块骨骼支撑起中华文明。

浩如烟海的历史古籍，气象万千的诗词歌
赋，我们的民族历经磨难却始终铭记着千百
年来信守过的灵魂与信仰，中国汉字古老精
深、历久弥新，它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血
脉相连，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绵延的笔
画书写五千年的文明兴衰，汉字是一个超越
时空、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灵，它将占地球人
口五分之一的人们，用同一种符号连接在了
一起，它独有的魅力将会继续影
响着世界。

从中国汉字草书演化而来的日本平假名汉字文化深深影响着周边世界 日本国会议事厅中的汉字

临淄博物馆内的模拟稷下论坛稷下学宫遗址标志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