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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本文以2016年韩国方面发表的、与经学有关的论文为研究对象，对其

进行归纳整理和综合分析。本文所研究的论文主要来源于韩国研究

财团论文发表平台（KCI）已经或候补刊载的学术期刊。据统计，以

2016年1月到12月为基准，这些学术期刊上刊载的、与经学相关的论

文共计36篇。本文的研究对象限定于中韩学者对儒学经典十三经注释

的分析。这36篇论文的目录如下。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金东敏 朴世采《春秋补编》——从性理
学的角度解读《春秋》

韩国哲学
论集48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2 金东敏 
朝鲜时期《春秋》学习的标准纲
领（1）——以朴世采《春秋补编•
纲领》为中心

韩国哲学
论集50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3 金东敏 
朝鲜时期《春秋》学习的标准纲
领（2）——以朴世采《春秋补编•
纲领》为中心

儒学思想文
化研究65 韩国儒学学会

4 金东敏 
朝鲜时期《春秋》注解书刊行本
的特征分析--以圭章阁所藏《春
秋》资料为中心

韩国文化 73 首尔大学圭章阁
韩国学研究院

5 金秀昊 关于正祖朝王室图书馆《诗经》
文献目录和文本编辑的考察 韩国文化 73 首尔大学圭章阁

韩国学研究院

6 金秀贤
重新解读《论语》“乐”的概念——
以陈阳的《乐书•论语训义》为中
心

东方学 35 韩瑞大学
东洋古典研究所

7 金承龙 经学研究和古典集释学的可能
性——以《礼记•乐记》为例

韩国汉文学
研究 62 韩国汉文学会

8 金永友 圭章阁所藏易学相关图书现状及
意义 韩国文化 73 首尔大学圭章阁

韩国学研究院

9 金容载

韩 国 经 学 研 究 中 的 “ 体 人 知
（Chang）”(体：正体性，人：关系

性，知：创造性知识)——从“过去”
的经学研究到“未来”的经书学习

儒学研究34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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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0 金庾坤 正祖关于实现理想社会的经典
解读学

儒学思想文
化研究 65 韩国儒学学会

11 金润璄

崔鸣吉《思问录》中四书解释的
倾向性及思想性特征（II）——以

《大学记疑》和《大学管见》为中
心

儒学研究 35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12 金仁圭
朝鲜后期对《周礼》的吸收和国
家礼——以茶山丁若镛对周礼的
理解和国家礼为例

退溪学论丛 27 退溪学釜山
研究院

13 南润德

硕斋尹行恁“义理”中心的易学观
及对四书的活用情况——以《经
史讲义•易》（癸卯（1783）、《薪
湖随笔•易》、《薪湖随笔•医辞
传》为中心

韩国汉文学
研究 61 韩国汉文学会

14 唐润熙 关于圭章阁所藏《论语》和四书
文献的考察 韩国文化 74 首尔大学圭章阁

韩国学研究院

15 朴东仁 郑玄的三礼注及其儒家哲学的结
构

大同文化
研究 94

成均馆大学大
同文化研究院

16 徐根植

星湖学派中茶山丁若镛易学的形
成过程（II）（——河滨慎后聃的

《周易象辞新编》中出现的《周
易》解释方法）

韩国哲学
论集 48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17 成海俊,
Sung Hae Jun

朝鲜时期对《孟子》的吸收及研
究情况 退溪学论集 27 岭南退溪学

研究院

18 严连锡 从圭章阁藏书看朝鲜中后期对
《中庸》的研究倾向 韩国文化 74 首尔大学圭章阁

韩国学研究院

19 严连锡
高丽末年朝鲜初期学者们对《周
易》经典象数易学及义理易学的
理解

泰东古典硏
究所 36

翰林大学 泰东
古典硏究所 

20 严连锡 金钟直经学思想中性理学的倾向
及经世论

泰东古典
硏究所 37

翰林大学 泰东
古典硏究所 

21 李东旭 关于陆九渊易学特征的时论考
察 阳明学44 韩国阳明学会

22 李昤昊,
Lee Young Ho

茶山《大学》解释在经学史上的
地位

东洋哲学
研究86 东洋哲学研究会

23 李昤昊
从朝鲜经学史的发展情况看实学
和经学——以丁若镛的经学为中
心

韩国实学
研究 32 韩国实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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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24 李殷镐 中国《尚书》的伪篇争议以 及
《尚书讲义》的伪书讨论 儒学研究 35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25 林宪圭 朱子对《论语》中诗的解释以及
茶山的批判

韩国哲学
论集49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26 张伯伟 从朝鲜时期的藏书目录看圭章阁
所藏经部文献的价值 韩国文化 73 首尔大学圭章阁

韩国学研究院

27 张炳汉 对沈大允《仪礼正论•丧服》的研
究 阳明学45 韩国阳明学会

28 张炳汉
沈大允《书集传》对“汤•武•放伐”
论的辨正意义——以沈大允《书
经蔡传辨正》的分析为中心

儒学研究 35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29 全圣健
朝鲜礼学的发展历程及《礼记》
研究——以圭章阁所藏《礼记》
版本为中心

韩国文化 73 首尔大学圭章阁
韩国学研究院

30 全在东 《四书释义》成书过程及相关资
料的书志分析

退溪学论
集 18

岭南退溪学
研究院

31 郑宗模 程明道对《周易》的解释及其经
学史的意义 阳明学45 韩国阳明学会

32 崔锡起 旅轩张显光对《中庸》的解释及
其意义

韩国汉文
学研究63 韩国汉文学学会

33 崔锡起,
Choi, Seok Ki 寒江郑逑的经学观及学庸的解释 退溪学和儒

学文化 58
庆北大学退
溪研究所

34
Choi Jeong 
Jun 和
Oh Dong Ha

白云沈大 允的《读易十法 》研
究——以爻位法为中心

韩国思想
史学52 韩国思想史学会

35
咸泳大,
Ham Young 
Dae

高丽末年朝鲜初期对《孟子》解
读的主题及关注点 大同汉文学 48 大同汉文学会

36 Hwang Tae 
Hyun

对《大学》听讼章的理解——以
伊川和朱子为中心

东洋文化
研究24

灵山大学东洋
文化研究院

为了更加清楚地理解这36篇论文，本报告将其按照人物类别和主

题类别进行了分类。就人物类别而言，又将其细分为韩国儒学者、中国

儒学者、比较中韩儒学者比较研究三类。就主题类别而言，将研究对

象按照经典类型予以分类。同时，笔者就各经典分别选取了七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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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最后，笔者对2016年经学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评价，并

对未来研究方向提出了建议。

2. 人物类别

在36篇经学相关论文中，以经典注释书为中心，探讨学者经学思想的

论文共有22篇。在探讨各人物经学思想方面，研究韩国儒学者的论文

有16篇，中国儒学者的有4篇，还有2篇是比较不同学者思想的论文。

1) 韩国儒学者

在探讨韩国儒学者经学思想的16篇论文中，探讨最多的人物分别是

朴世采（南溪，1631-1695），丁若镛（茶山, 1762-1836），沈大允（白云，

1806-1872），都各有3篇相关论文。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金东敏 朴世采《春秋补编》——从性理学
的角度解读《春秋》

韩国哲学论集
48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2 金东敏 
朝鲜时期《春秋》学习的标准纲领

（1）——以朴世采《春秋补编•纲
领）为中心

韩国哲学论集
50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3 金东敏 
朝鲜时期《春秋》学习的标准纲领

（2）——以朴世采《春秋补编•纲
领》为中心

儒学思想文
化研究65 韩国儒学学会

1 金仁圭
朝鲜后期对《周礼》的吸收和国家
礼——以茶山丁若镛对周礼的理
解和国家礼为例

哲学论丛82 新韩哲学会

2 李昤昊 茶山《大学》解释在经学史上的地
位

东洋哲学研究
86 东洋哲学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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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3 李昤昊
从朝鲜经学史的发展情况看实学
和经学——以丁若镛的经学为中
心

韩国实学研究
32 韩国实学学会

1 张炳汉 对沈大允《仪礼正论•丧服》的研
究 阳明学45 韩国阳明学会

2 张炳汉
沈大允《书集传》对“汤•武•放伐”
论的辨正意义——以沈大允《书经
蔡传辨正》的分析为中心

儒学研究 35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3

Choi Jeong 
Jun 和
Oh Dong 
Ha

白 云 沈 大 允 的《 读 易十 法 》研
究——以爻位法为中心

韩国思想史学
52 韩国思想史学会

此外，各有一篇论文探讨了其他7位人物，按照年代顺序排列，他

们分别是：金宗直（佔闭斋，1431-1492），郑逑（寒冈，1543-1620），张

宪光（旅轩，1554-1637），崔鸣吉（迟川，1586-1647），慎后聃（河滨，

1702-1761），正祖（弘斋，1752-1800），尹行恁（硕斋，1762-1801）。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严连锡 金钟直经学思想中性理学的倾向
及经世论

泰东古典硏究所
37

翰林大学 泰东
古典硏究所 

2 崔锡起 寒江郑逑的经学观及学庸的解释 退溪学和儒
学文化 58

庆北大学退
溪研究所

3 崔锡起 旅轩张显光对《中庸》的解释及其
意义

韩国汉文学研究
63 韩国汉文学学会

4 金润璄
崔鸣吉《思问录》中四书解释的倾
向性及思想性特征（II）——以《大
学记疑》和《大学管见》为中心

儒学研究 35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5 徐根植

星湖学派中茶山丁若镛易学的形
成过程（II）（——河滨慎后聃的

《周易象辞新编》中出现的《周易》
解释方法）

韩国哲学论集
48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6 金庾坤 正祖关于实现理想社会的经典解
读学

儒学思想
文化研究 65 韩国儒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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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7 南润德

硕斋尹行恁“义理”中心的易学观及
对四书的活用情况——以《经史讲
义•易》（癸卯（1783）、《薪湖随笔•
易》、《薪湖随笔•医辞传》为中心

韩国汉文学研究 
61 韩国汉文学会

2) 中国儒学者

在探讨中国儒学者经学思想的4篇论文中，有研究郑玄（127-200），

程颢（明道，1032-1085），陈阳（？-？），陆九渊（象山，1139-1193）的

论文各一篇。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朴东仁 郑玄三礼注及其儒家哲学的结构 大同文化研究 94 成均馆大学大
同文化研究院

2 郑宗模 程明道对《周易》的解释及其经学
史的意义 阳明学45 韩国阳明学会

3 金秀贤 重新解读《论语》“乐”的概念——
以陈阳的《乐书•论语训义》为中心 东方学 35 韩瑞大学

东洋古典研究所

4 李东旭 关于陆九渊易学特征的时论考察 阳明学44 韩国阳明学会

3) 人物比较研究（1篇）

对两位学者思想进行比较的论文有两篇，分别研究的是程颐（伊川，

1033-1107）和朱熹（晦庵，1130-1200）以及朱熹和丁若镛。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Hwang 
Tae Hyun

对《大学》听讼章的理解——以伊
川和朱子为中心 东洋文化研究24 灵山大学东洋

文化研究院

2 林宪圭 朱子对《论语》诗的解释以及茶山
的批判 韩国哲学论集49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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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主题分类

按主题将这些论文分类，可以分为经学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政

治及经济思想等类别。考虑到经学思想的学问特点，将主题分类标准

作为研究对象经典。在36篇经学论文中，研究经典的论文有30篇；如

果这些论文按照经典类型可以分为，关于《易经》的7篇论文，数量最多，

《春秋》的4篇论文，《大学》的3篇论文，《论语》的2篇论文，《孟子》

的2篇论文，《中庸》的2篇论文，《书经》的2篇论文，《诗经》的2篇论

文，《礼记》的2篇论文，《诗经》的1篇论文，《仪礼》的1篇论文，以及

《周礼》的1篇论文。此外，还有一篇研究《大学》和《中庸》的论文，一

篇同时研究四书的论文，以及一篇同时研究《礼记》、《仪礼》、《周

礼》的论文。

1)《易经》

就《易经》解释而言，下面是分析研究韩国学者经学思想的论文。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严连锡
高 丽 末年 朝 鲜 初 期 学 者 们 对

《周易》经典象数易学及义理易
学的理解

泰东古典硏究所
36

翰林大学 泰东
古典硏究所 

2 徐根植

星湖学派中茶山丁若镛易学的
形成过程（II）（——河滨慎后
聃的《周易象辞新编》中出现的

《周易》解释方法）

韩国哲学论集
48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3 南润德

硕斋尹行恁“义理”中心的易学观
及对四书的活用情况——以《经
史讲义•易》（癸卯（1783）、《薪
湖随笔•易》、《薪湖随笔•医辞
传》为中心

韩国汉文学研究
61 韩国汉文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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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4
Choi Jeong 
Jun 和
Oh Dong Ha

白云沈大允的《读易十法》研
究——以爻位法为中心 韩国思想史学52 韩国思想史学会

5 金永友 圭章阁所藏易学相关图书现状
及意义 韩国文化 74 首尔大学圭章阁

韩国学研究院

与《易经》解释有关、分析中国经学思想的研究如下：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郑宗模 程明道对《周易》的解释及其经学
史的意义 阳明学45 韩国阳明学会

2 李东旭 关于陆九渊易学特征的时论考察 阳明学44 韩国阳明学会

2)《春秋》

就《春秋》解释而言，下面是分析研究韩国学者经学思想的论文。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金东敏 朴世采《春秋补编》——从性理学
的角度解读《春秋》 韩国哲学论集48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2 金东敏 
朝鲜时期《春秋》学习的标准纲领

（1）——以朴世采《春秋补编》（纲
领）为中心

韩国哲学论集50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3 金东敏 
朝鲜时期《春秋》学习的标准纲领

（2）——以朴世采《春秋补编》（纲
领）为中心

儒学思想文
化研究65 韩国儒学学会

4 金东敏 
朝鲜时期《春秋》注解书刊行本的
特征分析--以圭章阁所藏《春秋》
资料为中心

韩国文化 73 首尔大学圭章阁
韩国学研究院

3)《大学》

就《大学》解释而言，下面是分析研究韩国学者经学思想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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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金润璄
崔鸣吉《思问录》中四书解释的倾
向性及思想性特征（II）——以《大
学记疑》和《大学管见》为中心

儒学研究 35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2 李昤昊 茶山《大学》解释在经学史上的地
位 东洋哲学研究86 东洋哲学研究会

就对《大学》的解读而言，分析中国学者经学思想的研究成果如下。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Hwang 
Tae Hyun

对《大学》听讼章的理解——以伊
川和朱子为中心 东洋文化研究24 灵山大学东洋

文化研究院

4)《论语》

就《论语》的解释而言，分析研究中国学者经学思想的论文如下。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金秀贤 重新解读《论语》“乐”的概念——
以陈阳的《乐书•论语训义》为中心 东方学 35 韩瑞大学

东洋古典研究所

就《论语》的解释而言，同时比较分析中韩两位国学者经学思想的

论文如下。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林宪圭 朱子对《论语》中诗的解释以及茶
山的批判 韩国哲学论集49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5)《孟子》

与《孟子》解释相关，研究韩国经学思想的论文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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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咸泳大 高丽末年朝鲜初期对《孟子》解读
的主题及关注点 大同汉文学 48 大同汉文学会

2 成海俊 朝鲜对《孟子》的吸收和研究情况 退溪学论集 27 岭南退溪学
研究院

6)《中庸》

与《中庸》解释相关，研究韩国经学思想的论文列表如下。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崔锡起 旅轩张显光对《中庸》的解释及其
意义

韩国汉文学
研究63 韩国汉文学学会

2 严连锡 从圭章阁藏书看朝鲜中后期对《中
庸》的研究倾向 韩国文化 74 首尔大学圭章阁

韩国学研究院

7)《书经》

与《书经》解释相关，研究韩国经学思想的论文列表如下。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张炳汉
沈大允《书集传》对“汤•武•放伐”
论的辨正意义——以沈大允《书经
蔡传辨正》的分析为中心

儒学研究 35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与《书经》解释相关，研究中国经学思想的论文列表如下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李殷镐 中国《尚书》的伪篇争议以及《尚
书讲义》的伪书讨论 儒学研究 35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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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礼记》

与《礼记》解释相关，研究韩国经学思想的论文列表如下。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金承龙 经 学 研 究 和 古典 集 释 学 的 可 能
性——以《礼记•乐记》为例

韩国汉文学
研究 62 韩国汉文学会

2 全圣健
朝鲜礼学的发展历程及《礼记》研
究究——以圭章阁所藏《礼记》版
本为中心

韩国文化 73 首尔大学圭章阁
韩国学研究院

9)《诗经》

与《诗经》解释相关，研究韩国经学思想的论文列表如下。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金秀昊 关于正祖朝王室图书馆《诗经》文
献目录和文本编辑的考察 韩国文化 73 首尔大学圭章阁

韩国学研究院

10)《仪礼》

与《仪礼》解释相关，研究韩国经学思想的论文列表如下。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张炳汉 对沈大允《仪礼正论•丧服》的研究 阳明学45 韩国阳明学会

11)《周礼》

与《周礼》解释相关，研究韩国经学思想的论文列表如下。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金仁圭
朝鲜后期对《周礼》的吸收和国家
礼——以茶山丁若镛对周礼的理解
和国家礼为例

退溪学论丛 27 退溪学釜
山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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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其他

与韩国经学相关，同时探究《大学》和《中庸》，以及同时探讨四书的论

文各有一篇。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崔锡起 寒江郑逑的经学观及学庸的解释 退溪学和儒
学文化 58

庆北大学退
溪研究所

2 唐润熙 关于圭章阁所藏《论语》和四书文
献的考察 韩国文化 74 首尔大学圭章阁

韩国学研究院

与中国经学相关，同时探究《礼记》《仪礼》《周礼》的论文一篇。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朴东仁 郑玄的三礼注及其儒家哲学的结构 大同文化研究 94 成均馆大学大
同文化研究院

4. 主要论文分析及批判

1) 关于《易经》

在关于《易经》的研究中，李东旭《关于陆九渊易学特征的时论考

察》一文最为引人注目。作者通过概括陆九渊易学的特征，阐明了陆

九渊易学的心学特征。论文主要分析了以下四个主题。第一，陆九渊易

学作为义理易学所表现出的特征；第二，陆九渊对数和理的重视及其

易学意义；第三，《周易》“艮背行庭”句段解释中体现出的心学涵义；

第四，陆九渊九卦解释中体现出的心学学习论。

作者通过对这四大主题的分析，揭示了陆九渊易学对理之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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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普遍性的强调。值得注意的是，陆九渊的易学不仅体现了程朱理学

的客观主义，也体现了心学的主观主义。这可能会引起一些理论争议。

此外，正如他在对艮背行庭和九卦解释中体现出的那样，陆九渊的易

学还批判了心学强调“中”之道理及强调构建主体道德能力的主张，以

及批判了程朱理学与天理人欲说有关的静态修养论的主张。

作者最后指出，虽然陆九渊的易学有其自身的特点，但象山学派的

易学也只能说是建立在杨简《杨氏易传》上体系性和综合性的分析而

已。此外，关于陆九渊易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杨简易学的内容，

以及二者之间的存在怎样的差异和关系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究。

2) 关于《春秋》

在关于《春秋》的研究中，金东敏《朴世采<春秋补编>——从性理

学的角度解读<春秋>》一文立题比较新颖。作者在开篇将《春秋补编》

评价为朝鲜时期分析《春秋》经学独创性的代表书籍。对此，作者解

释道，与当时的各类《春秋》注解书相比，《春秋补编》试图通过性理

学的新方法论来重新解读《春秋》。这本书可谓是从性理学的角度分

析《春秋》的经典之作。

当时解释《春秋》主要依据的是《春秋》三传以及胡安国的书

作，但由于这些书籍观点相异，导致了学者们思想的混乱。虽然《春

秋》是天理之标准，王道之标杆，圣人传心的大法，但没有一本注解书

能够确立统一的标准来帮助学者正确理解《春秋》。这正是朴世采写

《春秋补篇》的背景和动机。朴世采选取了程朱理论中的核心内容，从

性理学的角度对《春秋》进行了有机统一的分析，为后来理解《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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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了基础。最为重要的是朴世采在对程朱理论进行选择时体现出

的主观性。朴世采对程朱理论的选择是建立在个人对二人主张的看法。

作者指出，准确把握主要争论点以及程朱二人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是

体系化、有条理地地整理引用二人主张的前提。

最后，作者指出，朴世采的《春秋补篇》开辟了《春秋》解释的新

方向，它既是朝鲜春秋学领域的巨大成就，也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换言之，从思想史层面上来看，朴世采的《春秋补篇》为被视为性理

学方法论的《春秋》解释提供了新思路，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3) 关于《大学》

在关于《大学》的研究中，最具有新意的当属金润璄的《崔鸣吉<思

问录>中四书解释的倾向性及思想性特征（II）——以<大学记疑>和

<大学管见>为中心》。作者在文中指出，崔鸣吉以《古本大学》为底本，

对当时现行改定本的编纂体系及格物致知传，本末传的解释进行了批

评，并从知行立进的角度对《古本大学》的体系和内容重新进行了解

释。此外，崔鸣吉虽然认可二程和朱熹言及格物致知传的合理性，但

他却认为朱熹新提出的“格物补亡章”是对经典的歪曲。他还选择了李

彦迪《大学》经典的部分，重新将其编排入格物致知传中。此外，他还

将王守仁的格重新解释为“正”，批评了把八条目统一理解为学习的做

法。换言之，崔鸣吉虽然摆脱了对形而上学理论的探求，提出了强调道

德主体能动性的格物论，但他却反对王守仁关于实践道理由心而生的

看法。另外，崔鸣吉还批评了朱熹格物论的思辨性，将外在实践伦理

的学习包括在了格物学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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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结论中指出，崔鸣吉并没有倾向于朱子学或者阳明学的任

何一方，他试图通过重新解读《大学》来构建以客观实践和道德主体

能动性为基础的主观性学习论。

4) 关于《论语》

在关于《论语》的研究中，立题最具有新意的当属金秀贤的《重新

解读<论语>“乐”的概念——以陈阳的<乐书•论语训义>为中心》。陈阳

的《乐书》将《论语》中关于乐的部分集合整编而成。金秀贤的这篇

论文主要分析的是陈阳《乐书》中《论语训义》部分的内容，并对其特

色之处进行阐明。作者在文中指出，《乐书》是北宋末年1103年，陈阳

向徽宗进献的200卷音乐理论书的合辑，其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

类是经书训义，另一类是《乐图论》。其中，《论语训义》是《乐书》第

85卷到第90卷的内容，它包含了《论语》中关于乐的全部段落，在节选

这些段落的同时，陈阳以训的形式将其进行了编纂。作者还指出，《论

语》中关于乐的章句主要集中在《八佾》、《先进》、《阳货》篇，《论

语》20篇中有11篇有关于乐的部分，关于乐的句段共计有30余句。此外，

这里所说的《论语》关于乐的句段不仅包括音乐本身或音乐题材，也

包括跳舞、礼乐、乐曲、乐器、乐人等。

作者还将《乐书•论语训义》的内容按照主题进行了分类，进而阐述

了陈阳对这些内容的解读。就主题类别的分类来看，有与乐曲有关的

句段，与乐器有关的句段，与乐人有关的句段，以及与礼乐有关的句段

四大类。

就结论来看，作者认为陈阳的《乐书•论语训义》不仅仅包含了对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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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解释，也包含了对老庄哲学的解读。此外，这本著作不仅有哲学

解释的内容，还有陈阳对音乐学理解的内容，这就极大地拓展了我们

理解《论语》的范围。

5) 关于《孟子》

在关于《孟子》的研究中，最具有新意的当属咸泳大的《高丽末年

朝鲜初期对<孟子>解读的主题及关注点》。作者在开篇指出，对儒学

解读的视角不应仅仅局限于性理学概念，我们还应当从经典解释的对

象出发来研究儒学解释。换言之，我们有必要从主题及由这种主题意

识衍生的关注点的角度来叙述儒学史。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在儒学

解读时将分析对象具体化，进而从更大的角度对儒学解释进行比较

和研究。作者还认为，传统将高丽末年朝鲜初期的思想简单定义为中

期或者过渡期思想的做法存在问题，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根据文本研

究主题来对其研究内容进行把握。因此，作者在这篇论文中以《孟子》

的几个核心议题为出发点，从主题意识和关注点的角度对高丽末年朝

鲜初期的儒学史进行了探讨。

文中指出，对于高丽末年朝鲜初期的学者来说，《孟子》一书恰

如其分地表述了他们的观点和想法，是一部很具有现实意义的经典。

《孟子》不仅成为了后来土地问题冲突中各方的依据，也被活用于实

现仁政和王道的政治问题中。高丽末年朝鲜初期的学者们以《孟子》

为依据对绝对王权进行了批判。就当时学者对《孟子》的活用方式来

看，大多数学者都是在切实遵循文本的基础上以以史鉴今的方式活用

《孟子》。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后期关于《孟子》的活用及相关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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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部经典。此外，作者还在文中指出，虽然心

性修养论这一主题被广泛应用于性理学理论中，但它并不能与朝鲜后

期的四端七情论或人物性同异论相比肩，也不能被评价为是对心学更

深层次和缜密的分析。因为心性修养论只是在忠实于《孟子》原文的

基础上，对《孟子》理论的现实指导意义做出了揭示而已，它而非一种

崭新的理论。有人认为，《孟子》的思想之所以在高丽末年朝鲜初期引

起学者们的关注与“辟异端”论有关，孟子思想内涵的“辟异端论”的主

张符合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尽管这种主张的合理性和严谨仍有待考究，

但毋庸置疑的是，即使在佛教思想盛行的今天来看，“辟异端论”中关

于变革的内容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和社会价值。当然，我们

也应当注意区分当下情况与朝鲜后期“辟异端论”展开背景之间的差异。

作者在结论中指出，把《孟子》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主题和关注点

进行分析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有效地把握高丽末年朝鲜初期的儒学

史。同时，随着日后学界对朝鲜朱子学兴趣的增加、以及儒学思想研

究比重的增加，这种以《孟子》作为研究对象的尝试可能会激发更多

新的研究课题，也有利于推动通过经学研究来捕捉思想变化之方法

论的革新。

6) 关于《中庸》

在有关《中庸》的研究中，比较有新意的是崔锡起分析张显光关于

《中庸》理解的论文，即《旅轩张显光对<中庸>的解释及其意义》。这

篇论文目的是通过分析张显光关于《中庸之图》的理解来阐释其所理

解的《中庸》的结构，并通过对中庸•道理•费隐•鬼神•人心道心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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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分析张显光关于《中庸》理解的特征。

作者将张显光对《中庸》结构理解的特有之处整理为如下四点。第

一，张显光没有按照《中庸章句大典》中收录的《读中庸法》中的六大

节说、以及《中庸章句》章下注中提到的四大节说来分析其结构，而是

从新的视角对《中庸》结构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五大节说。第二，张显

光在吸收程朱学说的基础上，把握《中庸》大节的要领，但没有拘泥

于先前的学说，而是从独特的角度对其要领进行把握。第三，《中庸之

图》是继权近《中庸首章分析之图》之后，第一幅在选取《中庸》要义

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勾画的作品，也是第一幅将《中庸》要义以单幅图

画的形式表达出来的画作。第四，他是继权近之后，第一个提出具有

独创性的大节说，即五大节之人，这对后来的《中庸》分大节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作者把张显光关于《中庸》主题词进行解释中体现出的特点及

其意义总结为以下四点。第一，他对中庸的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他

认为中庸“就如地之中央或物之中心一样，是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变

得一定之理”，因此可以将其重新定义为“中曰道之至当，庸曰理之为

常”。第二，在第12章中，他还富有新意地指出，“费隐”字意可以解释为

“费曰滥施，隐曰藏匿”，二者都是道之用，这是学者们应当注意的地

方。第三，他以比喻的方式对鬼神进行了说明，他将鬼神比喻为活生命

体的知觉和运动，从实体化的角度对鬼神进行了理解。第四，他认为人

心道心只是按照七情的公私而被命名为人心和道心，他还从已发七情

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解释说明。

作者在结论中指出，张显光这些独特的见地来源于他关于经纬分

合的认识。张显光把中庸和道理联系在一起，从本体出发，避免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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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上对费隐和鬼神等难解之词进行解释，而是从作用的层面将其

理解为实体。他的这种认识对我们从更大范围上理解《中庸》有重要

意义。

7) 关于《书经》

在有关《书经》的研究中，比较有新意的是分析沈大允对《书

经》理解的《沈大允<书集传>“汤•武•放伐”论的辨正意义——以沈大

允《书经蔡传辨正》的分析为中心》（张炳汉）。这篇论文指出沈大允

关于蔡沈“汤•武•放伐”论的辨证特征共有三点。一、从大义的角度来

看，尧舜禹的禅让和汤武王的放伐性质相同。可以肯定的是，汤武放

伐也同样依据的是天命和天理，而绝没有参杂一丝的人欲和私意，完

全根据的是公利的原则。二、蔡沈只是形式地接受了文章内容，这就

使得他对汤武的壮举存在偏见，并将其看作是暴力行为。对此，沈大

允认为，由于形式性的文章徒有其表，属于圣王的虚利，所以应当被

扬弃；相反，汤王和武王是以大义为基础，通过放伐来开展革命的，他

们得到的是实利，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得以登上了天子的宝座。三、

蔡沈认为武王的行为是臣下对天子殷纣王进行讨伐的行为，因而武王

属于非法篡夺王位。对此，沈大允辩解称天下有福善祸淫之道，天道

随着善恶的变化而显现，天命无止尽，纣王虐待百姓，必然亡国。因此，

武王不应当被冠以“以臣伐君”的罪名。

作者在文中强调了沈大允在《书经蔡传辨正》中的主张，即如果后

世诸侯征伐王时能够将其行为背景与汤武时的时代背景以及名分进

行比较，并以此为标准开展革命的话，也算是对汤武道的实践了。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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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这是沈大允在在当时的19世纪中业，将孟子汤武放伐论升华

为具有现实实践性的儒家革命论的尝试。

作者在结论中指出，在《书经蔡传辨正》完成后的1860年，崔济愚

创建了东学，1894年的东学农民战争正是继承了这一思想。这样看来，

沈大允的革命论并不仅仅是在19世纪中半朝鲜汉文学者们的淳朴理

想，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乃至更遥远的未来，它都具有深刻的现实

意义，以及深远的政治思想意义。

5. 评价与展望

笔者认为未来韩国经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应当是按照经典类别来

叙述经学史，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些分类经典进行整合，更加详细具体

地叙述韩国经学史。这就要求我们另辟新路，发现更多尚未被发掘的

经学家。从这个角度来看，2016年经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很多

经学研究的对象是那些至今尚未被研究的学者们的思想，如慎后聃、

尹行恁和沈大允的《易经》，朴世采的《春秋》，崔鸣吉的《大学》，张

显光的《中庸》，沈大允的《书经》和《仪礼》等，这些研究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笔者也期待未来的经学研究能够发掘出更多未知经学学

者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