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子贡的语言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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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子教授过众多弟子，其中“言语科”的子贡最为世事洞明、能言善辩，成就也最大。本文以谈话技
巧、善言风范和妙喻尊师等三个层层递进的侧面，比较充分地阐述了子贡的风采和气魄，展现了《论语》中
师生对话的魅力，特别是子贡高超的语言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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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子贡小传
子贡(前 520-？),复姓端木，名赐，字子贡，
又称子赣。春秋时卫国人，是孔子的学生，有谋略、善辞令。
子贡的智慧主要表现在两大领域，一是外交，二是商业。他是孔门言语科的高材生，利口巧辞，机敏
聪慧，常与孔子相驳论；他更是一个成功的商人，长于理财，能准确预测物价变动；他又是最早的纵横
家，出使列国，游说诸侯，
左右政局。子贡虽常遭孔子批评,却广泛地博得了人们的青睐。如李泽厚先生便
说:“《论语》一书以子贡、子路的形象最为人(至少鄙人如此)喜爱、欣赏,盖一以智、一以勇,又均为平常活
人也。相比之下，
子贡更胜一筹，智胜于勇也”
（《论语今读》）。子贡温和快乐，
尊师重道，
兼卫人的浪漫、热
情与儒家的敦厚、
和平于一身。他正如孔子所比喻的“瑚琏”之器 ，处庄严肃穆之位，显华贵粹美之质，是
宗庙祭祀器皿中的珍品、
孔门弟子里的奇才。
子贡的事迹最早见于《论语》和《左传》。从这两部典籍的记载看，子贡基本上是按儒家思想和道德
要求来立世行政的。《论语》仅仅侧重展示子贡的学问，
要想全面了解他，
还必须读《左传》与《史记》中的
《仲尼弟子列传》及《货殖列传》
等。

二 “以美玉为言”的谈话技巧
在孔子的诸多弟子中，子贡是比较特殊的一位。《论语》里面出现次数最多的并不是颜回，也不是后
来发展了孔子思想的子思、子夏等人，而是子贡。孔子生前,子贡能细致入微地体察老师的思想，巧妙地
进行师生对话；孔子死后，子贡继续维护老师的尊严，坚决抵制诽谤孔子的言论。子贡在现实生活中能
够左右逢源、八面玲珑，显然是当时政坛上正在升起的一颗新星。但当孔子死后，他却在孔子墓旁结庐
而居六年, 是孔门弟子中守墓时间最长的一个，足以显示出他们师徒二人的似海深情。《史记·孔子世
家》中记载：
“惟子贡庐于冢上，
凡六年。”
子贡的能言善辩，与他策士兼商人的角色是一致的：两者都需要随机应变的灵活头脑。杨树达先生
曾评说道：“
孔子之事，以美玉为言；卫君之事，以夷齐为问：皆子贡善于语言之证也。”
（《论语疏证》）
这里，
想先谈其“以美玉为言”的技巧。《论语·子罕》云：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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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始终跟随孔子，其勤学好问和敏捷的思维深得孔子的喜爱，师生二人经常进行亲切而又幽默
的交谈。子贡对孔子的敬佩和赞扬，从《论语》、《左传》、《
史记》
等典籍里都能找到大量的例证。但子贡绝
不会当着孔子的面毫无遮掩地夸赞老师。譬如孔子德才兼备，却不被当世所用，迟迟找不到政治出路，
该怎样探询其中的原因呢？如果直接发问，必然会使老师难堪，等于揭开了老师的伤痛之处；而不予探
讨，又难以消释众弟子心中的疑惑。于是，
子贡决定这样向老师发问：在屡次遭受挫折的困顿境遇中,您
依然还想出仕吗？但通过什么方式才便于把问题搞清,选择什么样的话题向老师发问才算得体，这正是
考验子贡能说会道本领的关键时刻。
孔子认为子贡不安本分，而去做买卖常能猜中行情。孔子在《论语·先进》中说：“回也其庶乎，屡
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在《
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
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家累千金
……”司马迁更将子贡列入先秦著名商人的行列中，赞其“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
饶益”
。这些说法表明,子贡是个善于经营的富商。所以，子贡决定以经商为话题向孔子提问，便出现了前
面所引用的一段师生问答。
古人常用美玉来比君子。在和老师的谈话中，子贡首先借美玉暗暗地赞扬了孔子具有优秀的品德；
也隐约地表明，孔子正处于像美玉被“搁在那里”一样不被世人所赏识的境遇中。这既触及了问题的要
害，又不至于引起对方的反感，反而拉近了交谈双方的心理距离，创造了良好的话语气氛。于是子贡接
着问道：“您是打算像把美玉藏进柜中那样，从此停止干谒公卿的活动，‘隐居以求其志’呢？还是打算像
找个懂行的人将美玉卖掉一样，继续寻求赏识您的当政者，‘行义以达其道’呢？”听了子贡的话，孔子马
上明白了其中的意思，于是回答说：“卖掉它，卖掉它！我正在等着识货的商人呢。”表面上，孔子和子贡
谈论的完全是买卖之事；
实际上，孔子的话是说,我正像等待着有眼力的人来买“美玉”一样，时时刻刻在
盼望贤明的君主能召用我出仕。
在这段谈话中,子贡巧妙地提出问题，并引出老师的回答，准确地了解到老师的处世态度，探究清楚
了孔子是否有出仕的想法。既对老师表示出关切之情，又没有回避老师并不尽如人意的处境。这无可置
疑地表明，子贡确实具有巧言善辩、反应敏捷的才能。
子贡“
以美玉为言”赞扬老师的品德，生动活泼，读起来令人有余味无穷之感。子贡的问话一语双关,
幽默风趣,委婉含蓄，
一经说出来立刻吸引了孔子。这不能不让我们为子贡的语言有如此的吸引力或者
艺术魅力而惊叹不已。与此同时，孔子也使用双关语作答，显示出过人的应变才智。孔子的答话语调急
促,语意深刻，包含着热烈的情感。
尤其是“沽之哉！沽之哉！”这两句，采用了“反复”的修辞手法，更表达
出孔子急不可待地要建立一番事业的心情，表达了积极入世的决心，使得整个谈话充满着盎然的机趣。
难怪连子贡这样的智者也对孔子敬佩得五体投地，越来越感到孔子的了不起，以至认为孔子达到了“圣
人”的程度。
学生的才干光彩，只是更加衬托出老师的超凡入圣。

三 “以夷齐为问”的善言风范
子贡的思维敏捷和口才超群还表现于“以夷齐为问”上。此事发生在孔子与其弟子周游列国而旅居
卫国期间。孔子周游列国时，各国都排斥孔子，生怕其有意夺取政权，惟有在卫国的时候，魏灵公、南子、
一般的大臣，都对孔子尊敬、爱戴。因此，时人都对孔子心存怀疑，谣言四起，甚至孔子自己的弟子也起
了怀疑。《论语·述而》记载说：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
子贡曰：“诺,吾将问之。”
入，曰：
“伯夷、叔齐何人也？”曰：
“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出, 曰：“夫子不为也。
”
本章开始写到孔门弟子冉有和子贡在私下窃窃议论。冉有问子贡：“老师会不会声援卫出公蒯辄
呢？”他何以会有此疑问？可见司马迁《伯夷列传》中的相关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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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蒯聩与灵公夫人南子有恶,欲杀南子。……公怒，太子蒯聩奔宋，已而之晋赵氏。……灵公
卒，夫人命子郢为太子，
……郢曰：“亡人太子蒯聩之子辄在也，不敢当。
”于是卫乃以辄为君,是为出
公。……赵简子欲入蒯聩, ……卫人闻之,发兵击蒯聩，
蒯聩不得入。
这一段文字记载表明:在晋卫之间发生武力冲突的幕后,正由卫出公蒯辄与其父蒯聩两人导演着一
场争夺王位的闹剧，由此可知卫出公贪恋权位的为人品行。
既然冉有和子贡对这一问题十分关心，那么，冉有为何不直接去问老师，而是向子贡探听底细呢？
因为孔子正旅居卫国。冉有深知老师是一个严格恪守君臣之礼的人，绝不会正面评论他国的国君。也就
是说，
冉有要想知道老师对卫出公的态度如何，直接去问是徒劳无功的。那么，怎样才能够通过别的方
式巧妙地探知老师的态度呢？于是冉有自然想到了善于言辞的子贡。子贡听罢，便毫不迟疑地说：“好
吧，我去问问老师。”
这时，关于孔子的谣言大概很多，所以子贡当然不会直接发问。于是他先问孔子道:“老师，您看伯
夷、叔齐是怎样的人？
”孔子回答说：“那是古代的贤人啊！”在司马迁《伯夷列传》中有这样的记载：伯
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
孤竹君欲立叔齐为王。孤竹君死后，叔齐让君位给伯夷，伯夷以父命为由
不肯继位。于是，兄弟二人由于互让君位而双双出逃。蒯聩、蒯辄父子则由于争夺王权而自相残杀,两者
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而，了解了孔子对伯夷、叔齐的态度，也就等于探知了孔子对蒯聩、蒯辄父子
争位的看法。
尽管已经得知孔子肯定让位的品行，子贡还是不能确定自己心中的判断,又向孔子发问:“老师，他
们两人为了信守仁德、节操而失去君位，
在首阳山不思茶饭饿死了，
您看他们最终会怨恨自己吗？”孔子
坚定地回答:“他们不会后悔、埋怨的。他们让位是追求‘仁德’。立定了志向，为达到最高道德目标宁愿饿
死，求仁得仁，有什么可埋怨的呢？”孔子把伯夷、叔齐互相辞让君位的做法提高到是为了 “求仁”的高
度来认识，认为他们那样做是非常理智的决定，并非一时冲动。这在进一步推崇伯夷、叔齐的高尚的同
时，也就完全表明了孔子对蒯聩、蒯辄父子争夺王位的做法持否定的态度。又如在《论语·述而》中记载
的那样：
子曰：饭疏食饮水，
曲肱而枕之，
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
孔子说，只要有粗茶淡饭可以充饥、白开水可以解渴，弯起膀子来当枕头，靠在上面美美地睡上一
觉，人生快乐无穷、舒服至极！从中可以看出孔子的乐趣。他并不需要依靠富足的物质、虚伪的荣耀。他
认为，
不讲仁义道德而得到的大福大贵是非常可耻的事情。孔子认为，这种富贵对他来说就像天上的浮
云一样。孔子的这番言语，
可以看出他为人和做学问的修养。他能够不受外界物质环境的诱惑，摆脱虚
荣的惑乱，从而建立起自己的精神人格。
子贡在得知老师对让位与夺权这种事情所持的态度以后，就不需要问老师想不想声援卫出公蒯辄
了。因此，子贡明确地对冉有说颐“老师绝不会声援卫君”。由此看来,孔子虽然具有浓厚的忠君思想,但他
坚决反对那些失去仁义道德的君主。就这样,子贡从侧面切入，巧妙地了解了老师对待卫君的态度。这就
是子贡才思敏捷的过人之处，也是后人值得效法的谈话艺术。
本章行文曲折生动，
层层递进，
环环相扣。章首，作者仅通过记录冉有的一句问话，以及子贡的一句
答话,不仅表现出子贡的机智和自信，也为展现子贡的言语技能作了很好的铺垫。而后，子贡向孔子了解
对伯夷、叔齐互让君位的评价，表现出子贡的善于进言，措辞新颖而又立意明朗。子贡继续向孔子盘问
伯夷、
叔齐出逃以后是否会感到后悔，是为了更彻底地了解孔子对伯夷、叔齐的肯定,从而间接明确了老
师对卫君行为的反对态度。子贡的言辞谈吐，可谓愈曲愈深、愈深愈显，无处不达、无处不妙！
《论语·述而》这一章不仅以真实的场面描写和细腻的情节记述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还能通过
人物的语言来反映人物的心理状态，
使得读者也感同身受。文章着重描写子贡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跟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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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谈话,并借此方式了解到老师对其他事物的看法,充分反映出子贡机灵过人的个性特征,表明他确有善
言者的风范和气度。

四 用妙喻维护孔子的尊严
孔子的学识是一般人所不能认识的，孔子的学说更是一个很复杂的体系。有的人不了解孔子，
认为
孔子的才华不及子贡。孔子死后，涌起一股诋毁孔子声誉、贬低孔子地位的浪潮。在这种冲击面前,孔门
弟子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子贡也在维护老师尊严的同时,再一次地显示出了他善于论辩的语言技
巧。《论语·子张》云：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
”子服景伯以告子贡。
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
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
不亦宜乎！”
这一篇是记录孔子以后的事情了。这时，子路已经死了，子贡在列国之间穿梭往来，颇有声望。鲁国
的大夫叔孙武叔在朝廷中告诉大夫们说:“真要比较起来，子贡比他的老师仲尼还要高明。”他实际是想
通过赞美子贡达到批评贬低孔子的目的。子服景伯也是鲁国的大夫，和子贡是同学，他听了朝中的这番
话，就回来告诉子贡，说叔孙武叔在如何批评老师，希望通过了解子贡本人的看法,弄清子贡是否会因得
到夸赞而沾沾自喜，同时也测知孔门其他弟子的修养程度。
子贡听罢，立刻明白了子服景伯的来意，却并不急于表示谦让，而是先肯定自己说：“就拿围墙打比
方吧：我家的围墙，只有肩膀那么高，人们站在外面一望就可窥见里面房舍的美好。”子贡言外之意是
说他的学问、修养、作人也会如此被人们看到，德行成就也无非如此。子贡这番话讲得很有分寸，既没有
否认叔孙武叔对自己才干的肯定，却又巧妙地表明了自知与自谦。子贡的目的，当然不是仅仅为了说明
自己也有一定的才能,而是为了说明自己在各个方面同老师相比都相差甚远。因此接着又说：
“我老师的
围墙却有几丈高,因为老师的围墙太高太大，人们往往找不到门进去,因此看不到里边的宗庙的壮观和
雄伟以及房舍的众多和精美。”这一妙喻，将孔子的道德和学问渲染得淋漓尽致。子贡把孔子的学问用
皇宫来形容，宫殿太高太大了，普通人根本无法进去，孔子的学问有如帝室的庄严富有，面前站着不计
其数的文武百官，所以一般人要想了解老师的想法，研究老师的仁德，能够找到门路的已经很少了，更
不要说登堂入室了！子贡的自知与自谦给人留下的印象，实在鲜明得很、
深刻得很、丰富得很！
子贡的这一段话主要由两个反喻句组成，即“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
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这两个反喻句不仅比喻之中有对比、对比之中有比喻，
而且还包含着这样的结论：孔子的才能要比子贡本人的才能高得多。那有如“及肩”的围墙,以及让外人
一眼便能望尽的“
室家之好”，只是一种外露的美、简约的美；有如“数仞”的高墙，以及高墙之内的“宗庙
之美”
、“百官之富”，则是一种内在的美、博大的美。这是完全无法比拟的境界差别。其喻义颇为深刻，内
涵十分丰富,确实表现出子贡驾驭语言的超常能力。子贡通过把自己的才能和老师的才能相比较，水到
渠成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任何人同孔子相比，都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神气尽矣”，从而很自然地达到了
抬高老师的地位、
维护老师的尊严之目的。
类似用妙喻的表现手法来赞美孔子的学识、维护孔子的尊严的话语在《论语·子张》中还有详尽的
记录。如《论语·子张》中所云：
陈子禽谓子贡曰：“
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
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
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
道之斯行，馁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
其可及也？”

试论子贡的语言技巧

员源苑

子贡认为孔子的学识高深莫测，
其水平是谁也达不到的。子贡对老师孔子的赞美，可以说达到了无
以复加的程度。陈子禽也是孔子的学生。在《论语》中可以看出，这个孔门弟子数次向子贡提出质疑。他
说：“您对仲尼只是谦恭吧，难道他真的比你贤良吗？”为了消除其他弟子对老师的怀疑，维护老师的切
身利益，子贡对陈子禽的质疑给予了详尽的解释。子贡首先指出：“
君子说一句话可以表现出他的聪明，
说一句话也可以表现出他的愚笨，说话不能不谨慎啊！”子贡的这番话语，在教训之余又包含诚恳的劝
诫之意。他的言外之意是说，一个人的言谈很重要，
一句话代表了你的智慧、
学问。因此，言语要特别注
意，不要信口开河。
接着，子贡用了一句妙喻再次把老师孔子的伟大表现得至极至圣。他说：“我们老师的人品是人所
达不到的，就像天不能用阶梯爬上去一样啊！”这是子贡为了褒扬老师所提出的有力的证据。这一论据
虽然未曾摆出明确的事实、讲述具体的故事，但是通过形象的比喻、鲜明的夸张引起了人们这样的联
想：万里长空博大而无边际，可望而不可及，它正好可以象征孔子的品德、才能所达到的那种极高境界，
从而透彻地阐明了“如之何其可及也”的道理。子贡进一步向陈子禽指出：“老师如果获得治理国家的权
位，那么他要百姓安家立业，他们自会以礼而立；要引导百姓，百姓自会跟着走；要安抚百姓，百姓就会
前来归顺；要鼓励百姓，百姓就会同心协力、同舟共济。”
最后，
子贡说到了孔子的为人：“
老师他活得光荣，死了人们感到悲哀。我怎么能赶得上他呢？”子贡
通过讲述这些最浅显、最为人们所熟识的道理，向陈子禽等对孔子产生质疑的人们表明，老师的人品、
学识的高不可攀。这也可以说是子贡真诚、恳切的定论，是子贡情深意切的心声吐露。正如在《孟子·公
孙丑上》也记载了子贡的话说：“自生民以来，未有（及）夫子也。
”这就把孔子说成了是一位“亘古一人”
的圣人。
这一章节描写了子贡如何用巧妙而形象的比喻消除陈子禽等人对孔子的怀疑，维护了老师的尊
严，褒扬了老师的学识。整个章节内容详略得当。陈子禽的言语可谓第一部分。作者惜墨如金，仅仅向
读者简单地概括了事件的发生：有人怀疑子贡贤于孔子。在后一部分里，作者却丝毫不吝惜笔墨，详细
而逼真地记录了子贡与陈子禽辩论时所说的一段带有强烈驳论性质的话，并以此来突出主题，从而有
力地表现出子贡无尚称赞孔子的雄辩才能。
总之，
子贡在孔子诸高足中，参与政治活动最多，运用语言的能力最强，在列国中的影响最大。他意
气风发，操纵时势，往来诸侯间，运天下于掌中。孔子的学说思想得以流传下来，与此颇有关系。子贡的
过人之处，在于善于揣摩对方心理，剖析利害关系。他能言善辩，工于权变，善抓机遇，正反论说，有“转
危为安、运亡为存”的战国纵横家的气魄。故王安石说:“观其言、迹其事，及与夫仪、秦、 、代无以异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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