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朝鲜王朝前期“华化”与“土俗”之关系
张春海

内容提要：朝鲜王朝之开创存在明显的合法性不足问题，为此便将事大尊明作为基本国
策，试图以文化上的合法性标准取代传统的政权承接上的合法性，从而确立了全盘“华化”
的方针。太宗时期，对“华化”政策的推动尤为致力，但遇到了不少阻力，“华制”和半岛
“土俗”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及由此引发的民众的不适应与抵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最
后，太宗君臣决定向“土俗”做出相当程度的妥协，以渐变代替速变。在朝鲜的精英阶层中，
因对明朝文化态度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华化”与“土俗”两派，他们各自有一套理论以支
撑自己的主张。介于两者之间，还有人提出了一些折中理论。这种分歧表现在实践上就是对
“华化”的推动忽快忽慢，忽急忽缓，但总的来说，多取折中、渐进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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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梦寅（1559-1623）在其《送冬至使李（昌庭）序》中云：
“昔者中国畜我
东国以海夷，而独因服箕子遗畴，稍解礼让，待之以外夷之首而已……宜夫中国
之夷之也。目今圣天子御天下，混一区宇……加以吾君事大之诚，历累朝而弥笃。
夫是之故，中国敕论我国……不视以遐外。礼乐文物制度云为，彼此如孪子之相
似，而独未变者，言语耳，岂独如箕子小变夷风而止哉。”1此文大约写在宣祖时
期（1567-1608），显示当时朝鲜在文化上与中国已无太大差别，基本上已全盘
“华化”的状况。这种图景乃是两百余年发展的结果，其间经历了不少曲折，需
要处理许多复杂的问题，“华化”与土俗的关系就是其中之一。2
一、高丽末——朝鲜初半岛文化政策的转向
（一）复兴“土俗”的缘起
高丽（918-1392）末期，在中原地区元、明交替这一巨大政治事变的激荡与
冲击之下，半岛的文化趋势也相应地起了一些变化，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两种主
张：一是复兴本国“土俗”，一是实行以明文化为移植对象的“华化”政策。两
种主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政治势力以文化为表现形式的目的各不相
同的政治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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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土俗”的呼声出现最早，首先由高丽王权提出。元、明交替之际，恭
愍王试图以复兴“土俗”为号召，作为和元朝脱离关系后，重塑王权合法性的基
础。恭愍王五年（1355）五月丁酉，罢征东行中书省理问所。六月乙亥，停至正
年号，并下教云：“洪惟我太祖创业，列圣相承，咸能继述衣冠礼乐……复我祖
宗之法，期与一国更始。”1所谓“祖宗之法”主要是指高丽前期的各种制度，
“土
2
俗”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 为了强化这一政策的合法性，他还利用了在半岛有
巨大影响的图谶之说。恭愍王六年，司天少监于必兴上书：
“《玉龙记》云：我国
始于白头，终于智异，其势水根木干之地，以黑为父母，以青为身。若风俗顺土
则昌，逆土则灾。风俗者，君臣、衣服、冠盖、乐调、礼器是也。自今文武百官
黑衣青笠……以顺土风。”3抬出了高丽前期主要由贵族集团使用的“土俗”优于
“华制”的理论，为自己的政策辩护，使自身的合法性在脱去了蒙元王朝驸马国
的笼罩下，重新立基于本土的历史与社会资源之上。
在较为顺利地处理好反元这一重大的外交事务后，恭愍王又试图在内政上有
所作为，并将改革的重点放在了积弊已久的奴婢制度上。然而，内政问题远比外
交复杂，因为当时的主要社会问题乃是土地和奴婢问题，这两大问题均涉及到了
对既得利益的重大调整，而当时的既得利益集团乃是具有深厚历史与文化基础，
同时又是王朝执政阶层的贵族集团，特别是其中被称为“世臣大族”的大贵族势
力，国家的重要权力基本上已被他们所把持。《高丽史·辛旽传》：“王在位久，
宰相多不称志。尝以为世臣大族亲党根连，互为掩蔽。草野新进矫情饰行以钓名，
及贵显，耻门地单寒，连姻大族，尽弃其初……思得离世独立之人，大用之以革
因循之弊。及见旽，以为得道寡欲，且贱微无亲，比任以大事，则必径情，无所
顾藉。遂拔于髡缁，授国政而不疑。”4使出了重用僧人辛旽的非常之策。辛旽当
然甚至国王的用意，实行了较为激进的改革措施，在恭愍王十五年，“请置田民
辨整都监，自为判事，榜谕中外曰：‘比来纪纲大坏……或已决仍执，或认民为
隶……今设都监，俾之推整……事觉者纠治，妄诉者反坐。’令出，权豪多以所
夺田民还其主，中外忻然……凡贱隶诉良者一皆良之，于是奴隶背主者蜂起曰：
‘圣人出矣。’”5对贵族集团的既得利益损害极大，他们的反应是“士人切齿”、
“识者寒心”。6
恭愍王的改革内含着一个深刻的文化上的矛盾。为了反元，他提倡复兴“土
俗”，恢复“祖宗之法”，可是，他试图改革的奴婢制度正是半岛历史悠久的“土
俗”之一。《高丽史·刑法志》奴婢条序云：“夫东国之有奴婢，大有补于风教。
所以严内外、等贵贱，礼义之行，靡不由此焉。”7奴婢制度被赋予了重大的社会
和文化意义。在元干涉期，贵族集团曾以此来对抗时任征东行省平章的阔里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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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的针对奴婢制度的改革。《高丽史·忠烈王世家》：
“是月（忠烈王二十六年
十月），阔里吉思欲革本国奴婢之法，王上表曰：
‘……确论闻奏廷议明断，俾从
国俗。……又窃思惟既许祖风，无问是非而仍旧焉。……’”1并获得了成功。2因
此，大贵族势力很自然地又举起了“土俗”的旗帜与王权抗衡。他们受恭愍王利
用图谶之说的启发，为奴婢制度炮制了更为“权威”的理论依据。辛禑二年（1376），
“书云观请依道诜《密记》：凡制度一循土俗，禁断异国之风。”3《密记》是道
诜所著谶纬之书，在高丽一代享有崇高的地位，所谓“丽朝尊信道诜，甚于先王
宪章。”4在理论上阻断了高丽王权和下层人民试图参照中国制度改革本国“土俗”
的合理性。
（二）“华化”政策的发动
提出以明朝的制度与文化为移植对象之“华化”政策的，主要是以郑梦周、
郑道传、赵浚、河仑等为代表的亲明的新进士大夫阶层。5《高丽史·郑梦周传》：
“(辛禑)十二年，如京师请冠服……及还……与河仑廉、廷秀、姜淮伯、李崇仁
建议革胡服，袭华制。”6同一时期，赵浚上疏：“祖宗衣冠礼乐，悉遵唐制。
迨至元朝，压于时王之制，变华从戎……我玄陵愤上下之无等，赫然有志于用夏
变夷，追复祖宗之盛。上表天朝，请革胡服。未几上宾。上王继志得请，中为执
政所改。”7为了引进并推行明朝制度，赵浚将蒙元制度斥为夷狄之制，将以明
制取代元制的文化转型上升到了“用夏变夷”的高度。他们还主张对包括田制在
内的多种旧制进行改革，从而触动了贵族集团的既得利益。也就说是，新进士大
夫阶层既是亲明派，同时又是改革派。亲明与改革是一体之两面，乃相辅相成之
关系。要引进明代制度，就必然涉及到改革本国旧制、旧俗的问题，所以亲明和
“用夏变夷”虽并不一定与现实政治的分野完全一致，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是
显而易见的。
因此，与此相应，大贵族集团中人在政治上多主张亲北元而反明，赵浚在上
疏中提到的“中为执政所改”指的就是辛禑即位后，以李仁任为首的大贵族势力
采取的“行宣光年号”8，“中外决狱，一遵《至正条格》”9等一系列亲附北元、
反对明朝的行动。两股势力的斗争十分激烈，最后，郑道传、赵浚等人支持武将
李成桂以易姓革命的方式取代了高丽政权，建立了朝鲜王朝（1392-1910），10“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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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派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河晋记河仑（1347-1416）事迹云：“《传》曰：‘五
百载，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唯我浩亭公应时而生……一见太宗，默
感风云，结欢鱼水，化家为国，覆杯定社……议革胡服，得返华制。”1
李成桂集团以高丽旧臣的身份夺得政权，存在明显的合法性不足问题，为此
便将事大尊明作为了自己的立国之本。太宗六年(1406)八月，权近在上书中云：
“然禑之骄恶滔天，又有举兵攻辽之隙，而我太上王举义回军，翊戴中国，忠诚
克著，帝心嘉赏。”2这套说法就成了王朝的合法性基础。崔慎记宋时烈议论云：
“惟我太祖康献大王应天顺人，化家为国，正与宋朝相类。而威化回军，罔非出
于攘斥胡元，尊崇大明之义。”3洪良浩云：“而第自王氏之世，壤接靺鞨，媾
连蒙元……檀箕之遗风，漠然不可见矣……我朝之兴，适会于皇明肇造区夏之时，
锡号赐冕，视同内服。乾坤与之合德，神人为之夹助。于是乎我太祖大王……创
业垂统，立经陈纪，斥佛老之异教，敷先王之大法。……盖自东方生民以来，所
未尝有。”4都是承朝鲜初期为王朝合法性辩护的那套说辞而来，5其本质便是以
文化上的“华化”这一新的合法性标准取代传统的政权承接上的合法性。
因此，文化转型对于新建的朝鲜王朝来说便成为必需。然而，李成桂在其即
位教书中却宣布：“仪章法制，一依前朝故事。”6表示在文化上要遵循高丽以来
的各种旧制。这种表白首先和王朝初建，不愿在制度上进行急变，以防引发政治
和社会的动荡有关；7其次则是由于当时新政权尚未取得明朝的正式承认所致。
不过，由于王朝的合法性所系，文化上的全面转型已是大势所趋，所以在同一诏
书的“便民事件”中，李成桂又宣布：“前朝之季，律无定制……自今京外刑决
官，凡公私罪犯，必该《大明律》。”8表明太祖及以郑道传为首的开国功臣集
团已为王朝确立了“华化”的方针，《大明律》的引进不过是其中的一环而已。
同一诏书中反映出的两种不同的文化倾向既显示了当时统治集团在“华化”与“土
俗”之间的矛盾心理，也说明了当时文化转型问题上的复杂性。
二、全盘“华化”的推动及对“土俗”的妥协
（一）全盘“华化”政策的推动
太宗（1401-1418）是一个有较深儒学修养的君主，在其在位期间，对“华
化”政策的推动尤为致力，“一遵华制”在当时已成为王朝的主导性话语，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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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当时的文化政策称之为全盘“华化”，但这并不是说，当时朝廷已经有了
一个系统的“一遵华制”的方案，而是说“一遵华制”已成了君臣的一种共识，
是王朝各种立法及社会与文化政策的基本趋向。史料中反映这一历史事实的事例
甚多。太宗六年三月，权文毅上疏请行号牌之法：“恭惟国家，立经陈纪，一遵
华制，纤悉备具，独于号牌，未能及焉……依中国之制，皆给号牌，出入佩持。”
1
九年三月，司宪府上时务数条，其一云：“今我国家典章文物，悉遵华制，而
女服之制，独因旧习，不可不更也。”2十年九月，司谏院上疏，请严楮货之法，
云：“吾东方礼乐文物，一遵华制，独布货之用，因循未革。惟我盛朝，岁在壬
午，始行楮货，诚万世之良法也。”3十四年十月，太宗命议定婚礼，云：“我
国衣冠文物，一遵华制，独婚礼尚循旧习，甚为未便，宜参酌古今定制。”4均
是在“一遵华制”的前提下，要求引明制以改进或取代本国的“土俗”。当时朝
鲜精英阶层对“华化”政策的推动，心情是颇为急迫的。朴兴生（1374——1446）
曾赋诗云：“用夏变夷当戮力，叹今思古恐灾身。自从秦汉经唐宋，劲节精
忠问几人。”5
不过，他们也深知“土俗”的根深蒂固，以及“华制”与本国国情之间的巨
大差距，所以在实际行动上，还是非常谨慎的。以号牌之法为例，在权文毅上疏
两年前，太宗已召集三府大臣对此进行过集议，河仑云：“可行，须当为之。”
6
但太宗并未冒然行事。七年四月，他又以此为科举题目，寻求良策。题云：“赋
役不可不均也，邻保之制、号牌之设，何者可行？……衣冠法度，悉遵华制……
凡此数者，施为之道，必有其宜。……当今立法定制之宜，稽诸古训，酌乎时中，
高不务于苟难，卑不流于污浅……”7所列举的包括号牌之法在内的几个问题都
是当时要求“用夏变夷”呼声极高的几个领域，这道策题也揭示了推动“华化”
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则，这就是要适宜、折中。
因为充分顾及到了“华制”在本国的水土不服问题，在试策四年之后，太宗
还说：“号牌之法，献言者多，而予不从者久矣。”8又观察了两年，才下决心
付诸实行。9可是实际遇到的问题仍超出了他的预想。此法刚一推行，便遇到了
巨大的阻力，不仅反对之声不绝，而且也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招来了不少弊
害。太宗十六年五月，洪汝方上疏：“号牌之设，初为人民之不得流移，又谓流
亡之庶易得也。今流亡者既不能得获；逃匿者又不减于前日。臣观京外犯罪者，
多由号牌，曰无牌，曰不改牌，曰不刻牌，曰伪造牌，曰失牌，曰换牌，刑狱烦
而民庶怨咨，祗自增其罪目，实无补于国家，请罢之。”10促使太宗下决心将此
1

《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太宗六年三月甲寅条。
《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太宗九年三月壬戌条。
3
《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太宗十年九月壬辰条。
4
《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太宗十四年十月戊子条。
5
[朝鲜]朴兴生：《菊堂先生遗稿》卷一《有感》，民族文化推进会本。
6
《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太宗 四年四月辛未条。
7
《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太宗七年四月壬寅条。
8
《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太宗 十一年一月甲戌条。
9
可参见《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太宗十三年八月丁卯条、太宗十三年十二月丙午条。
10
《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太宗十六年五癸卯条。

2

5

法废除。1经过长期酝酿、反复论证的号牌之法在朝鲜前后仅仅实行了三年。
（二）对“土俗”的妥协
“华制”之难以推动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与半岛“土俗”之间的张力，及由
此引发的民众的抵制是一个重要方面。太宗本人经过挫折之后对此深有体会。他
曾对大臣们说：
“今《大明律》，若大逆等事则已矣，其余未合于我朝《六典》者
多矣。以我太祖《六典》及《续六典》行之，若何？”2决定向“土俗”做出相
当程度的妥协。法制层面如此，其他层面也是一样。十八年一月，太宗下令：
“习
3
俗已久，难以遽变……姑且无禁，以待渐变。” 以渐变代替速变，放慢了“华化”
的速度，延长了“用夏变夷”的过渡期。
这种做法为之后的世宗、文宗等君主所继承。世宗时期，进一步放慢了“华
化”的速度，强调要尊重本国的国情和“土俗”。世宗五年(1423)七月，许稠对
世宗说：“昔太宗欲本国女服悉从华制……事竟不行。中国之礼，安可尽从？”
4
世宗十四年十一月，许稠又云：“臣观上国之事，不可则效者多矣。六部官吏，
罗立庭中，皇帝高拱如天，至于刑决，绝无拟议，一言决了，不知几人无辜受戮，
是不可取法也。”世宗对此非常赞同，表示“果不可法也。”5世宗二十五年七
月，在谈到官制改革的问题时，世宗对宰臣黄喜等人说：“我国之事，不能如中
朝者多矣。”6二十八年六月，世宗在其所下的一份教书中提到：“建文时，本
国请《大明律》，诏旨不许曰：‘仪从本俗，法守旧章。’是则《明律》非本国
要须遵守者也。”7前后的态度与政策是一贯的。
君臣还以太宗前期急速推行“华化”政策的教训为戒。还以号牌之法为例，
世宗八年十二月，对大臣们说：“向者大臣，请复立号牌之法，此法太宗时已行，
以民之不愿，而遂除之。予不喜立新法，今若复行，恐民之怨咨也。”8之后，
仍有不少人请求再行号牌之法，9但世宗一直不答应，理由仍是“号牌之行，民
必搔扰。”10文宗二年(1452)二月，国王询问大臣：“古有号牌之法，何故而中
止欤？”金宗瑞对云：“号牌之法，行之可以无弊，然民厌其法，中外哗然，不
得已而遂寝。”11肯定了“华制”在制度上的价值和优越性，但由于其不合本国

1

《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太宗十六年六月壬戌条
《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太宗十三年十二月丁巳条。
3
《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太宗十八年一月乙亥条。
4
《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世宗五年七月辛巳条。
5
《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世宗十四年十一月戊午条。
6
《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世宗二十五年七月庚申条。
7
《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世宗二十八年六月癸卯条。
8
《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世宗八年十二月丁卯条。
9
世宗十七年四月戊午，御勤政殿，亲策文科举子，题目就有：“近者号牌之设，利害之论纷纭，竟莫之行，
固不可行欤”的内容。世宗十八年六月癸丑，司宪府大司宪李叔畤等，条列时弊以进：“其六曰: 号牌，
防奸之大闲也。 无恒产者，不得流移；有身役者，不能谋避，版籍由是而明，军额以是而充，冒名诈职奸
伪之徒，不能以肆，诚治国之急务也。 往岁献议已行，未久而罢。 臣等窃谓以天下舆图之广、户口之伙，
历代靡不悉知，况以我国人民之数，尙未尽知，有违军国之政。 伏望命复号牌之法，以明版籍，以防奸伪。”
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世宗十七年四月戊午条。
10
《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世宗十八年闰六月乙丑条。
11
《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世宗八年十二月丁卯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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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俗民情，所以只好暂时搁置。文宗回答:“号牌之法，不可卒然复行。”1对
“华化”政策的推动仍取审慎的态度。这就造成了朝鲜制度与明制不同之处甚多
的现实。世宗三十年，在朝鲜任职的中国人李相在上疏中云：“窃思臣初来，未
知本朝风化，住经累年，乃知礼乐文物粲然可观，与中国无异，但闻有异于中国
之规模者颇多。”2
但这并不是说朝鲜王朝已经放弃了全盘“华化”的政策，而是放缓了速度，
以期稳步推进而已。世宗十六年（1434）年四月，礼曹判书申商启曰:“凡人为
继母服三年之丧，古之制也……愿从《洪武礼制》与《文公家礼》，服三年之丧。”
世宗云:“圣人制为丧制，或以情为之，或以义为之。为继母者，自少儿时长养，
则母谓义子如己子，子谓继母如亲母，服三年之丧，合于情义。若其父于晩年，
得继母而死，其子与继母告官争讼者，比比有之，服三年之丧，于情义甚为不
合……然凡其制礼，酌人情为之，然后行之者众矣。为继母服三年之丧，于予心
以为不可，但于宴饮婚姻等事，不与焉可也。”申商又启曰:“本国冠婚之礼，
皆不行之。冠礼则虽未尽行，犹有其风，若婚礼则男归女家，甚为未便。愿从古
制，为亲迎之礼。”世宗说:“亲迎之礼，法之至美者也。然男归女家，本国行
之久矣，未易改也。太宗之时，欲行亲迎之礼，臣僚闻之，多为忌惮，或迎小儿
以为壻，其恶之如此，难以行之。惟王室行之，则下之有志者，观而化之，理之
必然。今后王子王女行亲迎之礼何如?磨勘以启。”3均是采取折中之法，逐渐向
“华制”靠拢。
三、推行“华化”与维持“土俗”理论上的差异
（一）“华化”政策的理论
朝鲜前期，精英阶层均承认，在政治上朝鲜为明朝之藩邦，在文化上为中华
文化外围之东夷，但由于双方在文化观上存在差异，故而对“华化”与“土俗”
关系的看法与认识也有所不同。
由于事大尊明国策的确立，主张快速“华化”的一派居于主流地位。世宗二
十四年二月，兵曹判书郑渊赍奏本到达北京，上表云：“臣谨当期用夏而变夷，
奉扬声教；愿以小而事大，恒祝寿康。”4就是以政治上藩邦之地位、文化上之
外围定位，向明朝展示的朝鲜政治与文化上的基本方针。用夏变夷、奉扬声教、
以小事大是三位一体的关系。“以小事大”是由政治上之藩邦地位派生出来的一
项法定义务，“用夏变夷”则是由文化上之外围定位在“天下一家”、“文轨攸
同”理念作用下演生出的一项文化政策，而这两项政策又都是“奉扬声教”的具
体体现。即是说，文化上用夏变夷的“华化”政策既是朝鲜为向明王朝表示效忠
1

《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世宗八年十二月丁卯条。
承文院是朝鲜专掌吏文的机构，成三问就讲到：“我东邦在海外。言语与中国异。因译乃通。自我祖宗。
事大至诚。置承文院掌吏文。司译院掌译语。”[朝鲜] 成三问：《成谨甫先生集》卷二《直解童子习序》，
民族文化推进会本。
3
《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世宗十六年年四月己未条。
4
《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世宗二十四年二月戊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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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精英阶层中的主流认定的一条发展本国文化的
基本路径。
“华化”政策的理论基础是高丽后期以来精英阶层中逐渐形成的天下一家的
理念及儒家的普世的文化价值观。故而，文轨攸同、天下同文便成为主张“华化”
一派精英分子追求的理想与认定的文化趋势。徐居正（1420-1488）云：“予惟
皇明御宇，薄海内外，罔不臣妾，梯航相接。然世修职贡，恪勤礼意，我朝鲜为
最。皇朝眷遇亦隆，比之内诸侯，非诸藩所及。吁荣矣哉！……至高丽氏，事大
宋，然辽、金、元，胡运迭兴，亦不纯事，钦惟太祖高皇帝耆定天下，我康献大
王代高丽开国，首先归款，特赐朝鲜之号，世作东蕃，列圣相承，眷佑之勤，锡
赉之繁，有加无替，实皇恩之罔极也。此正天下混一，文轨攸同之时。”1就是
这种倾向的表露。他们不仅以横向的在政治与文化关系上与中国的接近为荣，更
在纵向上与高丽对照，以凸显与中国的接近程度。因此，他们在政治上主张对明
尽事大之诚的同时，在文化上也主张“用夏变夷”，向中华文化靠拢。这种观念
既为王朝的合法性理论所支持，又是朱子学被引入半岛后，文化自然发展的结果，
故而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坚实的基础，是政治正确的主导性话语。崔溥（1454-1504）
在其所著《东国通鉴论》中云：“吾东方，自三国以来，冠服皆循土风。新罗武
烈王，法唐制，仪章服饰，稍拟中华。高丽初，庶事草创，未遑制作，光宗始定
百官公服，文物渐备……事元以来，开剃辫发，袭胡服，殆将百年。及大明当天，
文轨攸同……衣冠服饰，焕然一新，使我东方，得免胡元佐衽之俗，复见礼樂文
物彬彬郁郁之盛，诚千载盛际也。”2
正因为如此，在两年之后，当朝鲜本国文字制成时，因其不同于中国文字，
在朝廷引起了一番关于“华化”与“土俗”关系的激辩。集贤殿副提学崔万理等
人上疏：“一，我朝自祖宗以来，至诚事大，一遵华制，今当同文同轨之时，创
作谚文，有骇观听。傥曰谚文皆本古字，非新字也，则字形虽仿古之篆文，用音
合字，尽反于古，实无所据。若流中国，或有非议之者，岂不有愧于事大慕华？
一，自古九州之内，风土虽异，未有因方言而别为文字者，唯蒙古、西夏、女真、
日本、西蕃之类，各有其字，是皆夷狄事耳，无足道者。《传》曰：‘用夏变夷，
未闻变于夷者也。’历代中国皆以我国有箕子遗风，文物礼乐，比拟中华。今别
作谚文，舍中国而自同于夷狄，是所谓弃苏合之香，而取螗螂之丸也，岂非文明
之大累哉？”3
创制本国文字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对于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半
岛，特别是对将“以小事大”、“用夏变夷”作为基本国策的朝鲜王朝来说，就
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在精英阶层中的主流看来，这关系到是否“奉扬声教”
的基本问题。他们认为，谚文的创制与“天下同文”的理想不合，有违于“一遵
华制”、“事大慕华”的基本国策，因而是“有骇观听”的。为了减少阻力，由
世宗支持的创制谚文的一派将新创的本国文字附会为中国古字，宣称其字形乃是
1

[朝鲜]徐居正：《四佳文集》卷五《送权花川奉使贺正诗序》，民族文化推进会本。
[朝鲜]崔溥：
《锦南先生集》卷二《东国通鉴论》
，民族文化推进会本。
3
《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世宗二十六年二月庚子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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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中国的篆文而成。然而，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并不能为“华化”派所首肯。他
们认为“一遵华制”应该是具体的、全方位的，故而，在文字上所追求的目标应
该就是“同文同轨”，而不能自外于中华。
因为用夏变夷、奉扬声教、以小事大是三位一体的关系，所以他们理所当然
地将一个单纯的文字问题上升到了政治与文化的高度，认为谚文的创制有违“事
大慕华”的基本国策，是“文明之大累”，而使用中国文字，是尊奉中国文化的
基本表现。这种状况在朝鲜五百余年间基本没有大的改变。洪良浩云：“伏以洪
惟我东方有国……盖其风气相近，声教攸渐，衣冠悉遵华制，文字不用番梵，或
称小中华，或称君子之国。”1朝鲜后期实学家洪大容（1731-1783）在其所著《燕
记》“孙蓉洲”条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蓉洲曰：‘《中庸》云：书同文，
信不诬矣。’余曰：‘弊邦慕尚中国，衣冠文物，彷佛华制，自古中国或见称以
小中华，惟言语尚不免夷风为可愧。’”2至以语言与中国有异为愧，认为是未
完全华化，而有夷狄之风的表现，遑论文字。
当然，“华化”派也承认东亚文化圈内“风土各异”的基本事实，但在他们
看来，这正是本国还处于东夷位置上的原因，是需要改进与超越之处，所谓“用
夏变夷”就是要于此着力，并最终由夷狄而进入华夏，由中华文化的外围进入到
中华文化的内层，从而真正实现“天下同文”、“天下一家”的理想。即是说，
在他们看来，文化上的总趋势应该是移风易俗，使“土俗”不断向“华制”靠拢，
并最终以华制取代“土俗”，而不是相反。这些议论不仅是对创制谚文这一具体
事实而发，同时也是对世宗时期“华化”政策放缓的一种反应。
（二）维持“土俗”的理论
“华化”派的主张毕竟有些理想化，且不说当时朝鲜的文化尚欠发展，明代
制度与文化和朝鲜的国情之间还有不小的差距，就是在政治上，朝鲜与明朝的关
系也不顺利。3朱元璋曾下诏：“仪从本俗，法守旧章，令听其自为声教。”4对朝
鲜的“华化”政策并不支持。之后，尽管朝鲜不断遣使请求颁赐《大明律》、
《皇
5
明礼制》等中国制度的文本，均遭到了拒绝。 这不能不使朝鲜人心怀疑惧。太
宗十二年十月，议政府请求派遣医、乐、译三学到中国习业，太宗不允，理由是
“今帝多疑虑，本朝人至，必令内竖暗察，不可与元朝混一时比也。”6这些因素
在一定程度上消弱了朝鲜人在政治和文化上对明朝的认同，高丽以来强调“土俗”
的一脉在朝鲜有了存在和延续的基础，其代表人物就是梁诚之。7
1

其时，历史交替的种种细节与真相，早已为这套话语所掩盖，姜再恒对于这一时期的历史，就曾感叹：
“至
于禑、昌、恭让之时，事实又皆模糊不明，此尤慨然者也。”姜再恒：
《立斋遗稿》卷十《东史评证·高丽》
，
民族文化推进会本。
2
[朝鲜]洪大容：《湛轩书外集》卷七《燕记》，民族文化推进会本。
3
最明显的一例就是明太祖对李成桂并无好感，拒绝册封。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讨论，参见刁书仁：
《洪武
时期高丽、李朝与明朝关系探析》
，
《扬州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 年第 1 期。
4
《朝鲜王朝实录·太祖实录》太祖五年三月丙戌条。
5
《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太宗元年十二月癸亥条：朝鲜太宗元年，以宰相为首的朝鲜使团向明朝礼部
请《皇明礼制》
，明朝的答复是“中国礼制，不可行于藩国。
”
6
《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太宗十二年十月戊寅条。
7
关于梁诚之的社会、政治思想，韩国学者韩永愚有过较为细致的研究。关于此，可参考氏著：
《朝鲜前期
期社会思想研究》之第二章《梁诚之의 社会、政治思想》
，[韩]知识出版社，1987 年。韩永愚将梁诚之维
9

世祖元年七月，梁诚之上疏，略曰：
“盖臣闻，西夏以不变国俗维持数百年……
金世宗亦每念上京风俗，终身不忘。辽有南、北府，元有蒙、汉官，而元人则以
根本为重，故虽失中原，沙漠以北如古也。吾东方世居辽水之东，号为万里之国。
三面阻海，一面负山，区域自分，风气亦殊。檀君以来设官置州，自为声教，前
朝太祖作信书教国人，衣冠、言语悉遵本俗。若衣冠、言语与中国不异，则民心
无定，如齐适鲁，前朝之于蒙古，不逞之徒相继投化，于国家甚为未便。乞衣冠
则朝服外，不必尽从华制，言语则通事外，不必欲变旧俗。”1
世祖二年三月，梁诚之又上二十四条时务，其中两条为：“一，春秋大射。
盖金人承辽俗，于三月三日、九月九日拜天射柳。此虽非中原之制，亦藩国之盛
事也。我东方雄据海东，自三国至于前朝，郊天飨帝，无不为之。今固不能悉遵
其旧，稍仿辽、金故事……行大射礼，岁以为常。如是则庶几张皇我武，士气亦
增，而自成一国一代之风俗矣。一，增置五京。盖辽、金、渤海并建五京，前朝
又建四京……况元世祖许我以仪从本俗，高皇帝使我以自为声教，是东郊之地，
固非腹里比也……如是则庶几得形势之胜，而缓急亦足以赖矣。”2
与“华化”派不同，他设定的对明关系是一种潜在的敌对关系，所以将本国
与辽、金、西夏并论。在文化上，则主张以本国文化为本位，对于“华制”，只
需局限于具有高度政治象征性的衣服制度和具有外交实用性的语言文字两方面
即可。在他看来，“以小事大”乃出于自保不得不然，并非由于理念与信仰的关
系发自内心的认同。正是由于要自保，在文化上就更不能实行“用夏变夷”的“华
化”政策，因为这样就会使本国文化为中国文化所同化，遭致“民心无定”的严
重后果。对此，他还以高丽与蒙元的关系为喻。高丽对蒙元王朝在政治与文化上
的依附关系乃是建立在武力的胁迫之下，本国政治的自主性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文化上则出现了蒙古化的趋势。梁诚之以此为喻，其对明朝及其代表之中华文化
的戒惧乃至敌视心理可想而知。
当然，前后两疏的侧重点并不相同，前疏重文事，后疏重武事。其文事方面
以本国文化为本位的主张，不仅不符合儒家在文化上“用夏变夷”的基本主张，
而且还主张“变于夷”，主要向辽、金、西夏等夷狄政权坚守本俗文化的做法学
习，和“华化”派的主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武事方面同样如此，主张效法辽、
金，常习武事，设立五京，以预做和包括明朝在内之外敌武力对抗的准备。
梁诚之的上疏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和共鸣，世祖看过后，对他说：
“汝之两疏，
3
皆甚切也。” 为了能够切实承袭“土俗”，梁诚之还主张要学习《高丽史》、《东
国史略》等本国史，并专门撰写了《东国图经》一书。世祖对申叔舟说：“诚之
所撰《东国图经》，予将刊板以观。”4因此，在当时，除“一从华制”的主流
话语之外，从俗、变通是又一有力的补充性话语。
持和强调“土俗”的理论称之为“传统文化拥护论”
（见第 175-180 页）
，其研究的出发点主要是近代以来
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与我们的视角有所不同。
1
《朝鲜王朝实录·世祖实录》世祖元年七月戊寅条。
2
《朝鲜王朝实录·世祖实录》世祖二年三月丁酉条。
3
《朝鲜王朝实录·世祖实录》世祖元年七月戊寅条。
4
《朝鲜王朝实录·世祖实录》世祖十二年十一月壬申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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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折中理论
世宗以来“华化”政策的放缓、“土俗”的大量维持及主张“土俗”之说
的高涨引起了“华化”派的不满。成宗八年十一月，朱溪副正李深源在其上书中
云：“及我太宗大王即政之初，首革圆坛，罢祈恩，禁淫祀，然后先王之礼复明
于世。…………前朝以上千百年久习，及至我朝一举顿变，以从华制，迄于今赖
之。凡礼乐文物舆服之制郁郁可观者，何莫非祖宗强断之力也？若曰：‘为政不
问其事之是非、邪正、轻重、损益，皆当沿旧，不可有变’，则其先王此举，果
皆惊世骇俗而不可法欤？若然，则先王必曰：‘革命未久，民情未定，东夷习俗
不可卒变以骇众也。’……然则在朝臣僚皆当毁帽被发遍为胡服，然后有合于前
朝之旧俗而不骇众欤？”1要求用强力推动“华制”的推广与普及。从他的言论
可知，当时维持“土俗”的呼声已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甚至还有人将“华化”
指为“惊世骇俗”，在朝廷也出现了“皆当沿旧，不可有变”的说法。为了调和
两派的冲突，折中理论出现了。
中宗二十一年（1526），在对成均馆生徒进行的朔制考核中，试策云：“三
皇不同俗，五帝不同教……伯禽之封于鲁，报政迟。太公之封于齐，报政速。周
公深叹之曰：‘鲁后必北面事齐矣。’由是观之，则太公之循俗为俗，固不如鲁
公从礼改化之美。而逮后代，齐果强，鲁果弱，一如周公之言，何欤？下乔木迁
幽谷者，孟氏以为未闻。而仲雍变周礼，端委为断发文身之俗；武灵变中国冠裳，
为胡服驰射之习；因之以吴俗安阜，赵国富强，亦何故欤？……圣代制作，动取
三代……向之所谓礼制者，固一遵华夏云。亦有未尽，冠非古礼，婚无定礼，期
功无服，服色不齐，类此者甚多。其不可变而同之欤？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终不可强欤？盖有喜更变而甘执拗，亦有惮改作而安固陋者，诸生辨之。”2
策问显示，在朝鲜建国百余年后，在如何处理“华化”与“土俗”关系的
问题上仍然充满了困惑，当时的朝鲜还有大量不同于“华制”的“土俗”存在，
朝廷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在当时的政治与文化语境下，“华化”是必须追求的
文化趋向，可其效果却值得怀疑，维持“土俗”虽与儒家“用夏变夷”的基本理
论不合，可是由于其扎根于本国的历史与社会之中，实际效果远大于“华制”。
在理想与实际、文化价值与现实效用之间如何取舍，并非易事。
对此问题，获得头名的罗世缵是这样回答的：“愚闻时变之谓习，习变之
谓俗，俗变之谓心。……愚之臆意以为人情狃于习俗，而安于守常，习之所得者
深，则异之也难，难故迟。俗之所入者深，则循之也易，易故速。故无故而变其
旧习，乐就吾教，则其势也必不易从，此鲁之所以难于齐也。……虽然，鲁之政
不快于一时之迟，而制礼一脉，有以扶持于衰微之中，故弱者反以长久焉。……
俗之化在于人心，在于随时，苟能先是心之体，达是心之变，则可因而因，焉用
纷更？可变而变，焉用执拗？其所以一因一变之间，自无二者之僻，而天地之消
长，古今之治化正在是矣。”3提出了“习俗之变本于人心”的命题，将客观上
1

《朝鲜王朝实录·成宗实录》成宗八年十一月己丑条。
[朝鲜]罗世缵：
《松斋先生遗稿》卷二《习俗之变本于人心》
，民族文化推进会本。
3
[朝鲜]罗世缵：《松斋先生遗稿》卷二《习俗之变本于人心》，民族文化推进会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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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制度与文化的冲突问题转换为主观上之“习”与“俗”的关系问题，最终
归结到了“人心”。因为“习”与“俗”均是深入人心的，故而以中国的文化与
制度改革旧俗的任务就相当艰巨。因此，他又提出了“随时”的观点，对于“华
化”与“土俗”的关系，主张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华化”的进程要随着人
们观念的变化而推动。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文化上的冲突。不过，对于“华
化”与“土俗”间的价值与效用问题，他主张要看长远，要更重视文化本身的价
值。在他心目中，“华制”与“土俗”还是有高下之分的，“华制”要高于“土
俗”。因此，他的主张是一种倾向于“华化”的折中论。
卢禛（1518-1578）则主张对“华制”的引进应当遵循“当师其制而亦不必
师其意者”、“当师其意而不必从其制者”、“当与其制其意而并不足师者”三
个原则，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处理。他指出：“大抵随时而沿革
者，治制也；因俗而损益者，亦治制也。三代之相承，犹有损益之异，况我国之
于中华，安可一一循袭，反其异而合其同哉？惟在与事推移，使之无弊而已。……
然则我朝之制，无患其不合于中朝，而患在于此制之失其道也。……而夫道不本
于三代，则皆苟道也，制不本于三代，则皆苟制也。今皇朝之制度，虽出于圣筹
神谋之所画，而亦出于一时救弊之宜。则苟有志于经斯世而泽斯民，则尚后为当
时言之哉？我国虽偏小，俗化虽日降，而苟能以渐而行之，与时损益之，则古圣
人之制，独不可见于后世欤？”1
在他看来，“华制”与“土俗”之间并无高下之分，因此反对不加区分地
全盘“华化”。对于是否要移植明制，在他看来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无弊”，
即实际的效用。这和罗世缵对文化之本身价值的肯定是不同的。既然标准只有效
用一条，就不必“反其异而合其同”。其主张的中心之点是以“土俗”为基础，
视情况对“华制”进行移植，不必以本国制度与明制的不同为患。因此，在“华
化”与“土俗”之上，他又安置了一个更高的概念“道”，其在制度上的体现就
是三代之制。他认为当“从道”而不必完全“从明”，设法立制当以三代为本，
作为“时王之制”的明代制度不过是出于“一时救弊之宜”而已，朝鲜不必照搬。
这就打破了明朝制度的神圣性，使朝鲜前期在“华化”的过程中适当尊重“土俗”
的文化政策获得了正当性的支持，其主张乃是一种以“土俗”为本位的折中论。
中宗时期折中论的流行乃是对当时实际情况的反映，并对当时的实践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故而，实践中对华制的推动常常是忽快忽慢，忽急忽缓。中宗三十
九年五月，闵起文对中宗说：“一代之兴，各有制度。我国虽曰一遵华制，而不
能皆然……中原之事，虽云冠盖相望，方域异俗，不必创开新例也。”中宗回答：
“前衣裳之体，不仿华制，而独于纱帽，如此为之，果为未便。”史臣评论云：
“近来政令不一，朝更夕变……且纱帽，初以白仁英之言，从华制造之，后又以
闵起文之言，复从我国旧制，又用大臣议，更从华制，物论不定，岂其美事？”
2
可谓在“华制”与“土俗”之间摇摆不定的最明显的证据。
1
2

[朝鲜]卢禛：《玉溪先生续集》卷三《策题》，民族文化推进会本。
《朝鲜王朝实录·中宗实录》中宗三十九年五月甲子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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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折中摇摆中，
“华化”速度还是有渐趋加速之势。金 安国（1478-1543）
云：“洪惟我皇明混一寰宇，统御万邦，文轨攸同，声教咸曁，大阳煦耀之德，无不
被于普率。而震隅一区，光辉偏厚……有非他藩国之所得望。，一视无外之恩，实与
内诸侯比者。何也？岂不以其守箕子之遗化，秉道义治礼教，修文献笃彝伦、谨侯度、
导正统，一遵中夏之风，亘久远而无变。……我国自始祖康献王以后，代着忠恪，
畏天之诚，足以格于上帝，亦非他侯王之所得并者，何也？又岂不以其皇朝之殊
遇，而益殚其丹悃耶？”1周世鹏（1495——1554)亦云：“极天所覆，穷地所载，
无一物不被其泽者，自有中国以来，固有如大明者乎？……然则渐仁摩义，陶甄
一区，使无一物不囿于礼让之中者，自有东土以来，固有如我朝鲜者乎？无也。
噫，斯二者，非但绝无于古，亦难再期于后。”2就是对这种趋势的反映。到了
宣祖时期（1567-1608），半岛的“华化”程度已非常之深，故而柳梦寅就可以
将朝鲜比做中国的孪生兄弟，并以本国“用夏变夷”的成就远迈箕子时代而自豪
了。3
四、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在高丽末期，同时存在复兴“土俗”与“华化”两种文化倾向，其背
后是不同政治势力之各不相同的政治诉求，所以“土俗”派与“华化”派在政治
上基本上以亲元与亲明为分野。与此同时，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阶层与利益也不尽
相同。最初，主要由大的贵族势力构成的“土俗”派得势，但随着元朝的彻底没
落及征伐辽东计划的失败，以郑道传、赵浚等为代表的主要由新进士大夫阶层构
成的“华化”派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他们支持武将李成桂以易姓革命的方式取代
了高丽政权，建立了朝鲜王朝，从而决定了朝鲜王朝的基本文化倾向。由于存在
明显的合法性不足问题，朝鲜王朝将“事大尊明”作为了王朝的基本国策，确立
了全盘“华化”的方略。
其次，到了太宗时期，对“华化”政策的推动加速。然而，由于“华制”和
半岛“土俗”之间的张力，及由此引发的民众抵制，快速推进“华化”的政策遭
到了挫折，最后决定向土俗做出相当程度的妥协，以渐变代替速变。这种做法为
之后的世宗、文宗等君主所继承。在“华制”与“土俗”的关系问题上，多采取
折中的办法，以期通过稳步推进的方式，逐渐向“华制”靠拢，最终实行“用夏
变夷狄”的全盘“华化”目标。
金安國（1478-1543）《慕斋先生集》卷十一《送礼曹尹参议朝京师序》，民族文化推进会本。
[朝鲜]周世鹏：《武陵杂稿》卷七，民族文化推进会本。

1
2

当然，这一时期朝鲜制度与文化和明朝仍有的差异。宣祖七年(1574)十一月，“质正官赵宪，还自京师。宪

3

谛视中朝文物之盛，意欲施措于东方，及其还也，草疏两章，切于时务者八条；关于根本者十六条。皆先
引中朝制度，次及我朝时行之制，备论得失之故，而折衷于古义，以明当今之可行。先上八条疏，上答曰：
‘千百里风俗不同，若不揆风气、习俗之殊，而强欲效行之，则徒为惊骇之归，而事有所不谐矣。’由是，宪
不复举十六条。”《朝鲜王朝实录·宣祖修改实录》七年(1574)十一月辛未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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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于“华化”与“土俗”的关系，在朝鲜前期出现了全盘“华化”、
维持“土俗”以及在两者之间折中三种理论。全盘“华化”是当时的主导性理论，
这一理论立足于儒家之天下一家的普世文化价值观，认为用夏变夷、奉扬声教、
以小事大是三位一体的关系，文轨攸同、天下同文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维持
“土俗”的理论则主张以本国文化为本位，鼓吹向辽、金等夷狄政权学习，尽力
维持旧俗，其立足点为现实的政治厉害关系，认为文化上的“用夏变夷”会使本
国为中国文化所同化，遭致“民心无定”的严重后果。中宗时期，又出现了一些
侧重点各不相同的折中理论。折中论的流行是对当时实际情况的反映，并对当时
的实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故而，实践中对“华制”的推动常常是忽快忽慢，忽
急忽缓。不过，在折中摇摆中，“华化”的速度还是有渐趋加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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