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子生平 

孔子（551 – 479 BC），春秋时鲁国人，名丘，字仲尼 



孔子家世 

宋微子启 

宋微仲 宋缗公 
宋厉公 

弗父何 

伯尼（孟皮） 

孔父嘉 

叔梁纥（hé）  木金父 
（避居鲁国） 

孔丘（仲尼） 

3 
4 

4 



孔子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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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童年 

l  名字 
       祷于尼丘得孔子… 生而首上圩顶，故因
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史记•孔
子世家》  
l  幼年丧父，孤儿寡母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
篇》   



孔子童年 — 良好的家庭教育 

l  孔子三岁时，随母亲从
陬邑迁回曲阜。 
 
 
 
l  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
豆，设礼容。 —《史记•
孔子世家》 



孔子少年 — “十五而至于学” 

l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
惑，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
欲，不逾矩。 — 《论语•为政篇》  

l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篇》 
    委吏（官理仓库）、乘田（种地养牛） 

l  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
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 —
《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母亲去世，此时孔子17
岁） 



    孔子贫且贱。及长，
尝为季氏史，料量平；
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

—《史记•孔子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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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民：农工商等 

奴隶 

春秋时的等级制度 



l  长相       
        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 —
《史记•孔子世家》 

学无常师 

l  文武双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师从郯子学习古代官制（27岁） 
      师从师襄子学习音乐（29岁） 

l  英雄之气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尽心
上》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 
 



 
 

三十而立 



 
 

三十而立 

自办教育，招收学生 
 早期弟子 
颜路（颜回之父）<6 
曾点（曾参之父）<6 
仲由（子路）<10 

孟懿子 
南宫敬叔 



 
 

齐鲁闻名 
 l  齐景公问政 

       齐景公与晏婴来适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
小处辟，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
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
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
公说。—《史记•孔子世家》（孔子30岁）   

l  孟釐子遗训 
       鲁大夫孟釐(同“厘”) 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
曰：“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吾闻圣人之后，虽不
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
若必师之。”及厘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34岁）   



 
 

适周遇老子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
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
老子云。 
       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
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
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
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
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
弟子稍益进焉。—《史记•孔子世家》（孔子34岁）   
  



 
 

避乱齐国（三年） 

l  鲁国之乱 
鲁昭公 vs 三桓（叔孙、孟孙与季孙） 
孔子避乱齐国（35岁） 

l  孔子与景公、晏婴:  
景公问政与尼谿（xī）田之封（36岁） 

l  孔子返鲁（37岁） 



 
 

鲁国从政 

l  阳虎之乱 
510 BC 定公即位（孔子42岁） 
505 BC 季平子 — 季桓（huán）子（孔子47岁） 
502 - 501 BC 阳虎叛乱（孔子50-51岁） 

       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
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
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子路不
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
其为东周乎！”然亦卒不行。—《史记•孔子世
家》（孔子50岁） 



 
 

鲁国从政（五年） 

l  孔子入仕 
501 BC （51岁） 中都宰 
500 BC （52岁） 小司空—
大司寇 
 
l  齐鲁夹谷之会（孔子52岁） 
孔子摄相事 
智勇兼备 



 
 

夹谷之会 

        会齐侯夹谷… 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
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旍旄
羽袚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
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
为于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
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顷，齐有司趋而
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
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
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
加法焉，手足异处。—《史记•孔子世家》 
 



 
 

鲁国从政（五年） 

l  大司寇：堕（同“隳” ，huī）三都（54岁） 
费：季孙氏（季桓子），成功 
郈：叔孙氏，成功 
成：孟孙氏，未攻克 

l  相鲁（55岁）：鲁国大治 
      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
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
以归。—《史记•孔子世家》 



 
 

功亏一篑 

l  齐国的美人计 

l  孔子去鲁 
       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师己送，曰：“夫子则非
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妇之口，可
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
岁！”师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师己以实告。
桓子喟然叹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 —《史
记•孔子世家》  

l  失败原因——内忧外患 



 
 

周游列国 



 
 

周游列国（55-68岁） 

孔子周游列国年表 
497 BC（55岁）  到卫国（帝丘），过匡、蒲，再返卫。 
496 BC（55岁）  孔子见南子。去卫，又回卫。 
493 BC（59岁）  卫灵公问军事于孔子。孔子离开卫，过曹，到宋
国。司馬桓魋欲杀孔子，得脱。离宋去郑，再到陈。 
492 BC（60岁）  季桓子去世，悔过，嘱咐其嗣季康子召回孔子。
季康子立，召回冉求。 
489 BC（63岁）  吴伐陈，楚救陈，陈大乱。离陈，过蔡。在陈、
蔡间被困七日。后获救，到楚。楚昭公欲用孔子，以书社地七百里
封之，令尹子西劝阻。 
488 BC（64岁）  返回卫国。 
485 BC（67岁）  孔子在卫。孔子夫人去世。 
484 BC（68岁）  季康子派人迎回孔子。孔子流放14年，终于返回
故乡。 



 
 

孔子见南子 

       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
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
而见之。… 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
之！”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
为次乘，招摇巿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史记•孔子世家》 



 
 

陈蔡之难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
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
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
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子路出，子贡入见 … 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
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
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
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子贡出，颜回入见 … 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
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
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
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
宰。” —《史记•孔子世家》 



 
 

晚年孔子（68-73岁） 

l  不得重用，亦不求仕  

l  六经 
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l  晚年的精神打击 
70岁 儿子伯鱼去世 
71岁  颜回死 
         宰予死于齐国政变 
72岁 子路死于卫国政变 
73岁  去世 



 
 

简评孔子 

“至圣” 
 一、德行：乱世显英雄，悲剧英雄 
 二、文化功绩：儒家之开山鼻祖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
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
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
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
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
可谓至圣矣！ —《史记•孔子世家》 



 
 

1、 法家晏婴眼中的孔子和儒家 
       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
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
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
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 —《史记•孔子世家》 

2、楚令尹子西眼中的孔子 
       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
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
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
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
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
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史记•
孔子世家》 
3、陈蔡之臣眼中的孔子 
      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
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
大夫危矣。” —《史记•孔子世家》 

为什么孔子壮志难酬？ 



 
 

        1. 孔子是“圣人”吗？为什么？ 
2. 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那么他的“道”或理

想是什么?如何理解这种思想？ 
3. 为什么孔子的理想不为当时人所接受？是他自身

的原因，还是社会的原因？ 
4. 自汉武帝开始，儒家思想逐渐为统治者所接受，

并成为官学，与此前境遇截然不同，为什么？ 
5. 作为现代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孔子及其思想？ 
 

讨论——孔子及其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