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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针对国际通行的“尊右”政务礼仪，探讨了我国政务礼仪中遵循的“尊左”政务礼仪模式，并对我国“尊左”的政务

礼仪传统进行了溯源，分析了汉民族在思维方式、文化特质方面与西方民族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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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然而三礼经文只是如实记录古人生活中左右

政务礼仪中“左右之尊”现象

选择，并未有任何带有主观色彩的描述。到了郑玄

在社交场合自古以来就有“尊左”和“尊右”

用阴阳五行学说注三礼，礼经中的左右之辨开始带

两种情况。礼（广义的礼）是历史群众共同创造的

有仪式上的尊卑之别，也成为后世经学家解释经文

“集体无意识”的显现，是“俗”的积累与转化，是

的方式。如其后贾公彦的《周礼疏》，孔颖达的《礼

一个社会团体观察外部环境的思考和反应。礼仪

记正义》经常附会阴阳之理。除注经者外，左右

并非抽象的原则，而是日常生活的具体交往方式。

问题也屡见于后人的笔记里，如 ：宋沈括《梦溪笔

1.1

国际遵循“尊右”的社交礼仪
礼仪中所谓“尊左、尊右”皆是指当事人或者具

谈》、明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一、清赵翼《陔余丛

体参照物的左右。古今中外已知的各国文明中，普

“古 人 平 时 尚 左，戎 事 尚 右 …… 秦 时 亦 尚

遍流行着右手方便的文化。
“右手在生理上的微弱

右。汉承秦制，亦以右为尊。……汉以后，改从尚

优势只是在集体意识的定性区分上为它赢得了一次

左。……唐时一切皆尚左。……宋以来尚左……

［1］

机会，这种区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

人类

生活在以右为主的社会里，右手在使用上的高频率

考》，其中赵氏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他提及 ：

元时以右为尊也。今之尚左，则自明太祖始。”
（《陔
余丛考》卷二十一）

和惯性自然产生了“以右为尊”的文化倾向。在英

左右方位各自有不同的适应范围，赵氏概括虽

文中“右”表示正确，国际通行右手握手的礼仪，具

然过于笼统，但也帮助读者对传统“左右”礼仪的

体到生活中，无论是行进、走动还是座次，当事人的

变更有一定的了解。
“从考古和生物学的资料来看，

右手方位都是尊贵的，体现着主人对客人的尊敬。

中国从史前到殷代一直保留着‘尚右’的传统，到

1.2

了周代却出现了‘尊左’的现象。
‘尊左’与‘尚右’

我国政务礼仪遵循“尊左”的传统
与国际通行“尊右”不同，当下我国的政务礼

从周代开始并存于中国文化之中。‘尊左’的实质

仪还延续着“尊左”的传统。以新一届常委出场顺

是对‘尚右’的偏离，它是在阴阳观念的支配下，作

序、站次为例，李克强总理站在主席的左手边。考
察前几届新任常委出场、站次顺序，名单上的第二

为一种特殊的象征仪式而存在的。”［2］
既然如此，
“尊左”的观念是如何产生的呢？

位常委皆站在主席的左手而非右手。政务礼仪中

笔者认为，礼俗来自于人们实际的交往和生活需

“尊左”的传统在我国礼俗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历史。

要，
“尊 左”观 念 的 产 生 也 是 如 此。 最 初 左 右 只

2 “尊左”礼仪传统溯源

是表示方向，还没有其它特殊的文化色彩。甲骨
文以具体的两只手的形象表示左右手。《说文》：

在我国传统礼仪中“尊左”和“尊右”都出现

“左，手 相 左 助 也。”；
“右，助 也。”古 人 观“”、

过。对此可以追溯、有明确文字记载的便是三礼经

“又”之形以定东西之向，东西不易辨而“”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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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辨，故 行 礼 之 时 多 以“”“又”言，而 东 西 之
［3］

位自见。

生产交往的需要，自然延伸出用左右

43

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莅之，
战胜以丧礼处之。”
（《老子》三十一章）

手表示左右方向的需要。例如 ：

冷兵器时代，短兵相接之际，右手灵活有力，

折其右股（《周易·丰·九三》）

便于操作兵器制服对方，因此生活中左手省静而右

左手执龠，右手秉翟。（《诗经·邶风·简兮》）

手多劳。《礼记·曲礼上》：
“君抚僕之手而顾命车

（周 武）王 左 杖 黄 钺，右 秉 白 髦 以 麾。（《尚
书·牧誓》）

右就车。”郑玄注 ：
“车右，勇力之士，备制非常者。”
乘者坐在驾驶者的左方，方便其右手操控车马。在

查阅早期文学作品，左右只延伸出左右方向的

驾车或饮食中，坐在当事人的左手边不仅减少干

含义，那么“尊左”的文化理念是怎么产生的呢？

扰，也方便双方的右手活动，由此形成了“左便”的

2.1

方位观念影响
人类社会所有的方位观念，在起初都是与自然

交往方式。《史记·魏公子列传》：
“公子从车骑，虚

现象和环境相联系而产生的。以太阳的升落定方

坐，不让，欲以观公子。公子执辔愈恭。”为了表示

位，是各原始民族共有的特征。

［4］

我国处于北半

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
自己的诚意，魏公子虚左以待。

球，为了在冬季有充足的日照和避开刺骨的北风，

从社交上左手省静到以左为尊观念的产生，可

人们最终选择建筑方位是“坐北朝南”。考古发掘

以看到礼仪从来不是预先设定好的程式，它顺应日常

表明，在殷墟，东西向的房址多见于早期，南北向的

行动习惯，折射了人们对集体、自然深层次的思考。

［5］

房屋盛行于晚期。

到了我们较为熟知的周代，具

体形成了“坐北朝南”的传统。［6］《礼记·乡饮酒
义》：
“荐脯，五挺，横祭于其上，出自左房”。《注》
云：
“在东，阳也 ；阳主养。房，馔陈处也”
。左房在
［7］

3

当下政务场合“尊左”的礼仪价值
数据时代，生活的便捷加快了彼此交流的速

度。日常交往中，人们一般遵循“尊右”，秉承务

左为东，日

实、简单的交往态度，很少去关注左右之别的文化

从东方升。太阳带来光明、促进万物的生长。太阳

意义。但是在没有手机、电脑，慢节奏的古代，日常

在古人眼里是神圣的。《礼记·祭义》记载 ：
“祭日

生活里“左右之辨”意义重大，礼仪意味着规则，规

于东，祭月于西。以别外内，以端其位。日出于东，

则意味着秩序。老子曾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

月生于西，阴阳长短，终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第三十八

日从东方升，东方也因此赋予了吉祥、光明的寓意。

章）可见礼对于政治统治秩序的维护作用。“人类

东，可知建筑物以东为左，西则为右。

从建筑方位来看，左东右西也意味着左阳右

文化，归根到底，是心灵无意识地运作的产物，其内

阴。这种观念和先秦以来的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

容，无非是总结和表达人类面对自然界时处理人与

来，从而附会出男为阳、女为阴，吉事属阳、丧事属

自然关系的基本经验”。［7］158 古代礼俗中的左右传

阴，产生男左女右、左吉右凶、左尊右卑的思想。

统，正直接传达了古人的生活哲学。个人所见，
“左

2.2

右之辨”并不是对汉以后阴阳五行学说的盲目附

左手省静的影响
在左右手具体分工上，人类从古至今偏向于以
［1］

会，而是先民在长久以来的生活需要中所提炼出来

右手的便利性在不

的。它显示了古人对宇宙、自然、社会交往关系的

同的文化背景下被赋予了不同的功能。以印度、中

解释与思索。懂得传统的“左右之尊”礼仪，能使

东一些国家为例，人们习惯用右手饮食，左手如厕。

我们更好地了解古人的思维结构，了解传统文化。

右手为主导，左右配合活动。

生活方式的影响自然产生“尚右”的文化风俗。

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公开场合倡导进行社会主

汉民族自古以来没有用左手处理秽物的习惯。

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及应该大力弘扬中国优秀的

日常饮食中古人尚右，故取食活动皆以右手为便。

传统文化。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

老子曾言 ：

的独特标识，［8］在政务礼仪中沿用“尊左”传统也

“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

是对本民族文化一种保护和传承，它展示了中华

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

文化的独特魅力，也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

播中国当代价值观念、展示当代中国发展成就的

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

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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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Reactive Autonomy
XING Xiao-yan
（Qingdao Binhai University, Qingdao 266555,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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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ing the Source of Worship of Left of Our Etiquette in Domestic Government Etiquette
ZHAO Jing
（Nanjing Institute of Industry Technology, Nanjing 210023, China）
：
This
paper,
in view of the common practice of worship of right in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etiquette,
Abstract
discusses the government etiquette model of worship of left in our domestic government etiquette, traces the source
of the model and expounds the uniqueness of thinking and culture of Han nationalit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western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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