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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象对庄子理想人格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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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人文学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９)

〔摘　 要〕理想人格是一种人生哲学中体现人生价值、完成人生目标的人物形象ꎬ是一种人生哲学的首要标

志ꎮ 庄子的理想人格是神人、真人等ꎬ其心境是心斋、坐忘ꎬ心至虚至静而无知无识ꎬ从而与天地万物混而为一ꎮ
忘境即道境ꎬ这是神人对天地万物无知无为的混而为一ꎬ故无所凭借(离人离物)而获得逍遥游ꎬ且养心养神ꎮ
方外之人是一群正行进在理想人格征程上的道家人物ꎬ即从玄思玄智走向无思无知ꎮ 郭象的理想人格是圣人ꎬ
代表人物是儒家的尧、舜、孔子等ꎬ名同而实相异ꎮ 其基本品格是游外以冥内:第一ꎬ圣人是无待者ꎬ既能游于山

林江湖ꎬ又能游于人间世ꎻ第二ꎬ圣人无心而冥物ꎮ 圣人之无心是涵融万物万理以为一(至理)而空灵不昧ꎬ一方

面不呈现任何物理而虚静ꎬ另一方面又化为万物万理而灵妙ꎮ 圣人无心而冥物ꎬ即与任何事物或情境相融合ꎬ而
游于无穷ꎬ既能“冥物”而获得逍遥游ꎬ且养心养神ꎬ又能助成万物之任性自得而治国平天下ꎮ

〔关键词〕理想人格ꎻ心斋ꎻ无心ꎻ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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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人格是一种人生哲学中体现人生价值、
完成人生目标的人物形象ꎬ是一种人生哲学的首

要标志ꎮ 庄子的人生哲学有神人、至人、真人的

理想人格ꎮ 郭象«庄子注»以文本注释的形式ꎬ
对庄子的思想予以继承、发展、转化、改造而创构

一个新的思想体系ꎬ学人或谓“庄子注郭象”“六
经注我”ꎮ 郭象«大宗师»注:“宜忘其所寄以寻

述作之大意ꎬ则夫游外冥内之道坦然自明ꎬ而庄

子之书ꎬ故是涉俗盖世之谈矣ꎮ” 〔１〕郭象所阐释的

庄子之意ꎬ即他自己的思想体系ꎬ是“游外冥内之

道”ꎬ即把方外之道与方内之道相融通ꎬ则«庄

子»之书由方外之书转化为“外内相冥”之书ꎬ而
成为涉俗盖世之谈ꎮ 汤用彤说:“郭序曰ꎬ«庄

子»之书‘明内圣外王之道’由此言之ꎬ则
«庄子»养性之学ꎬ即治天下之术也ꎮ” 〔２〕 内圣ꎬ即
养心养性之学ꎬ所谓方外之道ꎻ外王ꎬ即治国平天

下之术ꎬ所谓方内之道ꎻ二者相互融合ꎬ所谓“内
圣外王之道”ꎮ 要之ꎬ郭象«庄子注»是把庄子的

养心养性之学ꎬ转化为养心养性即治天下之术ꎮ
郭象所创构思想体系的首要标志ꎬ是重新建构他

自己的理想人格ꎮ 因此ꎬ从庄子到郭象之理想人

格的发展和演变ꎬ成为本文讨论的基本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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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庄子的理想人格呢? 学人一般把

庄文中出现的神人、真人、至人、圣人等作为理想

人格的名号ꎮ 对于这些不同的名号ꎬ或认为它们

所指称的人物在人生境界上处于不同的层次ꎻ或
认为处于同样的层次而有共同的人生境界ꎬ即体

道者ꎮ〔３〕韩林合说:“庄子将体道者称为‘至人’
‘神人’‘真人’ ‘德人’有时他也将其称为

‘圣人’ꎮ” 〔４〕 这两种看法皆在庄文中找到证据ꎬ
这造成我们对庄子理想人格之理解的困惑ꎮ 笔

者认为ꎬ这一方面是因庄文的异质性所致ꎬ«庄
子»是庄子及其后学完成的ꎬ庄子与其后学的思

想有发展与转折ꎬ庄子后学又主要分为三派(述
庄派、无君派、黄老派)ꎬ其作者及其思想的差异

表现于理想人格及其名号的异同ꎮ〔５〕另一方面是

因庄文 “以谬悠之说ꎬ 荒唐之言ꎬ 无端崖之

辞以天下为沉浊ꎬ不可与庄语ꎮ 以卮言为曼

衍ꎬ以重言为真ꎬ以寓言为广” («天下»)所致ꎮ
我们不必过分较真理想人格之名号的异同ꎬ而大

致认为神人、真人、至人是庄子的理想人格ꎬ且着

重讨论理想人格的基本内涵ꎮ 崔大华认为ꎬ庄子

理想人格的精神境界是指一种安宁、恬静的心理

环境ꎬ包含三方面的内容ꎬ一是 “死生无变于

己”ꎻ二是“游乎尘垢之外”ꎻ三是“哀乐不入于胸

次”ꎮ〔６〕“安宁、恬静的心理环境”较为宽泛ꎬ其三

方面内容的概括不得要领ꎮ 韩林合说:“一个人

可以通过心斋、齐物、安命这样的步骤而进入与

道同体的境界ꎬ即将自己从作为世界中的一个对

象的经验主体升格为与作为整体的世界同体(或
同一)的至人ꎮ” 〔７〕经验主体上升为超验主体ꎬ其
人生境界颇为神秘ꎮ 关于郭象的理想人格ꎬ学人

论述甚少ꎮ 王晓毅认为ꎬ在郭象的术语中ꎬ圣人

是神人等众多名号中的一种ꎬ此外还有至人、全
人、无待之人等ꎮ 这些名号反映了神人在不同领

域活动的行迹ꎬ从不同角度揭示其人格的各个侧

面ꎬ“因为圣人彻底无为ꎬ故所谓圣人之治ꎬ实际

上是各级官员的‘自治’ꎮ” 〔８〕 郭象的理想人格应

有一以贯之的内容ꎬ而不是各个侧面的集合ꎻ郭
象之理想人格的无为不同于庄子之神人的无为ꎬ

其人格有发展和转折ꎬ但学人基本上没有讨论此

问题ꎮ

一、庄子的方外之人

庄文中有许多具体的道家人物ꎬ如许由、连
叔、南郭子綦、啮缺、南伯子葵、女偊、子祀、子桑

户等等ꎮ 虽然他们的姓名、事迹多是虚构或真假

难分ꎬ但其具体的言论、行为体现了道家的思想

观念ꎮ 他们是否是庄子的理想人格呢? 他们与

神人、真人的关系如何呢? 学人在讨论庄子的理

想人格时往往混而不分ꎮ
我们首先讨论庄文中的方外之人ꎮ 道家人

物是方外之人ꎬ世人是方内之人ꎬ方外与方内相

分别ꎮ 方外之人坚守方外之道ꎬ方内之人坚守方

内之道ꎮ 方内之道即儒家的基本观念ꎬ方外之道

即道家的基本观念ꎮ 道家主要是破除儒家的基

本观念ꎬ故其标举的基本观念与儒家截然相反ꎬ
老子所谓“正言若反” («老子第七十八章»)ꎬ
即其言论是正言ꎬ合于大道而反于世俗之观念ꎮ
价值观念是思想和行为的基础ꎬ故方外之人与方

内之人的行为态度和方式也截然相反ꎮ
«大宗师»叙述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等道

家人物相与为友之事ꎮ 子桑户死ꎬ未葬ꎮ 孔子使

子贡协助处理丧事ꎮ 子贡看到孟子反、子琴张或

编曲ꎬ或鼓琴ꎬ相和而歌ꎻ这违背世人之丧礼ꎮ 子

贡趋而进曰:“敢问临尸而歌ꎬ礼乎?”二人相视

而笑曰:“是恶知礼意!”道家之礼意ꎬ即生死一

齐、生死是命ꎬ故不悲不喜地顺应生死之变ꎬ这不

同于世人处理丧事时内心悲戚且实行一整套繁

缛的外在礼仪ꎮ 方外与方内之人的价值观念及

其行为相反ꎮ 孔子自我反省说:“彼游方之外者

也ꎬ而丘游方之内者也ꎮ 外内不相及ꎬ而丘使汝

往吊之ꎬ丘则陋矣!”“外内不相及”ꎬ即方内与方

外相隔ꎮ
«逍遥游»叙述了尧让天下于许由而许由不

受的事情ꎮ 许由是道家人物ꎬ尧是方内的君主ꎮ
他们的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截然相反:方内之人

求名利ꎬ治国平天下ꎻ方外之人无名无利ꎬ“偃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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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河ꎬ不过满腹”ꎬ且以养心养神为目的ꎮ 庄文崇

方外而贬方内ꎬ一是方内之人不知方外之人ꎬ即
小不知大ꎬ且方内之人尊崇方外之人(尧认为许

由的智慧就像太阳普照那样ꎬ自己不过是小火把

映照一隅)ꎻ二是方外之人能知方内之人ꎬ即大能

明小ꎬ而嘲讽方内之人的愚芒ꎮ 方外之人本是世

人ꎬ而后通过修养的工夫抛弃方内之道而追求方

外之道ꎬ这是对现实价值观念的突破和超越ꎬ故
其人生境界高于方内之人ꎮ «逍遥游»叙述肩吾

不能理解道家人物接舆关于藐姑射之山神人的

事情ꎬ而认为是“大有径庭ꎬ不近人情”ꎬ这是小

不知大ꎻ道家人物连叔批评肩吾是心智之聋盲ꎬ
这是大能明小ꎮ

«大宗师»中ꎬ道家人物子祀、子舆、子犁、子
来四人相视而笑ꎬ莫逆于心ꎬ遂相与为友ꎮ 世俗

之朋友是相互关心和帮助ꎬ但道家之朋友是彼此

相忘ꎮ 子舆有病ꎬ形体变得挛缩不伸ꎬ“曲偻发

背ꎬ上有五管ꎬ颐隐于脐ꎬ肩高于顶ꎬ句赘指天”ꎮ
子舆正经历身体的重大变化ꎬ子祀往问之ꎮ 子舆

能安于形体的变化而不悲不喜ꎮ 他说:“且夫得

者ꎬ时也ꎻ失者ꎬ顺也ꎮ 安时而处顺ꎬ哀乐不能入

也ꎬ此古之所谓悬解也ꎬ而不能自解者ꎬ物有结

之ꎮ 且夫物不胜天久矣ꎬ吾又何恶焉!”子祀也能

观化ꎬ即不悲不喜地观照子舆之化ꎮ 这显然与世

人之不能顺应变化相反ꎮ 人生之变莫大于生死ꎮ
子来将死ꎬ其妻子环而泣之ꎬ这是人情之常ꎮ 子

犁往问之ꎬ斥其妻子ꎬ以为这妨碍子来的生死之

化ꎮ 子犁认为ꎬ造物主不管把子来变成鼠肝或虫

臂皆顺之ꎮ 子来心领神会ꎬ寤寐自若ꎮ 要之ꎬ道
家人物不悲不喜地安于、顺于生死等各种变化ꎬ
而从生死等变化中解脱出来ꎬ获得了自由ꎮ

方外之人为何能顺应生死等变化呢?
一是认为生死等变化是命、天ꎬ不可抗拒ꎬ

“且夫物不胜天久矣ꎬ吾又何恶焉”ꎮ «大宗师»:
“死生ꎬ命也ꎬ其有夜旦之常ꎬ天也ꎮ 人之有所不

得与ꎬ皆物之情也ꎮ”人之死生是命是天ꎬ如同白

天与黑夜的更替ꎬ自我不能知ꎬ也不能为ꎬ所以顺

命、安命ꎮ 但道家之安命ꎬ不是刘笑敢所谓承认

和接受“既定境遇”ꎬ即沉沦于世俗中ꎮ〔９〕 若是ꎬ
则与世人之安命没有不同ꎬ这如何能表现道家人

物对现实的突破和超越呢? «德充符»:“死生、
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ꎬ是
事之变命之行也ꎮ 日夜相代乎前ꎬ而知不能规乎

其始者也ꎮ 故不足于滑和ꎬ不可入于灵符ꎮ”人生

的一切遭遇皆是命ꎬ命是自然之理ꎬ必然之理ꎬ不
可抗拒ꎻ个体对于命不能规乎始ꎬ也不能规乎终ꎬ
故漠然置之ꎬ无知无为ꎬ“不可入于灵符”ꎻ这不

是沉浸其中ꎬ而是置身命外ꎮ 但众人之顺命、安
命是承认和接受命而沉浸其中ꎬ是自我与命打成

一片ꎬ随命沉浮ꎬ命中作乐ꎮ 因此ꎬ道家人物之安

命ꎬ是对命漠然无动于衷ꎬ即与命互不相干ꎮ 但

安命究竟是理性的认知ꎬ自我与命尚有间隔而受

束缚ꎬ只有忘命ꎬ自我与命才能混而为一ꎬ故安命

有待于走向忘命ꎬ即从有知走向忘知、无知ꎮ
二是认为生与死一齐ꎬ从而顺应生死之变ꎬ

以破除众人之贪生恶死的观念和行为ꎮ 道家人

物认为ꎬ死是不可经验的ꎬ众人以死为痛苦也许

是错误的ꎬ死也许快乐ꎬ«齐物论»:“予恶乎知悦

生之非惑邪! 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

者邪”ꎮ 生死皆乐而齐生死ꎮ 齐生死是理性的认

知ꎬ自我与生死尚有间隔ꎬ有待于走向忘生死ꎬ则
自我与生死混而不分ꎮ 齐生死是齐物、齐物论的

重要内容ꎮ 齐物ꎬ即泯除万物的分别而万物一

齐ꎮ 众人以万物为分ꎬ且分别愈细愈繁ꎮ 道家人

物从万物的分别中发现共同性ꎬ进而遮蔽万物的

差异性ꎬ而夸大共同性以齐之ꎮ 齐万物ꎬ则自我

对万物不会产生分别、拣择、好恶和贪嗔ꎬ从而顺

应万物及其变化ꎮ 但齐万物究竟是理性的认知ꎬ
基于自我与万物有分ꎻ只有从齐万物走向忘万

物ꎬ即自我对于万物无知无识ꎬ从而才能与天地

万物混而为一ꎮ
综之ꎬ道家人物坚守安命、齐物的观念及其

随之而来的行为态度和方式ꎬ这是与世人截然不

同的ꎮ 方内与方外相隔ꎬ方内之道与方外之道相

反ꎬ方内之人不解方外之人ꎬ方外之人嘲讽方内

之人ꎮ 方外之人有玄思玄知ꎬ不免劳心伤神ꎬ且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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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方内之人的冲突和矛盾中不免遭受嫉妒和

打击ꎬ不仅束缚而不自由ꎬ也会受到伤害ꎮ 因此ꎬ
方外之人要通过修养的工夫而上达理想之境ꎮ
换言之ꎬ子祀、子桑户等道家人物不是神人、真
人、至人的具体化ꎬ不是理想人格ꎬ而是一群正行

进在理想人格之征程上的方外之人ꎮ 方外之人

与理想人格尚须一跃ꎮ 这就如同于儒家的理想

人格是圣人ꎬ儒家人物即君子需要通过修身的工

夫ꎬ下学而上达ꎬ孔子曰“若圣与仁ꎬ则吾岂敢”
(«论语述而»)ꎮ

二、庄子的理想人格

我们接着讨论庄文中神人、真人等理想人格ꎮ
«逍遥游»中描述几种人物形象ꎬ第一种人

是“知效一官ꎬ行比一乡ꎬ德合一君ꎬ而征一国

者”ꎬ是君主、官员ꎬ世人之佼佼者ꎬ沉沦于各种世

俗价值观念和俗务中ꎬ受其限制而不能自由ꎮ 宋

荣子不以毁誉、荣辱为意ꎬ“举世而誉之而不加

劝ꎬ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ꎬ但能分别二者ꎬ部分

地突破世俗价值观念的限制ꎬ而获得有限的自

由ꎮ 列子乘风而行ꎬ轻妙美善ꎬ有时仍不能忘却

俗世ꎬ大部分地突破世俗价值观念的限制ꎬ而获

得更大的自由ꎻ“犹有所待者也”ꎬ尚有凭借而受

限制ꎮ 他们的精神境界是从低到高ꎬ层层向上ꎬ
依据其摆脱世俗观念和俗务之束缚而获得自由

之小大的程度ꎮ
庄子最终推出至人、神人、圣人: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ꎬ以游无

穷者ꎬ彼且恶乎待哉! 故曰:至人无己ꎬ神人

无功ꎬ圣人无名ꎮ
神人彻底地隔绝世俗世界ꎬ彻底地抛弃世俗

世界的各种观念ꎬ无所凭借ꎬ无所限制ꎬ而游于无

穷ꎬ这即庄子的理想人格ꎮ 庄子所标举的理想人

格即藐姑射之山的神人ꎮ 从荒诞、奇幻的言辞

中ꎬ我们大概明白ꎬ神人居于悠远的山林之中ꎬ
“肌肤若冰雪ꎬ绰约若处子”ꎬ长生不老ꎬ婉好如

少女ꎻ不食五谷ꎬ吸风饮露ꎻ乘风云ꎬ游于四海之

外ꎻ精神宁静ꎬ万物自生自成自毁ꎻ无知不知ꎬ与

万物混而为一ꎻ任何物皆不能伤害ꎬ大水淹不死ꎬ
大旱热不死ꎮ

«大宗师»有数段文字描绘真人的形象ꎮ 真

人ꎬ即神人ꎬ即庄子的理想人格ꎮ
何谓真人? 古之真人ꎬ不逆寡ꎬ不雄成ꎬ

不谟士ꎮ 若然者ꎬ过而弗悔ꎬ当而不自得也ꎮ
若然者ꎬ登高不慄ꎬ入水不濡ꎬ入火不热ꎮ 是

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ꎮ
真人“能登假于道者”ꎬ即体道者ꎮ 真人与

众人完全相逆ꎬ庄文用一连串“不”ꎮ “登高不

慄ꎬ入水不濡ꎬ入火不热ꎮ”真人不会遭到任何伤

害ꎮ “古之真人ꎬ其寝不梦ꎬ其觉无忧ꎬ其食不甘ꎬ
其息深深ꎮ” 心如死灰ꎬ寝而不梦ꎬ觉而不忧ꎮ
“若然者ꎬ其心忘ꎬ其容寂ꎬ其颡頯ꎮ 凄然似秋ꎬ暖
然似春ꎬ喜怒通四时ꎬ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ꎮ”心
寂寞无情ꎬ与四时、万物不发生任何交通而混而

为一ꎮ “古之真人ꎬ不知悦生ꎬ不知恶死ꎮ 其出不

欣ꎬ其入不拒ꎮ 翛然而往ꎬ翛然而来而已矣ꎮ”真
人不知生死而忘生死ꎬ故能解脱出来而获得绝对

的自由ꎮ 这有别于道家人物之齐生死ꎬ因为齐生

死仍要理性的认知ꎬ尚未达至忘境ꎬ故与生死不

免有间而受到一定的束缚ꎮ “故其好之也一ꎬ其
弗好之也一ꎮ 其一也一ꎬ其不一也一ꎮ 其一与天

为徒ꎬ其不一与人为徒ꎬ天与人不相胜也ꎬ是之谓

真人ꎮ”道家人物齐万物为一ꎬ这是有意为一ꎬ有
意为一则不能一ꎬ所谓欲为虚而不能虚也ꎮ 真人

忘一ꎬ而彻底地与万物混而为一ꎮ
理想人格的核心是心灵境界ꎮ 孟子曰:“耳

目之官不思ꎬ而蔽于物ꎬ物交物ꎬ则引之而已矣ꎮ
心之官则思ꎬ思则得之ꎬ不思则不得也ꎮ 此天之

所与我者ꎬ先立乎其大者ꎬ则其小者弗能夺也ꎮ
此为大人而已矣ꎮ”(«孟子告子上»)心能思有

知ꎬ是大者ꎬ因此ꎬ我们首要的任务是把握庄子之

理想人格的心灵世界ꎮ
«齐物论»开篇描述南郭子綦的形象:

南郭子綦隐几而坐ꎬ仰天而嘘ꎬ嗒焉似丧

其耦ꎮ 颜成子游立侍乎前ꎬ曰:“何居乎? 形

固可使如槁木ꎬ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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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几者ꎬ非昔之隐几者也?”子綦曰:“偃ꎬ不

亦善乎而问之也! 今者吾丧我ꎬ汝知之乎?”
子綦是道家人物ꎬ正通过修养的工夫而升

进ꎮ “形如槁木ꎬ心如死灰”ꎬ是描述形与心的存

在状态ꎮ 心者ꎬ形之君也ꎮ 心存有而中止不动ꎬ
无思无虑ꎬ如同无心ꎮ 心止则形无主ꎬ若槁木一

样ꎮ 心止则失去自我ꎬ即“吾丧我”ꎬ也不识天地

万物ꎬ从而消解物我之对立ꎬ与天地万物混而为

一ꎬ“嗒焉似丧其耦”ꎮ 要之ꎬ道家人物的修养工

夫主要是养心ꎮ
«大宗师»有两则寓言描述养心的工夫和境

界ꎮ 第一则是道家人物南伯子葵与女偊关于闻

道、体道的对话ꎮ 第二则是兼综儒道的孔子与弟

子颜回关于“坐忘”的对话ꎮ
南伯子葵问乎女偊曰:“子之年长矣ꎬ而

色若孺子ꎬ何也?”曰:“吾闻道矣ꎮ”南伯子葵

曰:“道可得学邪?”曰:“恶! 恶可! 子非其

人也ꎮ 夫卜梁倚有圣人之才而无圣人之道ꎬ
我有圣人之道而无圣人之才ꎮ 吾欲以教之ꎬ
庶几其果为圣人乎! 不然ꎬ以圣人之道告圣

人之才ꎬ亦易矣ꎮ 吾犹告而守之ꎬ三日而后能

外天下ꎻ已外天下矣ꎬ吾又守之ꎬ七日而后能

外物ꎻ已外物矣ꎬ吾又守之ꎬ九日而后能外生ꎻ
已外生矣ꎬ而后能朝彻ꎻ朝彻而后能见独ꎻ见

独而后能无古今ꎻ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

生ꎮ 杀生者不死ꎬ生生者不生ꎮ 其为物无不

将也ꎬ无不迎也ꎬ无不毁也ꎬ无不成也ꎮ 其名

为撄宁ꎮ 撄宁也者ꎬ撄而后成者也ꎮ”
女偊是闻道之人ꎬ故长生不老ꎮ 修养的工夫

是养心的工夫ꎬ养心的关键是能“忘”ꎮ 忘ꎬ即心

之遗忘ꎮ 第一层次是“外天下”ꎬ外即忘ꎬ即忘却

天下的各种世俗观念ꎬ仁义、富贵、功名等ꎻ第二

层次是“外物”ꎬ即忘物ꎬ郭象注曰“物者ꎬ朝夕所

需ꎬ切己难忘”ꎻ第三层次是“外生”ꎬ即遗忘生理

的欲求ꎮ 这三层忘的功夫ꎬ是从外至内ꎬ层层深

入ꎬ愈忘愈难ꎮ 最终ꎬ一切皆忘ꎬ心虚静明ꎬ像朝

阳初启那样寂静、明澈ꎮ “独”即道ꎬ“见独”即体

道ꎬ即具有道的境界ꎬ从而无古今、无生死、无迎

送、无成毁ꎮ
«大宗师»中ꎬ孔子及其弟子颜回成为道家

人物的代表ꎮ 他们谈论如何通过不断修养的工

夫以达到“坐忘”ꎮ “回益矣”ꎬ颜回的养心工夫

层层升进ꎮ 第一层次是“忘礼乐”ꎻ第二层次是

“忘仁义”ꎮ 礼乐是外ꎬ仁义是内ꎬ皆是世俗的价

值观念ꎬ所以从外向内逐渐地忘却ꎻ第三层次是

“离形去知”ꎬ形ꎬ即耳目形体的欲望ꎬ离形ꎬ即去

除各种欲望ꎻ知ꎬ即心知ꎬ去知ꎬ即去除心知ꎮ 这

三层修养的工夫ꎬ是愈忘愈难ꎮ 最终达到 “坐

忘”ꎬ内外一切皆遗忘ꎬ心虚静虚空ꎬ而获得绝对

的自由ꎬ所谓“大通”ꎮ 因此ꎬ颜回修养的工夫是

养心ꎬ养心即心之遗忘ꎬ而终至忘境ꎮ
«人间世»有一则寓言ꎬ颜回闻卫君行独残

暴ꎬ准备到卫国游说ꎬ临别辞行孔子ꎬ孔子批评他

有师心ꎬ不能化卫君ꎬ颜回请问方术ꎮ 孔子回答

曰:“若一志ꎬ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ꎬ无听之以

心而听之以气ꎮ 听止于耳ꎬ心止于符ꎮ 气也者ꎬ
虚而待物者也ꎮ 唯道集虚ꎮ 虚者ꎬ心斋也ꎮ”颜回

本有师心ꎬ师心即成心ꎬ有成心则有是非ꎮ «齐物

论»:“夫随其成心而师之ꎬ谁独且无师乎? 奚必

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 愚者与有焉! 未成乎心

而有是非ꎬ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ꎮ”有是非ꎬ则有

矛盾冲突ꎮ 个体如何通过修养的工夫达至心斋

呢? 志在心斋ꎻ耳不闻ꎬ眼不见ꎬ即关闭耳目ꎻ心
逐渐地忘却外在和内在的各种对象ꎻ最终ꎬ心遗

忘一切对象ꎬ中止思虑ꎬ无知无情ꎬ虚静虚空ꎬ即
心斋ꎮ 心斋即气虚ꎬ气虚即精神境界的虚空(心
形结合)ꎮ 因此ꎬ心斋ꎬ是谈论心的修养功夫及其

精神境界ꎮ 孔子之论心斋ꎬ完全是一派道家人物

的养心养神思想ꎮ
要之ꎬ道家人物的修养工夫是养心ꎬ心不断

地遗忘ꎬ而最终心斋、坐忘ꎬ这即是理想人格的心

灵境界、精神境界ꎮ 我们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ꎬ
体道者之心是遗忘一切而达到至虚至无的忘境ꎬ
还是虚室生白而大道止于心呢?

刘笑敢说ꎬ庄文“心斋”中“唯道集虚”费解ꎮ
他引郭象注文“虚其心ꎬ则至道集于怀也”而说:

—２４１—

　 ２０２０. ７学者专论



“历来注家多因循其说ꎬ此说之集乃聚集、结集之

义ꎬ原道乃不可分之绝对ꎬ独一之道怎能聚集于

怀? 故此解于义未惬ꎮ ‘唯道集虚’即得道

方能虚静ꎬ亦即达到虚静的心境ꎮ” 〔１０〕 张松辉说:
“刘先生刚好把大道到来与虚静心境的前后关系

弄颠倒了ꎬ不是得道方能虚静ꎬ而是虚静方能得

道ꎬ郭象的解释没有错ꎮ 做到了‘心斋’ꎬ把所有

的个人俗见排除得干干净净ꎬ使自己的所有行为

‘一宅而寓于不得已’ꎬ顺物而为ꎬ庄子说这样

‘则几矣’ꎮ” 〔１１〕一是得道方能虚静ꎬ一是虚静方

能得道ꎬ二者针锋相对ꎬ但皆把心斋与体道打成

两截ꎮ 从刘先生之说ꎬ得道是虚静的前提ꎬ这贬

损得道的根本性意义ꎻ且如何解释道家人物之修

养的工夫是心之逐渐遗忘而最终一切皆忘呢?
从张先生之说ꎬ虚静方能得道ꎬ但一方面心之虚

静未必即能得道ꎬ因为心之虚静对大道没有必然

的欲求ꎻ另一方面所谓的大道是什么呢? 张先生

没有阐明道之体ꎬ而述说道之用ꎬ即体道者的所

有行为是“顺物而为”ꎮ 此“顺物而为”是神人与

万物相融合而顺应ꎬ还是神人与万物互不相干而

顺应呢? 韩林合说ꎬ神人是体道者ꎬ首先完全地

停止心灵的正常活动(经验主体之心)ꎬ不去知

觉、思考、感受、意欲等等ꎬ即心斋ꎬ心达到至虚至

无的境地ꎬ“经过这样的过程ꎬ他便可重新获得本

然之心或常心(所谓‘得其心’)ꎬ这时他便升格

为体道者了ꎮ” 〔１２〕这也是虚静方能得道ꎮ 体道者

停止正常的心灵活动而付之于本然之心ꎮ 本然

之心是什么呢? 本然之心有超越之知吗?
笔者认为ꎬ体道者之心即理想人格的心灵是

“心斋”“坐忘”ꎬ心中止思虑ꎬ而至虚至静ꎬ无知

无识ꎬ不识自我ꎬ不识天地万物ꎬ从而与天地万物

混而为一ꎬ«天地»所谓“忘乎物ꎬ忘乎天ꎬ其名为

忘己ꎮ 忘己之人ꎬ是之谓入于天”ꎻ心之忘境即道

境ꎬ道境即忘境ꎬ二者是一ꎮ 这不是儒家所谓仁

者与天地万物血脉贯通的融合为一ꎬ而是体道者

与天地万物毫不相干的混而为一ꎬ即老子所谓

“圣人不仁ꎬ以百姓为刍狗”(«老子第五章»)ꎬ
不仁ꎬ即麻木不仁ꎬ不相交通联系ꎬ万物自生自

灭ꎬ神人自养心神ꎮ 因此ꎬ一方面体道者不受天

地万物的任何牵连而获得绝对的自由ꎻ另一方面

天地万物顺其本然而自成自毁ꎬ也可看作体道者

之功ꎬ但体道者实际上对于天地万物不思不为ꎮ
«齐物论»:“天地一指也ꎬ万物一马也” “天地与

我并生ꎬ而万物与我为一”ꎬ神人之心至虚至静ꎬ
不识天地万物ꎬ不知一指一马ꎬ从而与天地万物

混而为一ꎮ 颜回之“同于大通”ꎬ即体道者对于

天地万物无知无为ꎬ而获得绝对的自由ꎮ〔１３〕

庄子的理想人格是体道者ꎮ 体道ꎬ即与道为

一体ꎮ 这似表明自我通过修养的工夫而把握超

越之大道ꎮ 老庄之道ꎬ学者多以为是本原之道ꎬ
而创生天地万物ꎬ这是生成论之大道ꎻ或认为大

道生成万物之后而支配万物ꎬ即大道寓于万物之

中ꎬ而成为天地万物的根据ꎬ这是本体论之大道ꎮ
笔者认为ꎬ庄子之大道是指称最初的理想状态ꎬ
即天地万物混而为一ꎬ天地万物皆质朴无知ꎬ彼
此按其本然存在和发展ꎬ即老子谓“邻国相望ꎬ鸡
犬之声相闻ꎬ民至老死ꎬ不相往来” («老子第

八十章»)的状态ꎮ 大道将为天下裂ꎬ即混而为

一的大道分裂ꎬ万物有知有识ꎬ有分别有是非ꎬ彼
此形成各种各样的联系ꎬ勾心斗角ꎬ从而造成天

下纷乱ꎬ大道往而不返ꎮ 理想人格之体道即心

斋、坐忘ꎬ无知无识ꎬ而与万物混而为一ꎮ 换言

之ꎬ体道者心斋ꎬ即达到自我与天地万物混而为

一的大道之境ꎮ
综上ꎬ我们得出三点意见:
其一ꎬ道家人物与神人、真人的理想人格尚

须一跃ꎮ 道家人物持守一种不同于世俗世界的

新观念ꎬ他们有玄思玄知ꎬ与人间世、世人产生相

当的冲突和矛盾ꎬ这无疑消损他们的形神ꎬ也带

来价值观念及其行为相冲突的束缚ꎮ 理想人格

心斋、坐忘ꎬ彻底地抛弃世俗世界的各种观念ꎬ也
彻底地忘却道家人物所持守的一种新观念ꎬ从而

与天地万物混而为一ꎮ
其二ꎬ神人之理想人格的塑造ꎬ是庄子之消

极避世思想的集中表现ꎮ 置身于荒诞非理性的

现实世界中ꎬ既无心无力改变ꎬ又不能随之沉沦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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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退居内在城堡” 〔１４〕ꎬ养心养神而虚静虚空ꎬ而
与外在世界不发生任何关系和作用ꎮ 他们是一

个“多余人”“畸零之人” 〔１５〕ꎮ 实际上ꎬ这是体道

者的一厢情愿ꎬ万物有知有识ꎬ有分有别ꎬ“与接

为构ꎬ日以心斗”(«齐物论»)ꎬ必然干涉体道者ꎮ
体道者虽自我麻木ꎬ也不能做到“之人也ꎬ物莫之

伤”(«逍遥游»)ꎬ难逃损害、杀戮的命运ꎮ 山中

之木乃是无心之物ꎬ因其对于世人有用而遭砍

伐ꎻ故人之鹅是无心之物ꎬ因对世人无用而致杀

戮ꎮ 因此ꎬ理想人格只有回到原初的存在形态ꎬ
才能任其本然ꎬ彼此相忘ꎬ«大宗师»谓“鱼相忘

乎江湖ꎬ人相忘乎道术”ꎮ
其三ꎬ女偊、颜回对体道之境界的叙述ꎬ并不

表明他们已达至理想人格ꎬ因为“大道不称”“大
辨不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ꎬ他们是一群行

进在理想人格之征程上的道家人物ꎬ任重道远ꎬ
死而后已ꎻ而且理想人格如同于儒家之圣人ꎬ是
“生而知之”ꎬ是“高山仰止”ꎬ道家人物与众人只

能通过修养的工夫不断地上达ꎬ而永无止境ꎮ

三、郭象的理想人格

郭象«庄子注» 如何重建庄子的理想人格

呢? «逍遥游»注中ꎬ郭象提出有待者、无待者两

类人ꎬ以无待者代表理想人格ꎮ
郭象从庄文“犹有所待者也” “彼且恶乎待

哉”凝结成“有待”“无待”的观念ꎬ包括有待者和

无待者、有待之逍遥和无待之逍遥ꎮ 庄文之待ꎬ
即凭借而限制ꎮ 众人有凭借而有限制ꎬ故不能自

由ꎻ神人无凭借而无限制ꎬ故能逍遥ꎮ 郭注之待ꎬ
即凭借而融合ꎮ 有待者即凭借某一特定的事物

或境遇而与之融合ꎬ从而游于一方ꎮ 鸟待山林ꎬ
即鸟与山林融合而游于其中ꎬ山林是鸟的自得之

场ꎻ鸟置于笼中ꎬ则陷于困境ꎮ 无待者即凭借任

何事物或境遇而与之融合ꎬ从而游于无方ꎮ «逍
遥游»注:“唯无所不乘者ꎬ无待耳ꎮ”乘ꎬ凭借而

融合ꎬ无所不乘ꎬ无所不凭借ꎬ无所不融合ꎬ无所

不逍遥ꎮ 因此ꎬ无待者既能游于山林江湖ꎬ又能

游于人间世的任何境遇ꎮ

«逍遥游»注:
夫唯与物冥而循大变者ꎬ为能无待而常

通ꎬ岂独自通而已哉! 又顺有待者ꎬ使不失其

所待ꎬ所待不失ꎬ则同于大通矣ꎮ
无待者“与物冥”ꎬ即与任何事物(有待者)

相融合ꎬ不仅自己能常通(自通)ꎻ且因与事物相

融合而顺应事物的本性及其变化ꎬ则事物也能足

性自由ꎮ 这是无待者、有待者皆能逍遥自由的

“大通”ꎮ 因此ꎬ无待者之逍遥成就了有待者之

逍遥ꎮ
有待者ꎬ包括方内之人(众人)与方外之人

(山林江湖之士)ꎮ 无待者ꎬ即圣人ꎬ代表理想的

人格ꎮ 郭象把许由等方外之人看成有待者ꎬ只能

游于山林而不能游于人间世ꎻ把方内之人尧、舜
等看成无待者ꎮ «逍遥游»注:“夫自任者对物ꎬ
而顺物者与物无对ꎮ 故尧无对于天下ꎬ而许由与

稷契为匹矣ꎮ 若独亢然立乎高山之顶ꎬ非夫

人有情于自守ꎬ守一家之偏尚ꎬ何得专此! 此故

俗中之一物ꎬ而为尧之外臣耳ꎮ 若以外臣代乎内

主ꎬ斯有为君之名而无任君之实也ꎮ”郭象认为ꎬ
尧是无待者ꎬ与天下万物相融合ꎬ而游于无穷ꎬ故
为天下之君ꎮ 许由独立于高山之顶ꎬ而与人间世

相对待ꎬ是尧的方外之臣ꎮ
«齐物论» 有一则寓言ꎬ叙述尧将讨伐宗、

脍、胥敖等三个偏远小国ꎬ但南面临朝而内心不

悦ꎬ故问舜ꎮ 舜认为ꎬ尧讨伐宗、脍、胥敖等野蛮

之国ꎬ是替天行道ꎬ救民于水火之中ꎬ其德像十日

并照ꎬ而给天下万民带来德辉和福祉ꎮ 尧、舜代

表儒家的圣君ꎬ其心中不乐ꎬ正是说明有为之害ꎮ
因此ꎬ庄文的寓意是标举道家之君主的无为思

想ꎮ 郭象之注文把尧、舜塑造为自己的理想人

格:“于安任之道未弘ꎬ故听朝而不怡也ꎮ 将寄明

齐一之理于大圣ꎬ故发至怪之问ꎬ以起对也ꎮ”郭
象认为ꎬ这则寓言是寄言ꎬ即托尧阐明齐一之理ꎬ
尧实际上明白齐一之理ꎮ 齐一之理即万物所处

不同、性分相异ꎬ而皆能任性逍遥ꎬ“夫物之所安

无陋也ꎬ则蓬艾乃三子之妙处也”ꎮ 圣人须冥合

万物ꎬ顺应其性分ꎬ“若乃物畅其性ꎬ各安其所安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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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远迩幽深ꎬ付之自若ꎬ皆得其极ꎬ则彼无不当ꎬ
而我无不怡也”ꎻ今尧讨伐三子ꎬ是剥夺其蓬艾之

愿ꎬ而伐使从己ꎬ不合于至道ꎬ故心中不悦ꎮ 要

之ꎬ圣人冥合万物ꎬ顺应万物ꎬ不仅自己游于无

穷ꎬ万物也任性逍遥ꎮ
要之ꎬ郭象以尧、舜代表自己的理想人格ꎬ但

尧、舜并非是儒家的理想人物ꎬ尧、舜之名同ꎬ而
其实异ꎮ 郭象之尧、舜是无待者ꎬ既能游于山林

又能游于人间世ꎬ而不同于儒家之尧、舜只能游

于人间世ꎮ 郭象之尧、舜冥合万物ꎬ顺应万物ꎬ以
助成万物之本性的实现ꎬ其作为是顺应万物本性

之为ꎬ即无为ꎮ 儒家之尧、舜积极有为ꎬ标举仁义

礼乐等价值观念ꎬ引导和驱使众人突破自己的自

然本性ꎬ这是有为ꎬ庄子批评说:“夫尧既已黥汝

以仁义ꎬ而劓汝以是非矣ꎬ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

睢转徙之途乎”(«大宗师»)ꎮ
庄文所塑造的孔子ꎬ是从方内之道向方外之

道升进的复杂人物ꎮ 郭象把孔子建构为“外内相

冥”的圣人ꎬ以代表自己的理想人格ꎮ
«大宗师»注中有集中的阐述:

夫理有至极ꎬ外内相冥ꎬ未有极游外之致

而不冥于内者也ꎬ未有能冥于内而不游于外

者也ꎮ 故圣人常游外以冥内ꎬ无心以顺有ꎮ
故虽终日见形而神气无变ꎬ俯仰万机而淡然

自若ꎮ 夫见形而不及神者ꎬ天下之常累也ꎮ
是故睹其与群物并行ꎬ则莫能谓之遗物而离

人矣ꎻ睹其体化而应务ꎬ则莫能谓之坐忘而自

得矣ꎮ 岂直谓圣人不然哉ꎬ乃必谓至理之无

此ꎮ
“外内相冥”是至理ꎬ展现至理的典范人物

是圣人孔子ꎮ 孔子能游于外ꎬ即与方外融合ꎬ所
谓“冥外”ꎬ又能游于内ꎬ即与方内融合ꎬ所谓“冥
内”ꎬ这是圣人“游外以冥内”的表层意义ꎮ 从深

层意义来看ꎬ“游外以冥内”即融通方内之道与

方外之道ꎬ“无心以顺有”即以无心来处理世俗

事务ꎬ“故虽终日见形而神气无变ꎬ俯仰万机而淡

然自若”ꎬ把养心养神和治国平天下融合为一ꎮ
郭象之圣人的心境如何呢? 这是理解其理

想人格的关键ꎮ 庄子的理想人格是心斋ꎬ而郭象

的理想人格是无心ꎮ 无心是从心斋转化而来ꎬ但
两者的内涵已发生重要的改变ꎮ

郭象的注文:
彼是相对ꎬ而圣人两顺之ꎮ 故无心者与

物冥ꎬ而未尝有对于天下也ꎮ 此居其枢要而

会其玄极ꎬ以应对无方矣ꎮ («齐物论»注)
神人者ꎬ无心而顺物者也ꎮ («人间世»

注)
象天德者ꎬ无心而偕会也ꎮ («刻意»注)
是以圣人无心而应物ꎬ唯变所适ꎮ («外

物»注)
圣人无心而顺物、冥物ꎮ 从存有义来看ꎬ无

心或指像草木那样根本没有心ꎬ或指心存有而中

止不动ꎬ“心若死灰”ꎬ等于无心ꎬ这是庄子之神

人的心斋ꎮ 庄子之神人心斋ꎬ不知自我和万物ꎬ
而与万物混而为一ꎬ这是对万物漠不关心、无所

作为ꎬ不可谓顺物、冥物ꎮ 因为真正地顺物、冥
物ꎬ是彼此相通相融的ꎮ 彼此必须同情同理ꎬ决
非一方无情无意ꎬ而另一方有情有意ꎬ这表明从

庄子之神人心斋推不出顺物、冥物ꎮ
郭象的注文:

无心而无不顺ꎮ 夫神全形具而体与物冥

者ꎬ虽涉至变而未始非我ꎬ故荡然无纤介于胸

中也ꎮ («齐物论»注)
夫神全心具ꎬ则体与物冥ꎮ 与物冥者ꎬ则

天下之所不能远ꎬ奚但一国而已哉! («德充

符»注)
这表明ꎬ郭象之圣人无心ꎬ不是心斋、坐忘ꎬ

而是神全心具ꎬ即心具备万物万理ꎮ 无心是否能

理解为ꎬ圣人没有成心而包容天下万物之心ꎬ即
圣人以天下万物之心为心ꎬ则圣人自能与任何事

物相融合、冥合ꎮ 笔者认为ꎬ假若圣人之无心ꎬ是
无成心而包容万物万理ꎬ则万物万理纷然杂乱地

集合于圣人之心ꎬ故圣人之心充实且纷乱而不能

虚静ꎬ如何能养心养神呢?
因此ꎬ圣人之无心是一种涵融万物万理以为

一的空灵之心ꎬ一方面圣人之心把万物万理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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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之而为至理ꎮ 至理是一ꎬ一是纯ꎬ一是虚ꎬ则可

消除万物万理纷然杂陈之实ꎻ另一方面ꎬ圣人之

心是空灵之体ꎬ不呈现任何物理而虚静ꎬ能化为

万物万理而灵妙ꎮ 空灵之心未感之时虚静为一ꎬ
感而后动ꎬ遇到一物即化为一物一理ꎬ而与一物

一理相融合ꎬ以顺应和助成一物一理之自得ꎬ«逍
遥游»注:“是以无心玄应ꎬ唯感之从”ꎻ感物之

后ꎬ圣人之心又归于虚静为一ꎬ任何物理在心上

不留下任何痕迹ꎬ如同雁过长空ꎬ影沉碧水ꎮ 这

就如同于水ꎬ未感之时虚静为一ꎻ感而后动ꎬ置于

一形器ꎬ则化为一形器之形ꎻ感物之后ꎬ又回归到

虚静为一ꎮ 因此ꎬ圣人无心而冥物ꎬ即与任何事

物相融合而游于无穷ꎬ既养心养神ꎬ又助成万物

之任性自得而治国平天下ꎮ «逍遥游»注:“夫圣

人之心ꎬ极两仪之至ꎬ会穷万物之妙数ꎬ故能体化

合变ꎬ无往不可ꎻ磅礴万物ꎬ无物不然ꎮ 世以乱ꎬ
故求我ꎬ我无心也ꎮ 我苟无心ꎬ亦何为不应世

哉!”圣人之心会通、穷尽万物之理ꎬ即涵融天下

万物万理以为一(至理)而虚灵不昧ꎬ从而能顺

应任何事物及其变化ꎬ无往不可ꎬ无物不然ꎮ
综上所述ꎬ庄子之理想人格是神人、真人等ꎬ

其心灵境界是心斋、坐忘ꎬ从而与天地万物混而

为一ꎬ这是神人与天地万物毫不相干的混而为

一ꎬ神人逍遥自由ꎬ养心养神ꎬ万物自生自灭ꎬ即
按其本然存在和发展ꎮ 郭象的理想人格是圣人ꎬ
以尧、舜、孔子为代表ꎬ其基本品格是无心而冥

物ꎮ 无心ꎬ即心涵融天下万物万理以为一而空灵

不昧ꎬ从而与任何物理相融合ꎬ不仅自己游于无

穷ꎬ也助成万物任性自得ꎬ这是把养心养神与治

国平天下合而为一ꎮ «应帝王»题注:“夫无心而

任乎自化者ꎬ应为帝王也ꎮ”郭象之圣人对于天下

万事万物有忧患意识、责任感和作为ꎬ但圣人之

心是顺应众人之心ꎬ故心动而不伤ꎻ圣人之为是

顺应事物的本性而为ꎬ故作为而不劳ꎮ 这与儒家

之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有所不同:一方面ꎬ儒
家之仁者与天下万物血脉贯通ꎬ具有强烈的忧患

意识、承担责任感和作为ꎬ“居庙堂之高ꎬ则忧其

民ꎻ处江湖之远ꎬ则忧其君ꎻ是进亦忧ꎬ退亦忧”
(«岳阳楼记»)ꎻ另一方面ꎬ仁者标举仁义礼乐等

价值观念ꎬ转化、改造、提升众人和万物的自然心

性ꎬ“化性起伪”ꎬ不仅自我费心劳神ꎬ众人也遭

遇扰乱、矫饰情性的痛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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