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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文传统视域中的道家“自然”

何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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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中国人文传统审视道家哲学ꎬ核心范畴“自然”蕴含着深沉的人文关怀ꎬ其思想实质是“人文

自然”ꎮ 道家“人文自然”既缘于对“礼乐”人文传统弊端的批判性反思ꎬ更是出于对“自然”人文环境的执着追

求ꎬ其要义在于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ꎬ价值诉求主要体现为对于人的生存环境的强烈关注ꎬ并经由强调人的

“自主性”“自为性”与“自由性”而得以彰显ꎮ 这一诉求在老庄哲学中各具特色ꎬ老子“人文自然”侧重在建构

“自然”的社会政治环境ꎬ庄子“人文自然”偏重于塑造“自然”的个体心灵环境ꎮ “人文自然”是中国人文传统的

道家式表达ꎬ在不断坚定文化自信的新时代ꎬ定会展现其独特的生命力与影响力ꎮ
〔关键词〕中国人文传统ꎻ老庄道家ꎻ“自然”范畴ꎻ人文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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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文化是具有人文传统的文化ꎬ中国

人文传统以重视社会人生意义、强调人伦道德、
关注生存环境、突出“人文化成”为其显著特征ꎮ
«易经贲彖传»所曰“文明以止ꎬ人文也ꎮ 观

乎天文ꎬ以察时变ꎬ观乎人文ꎬ以化成天下”是中

国人文传统早期的经典表达ꎮ 这一表达揭示出

中国人文传统经由“人文”ꎬ即以道德理念、伦理

规范来教化百姓、约束行为ꎬ以达“化成天下”的
突出特征ꎬ并成为先秦诸子思想普遍的理论自觉

与价值追求ꎮ 就中国人文传统上述特征而言ꎬ它
既体现在儒家哲学“礼乐”传统中ꎬ也反映在道

家哲学“自然”思想中ꎮ 因此ꎬ基于中国人文传

统去审视、发掘儒、道哲学的人文意涵ꎬ阐发传统

哲学的思想魅力与生命力ꎬ既是深入推进传统文

化研究ꎬ进一步把握传统思想的深层涵义与时代

价值的理论需要ꎬ更是新时代不断实现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现实需求ꎮ

一、人文自然:“自然”的新诠释

学界对道家哲学核心范畴“自然”的诠释一

直较为固定ꎬ即把其视作是“道”或万物的本性ꎮ
最早做出这一诠释的是汉代的河上公ꎬ他将“道
法自然”释为“道性自然ꎬ无所法也”(«老子道德

经河上公章句象元第二十五»)ꎮ 魏晋时期ꎬ
王弼承袭“道性自然”这一诠释ꎬ指出:“道不违

自然ꎬ乃得其性ꎮ 法自然者ꎬ在方而法方ꎬ在圆而

法圆ꎬ于自然无所违ꎮ” («老子道德经注第二

十五章»)进而ꎬ把“自然”释为万物的本性ꎬ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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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ꎬ“万物以自然为性ꎬ故可因而不可为也ꎬ可通

而不可执也ꎮ”(«老子道德经注第二十九章»)
显然ꎬ他们都把“自然”看作是“道”或万事万物

本身的属性ꎮ 此后的学者大多认可并沿用这一

诠释ꎮ
本世纪以来ꎬ随着对道家哲学多元化诠释的

不断深入ꎬ像陈鼓应、刘笑敢、王博等道家学者在

保留对“自然”作为“道”或万物本性解读的同

时ꎬ也试图基于中国人文传统的特征ꎬ重新赋予

“自然”以新的哲学意义ꎮ 他们认为ꎬ道家“自

然”范畴所体现的哲学意义是“人文自然”ꎮ 刘

笑敢先生最早持这一观点ꎬ他认为ꎬ老子“自然”
范畴的本质或核心要义是“人文自然”ꎬ这样理

解是从本质上揭示了老子“自然”最基本的思想

精神ꎮ〔１〕此后ꎬ陈鼓应、王博等学者也持有类似看

法ꎮ 陈鼓应先生认为ꎬ老庄言说的“自然”范畴

多属于“人文自然”ꎬ其意在突显人的自性ꎬ并强

调无论治身还是治国ꎬ都要顺应人的本性去行

事ꎮ〔２〕他把“自然”的人文意涵ꎬ主要解读为对于

人的本性的遵从ꎬ所谓“自然”也就是突显人“自
性的发挥”或“顺着人的本性而行事”ꎮ 换句话

说ꎬ在道家哲学中ꎬ“自然”范畴蕴含着对于人的

本性与自主性的尊重与顺从ꎮ 这充分体现了中

国人文传统的价值追求ꎮ 北京大学王博教授认

为ꎬ道家人文是一种异于儒家的人文传统ꎬ它是

教化之外的人文ꎬ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

面ꎬ道家借助于“无为”与“自然”两个范畴及其

对儒家教化的否定ꎬ表现出对个体性的肯定ꎻ另
一方面ꎬ道家通过对“生命与外物”关系的深度

思考ꎬ突出了对生命价值的高度肯定ꎮ〔３〕

综上所述ꎬ基于中国人文传统思想特征审视

道家哲学ꎬ三位学者皆以“人文自然”来诠释道

家的核心范畴“自然”ꎮ 在笔者看来ꎬ上述三个

方面的解读ꎬ都意在揭示一个共同特征ꎬ即道家

“自然”范畴所体现出的人文意涵ꎬ主要是对于

人的生存环境的关注ꎮ 不管是“对自主性的尊

重”ꎬ还是强调“生命与外物”的关系ꎬ根本上看

都是对于“自然”的社会人文环境的追求ꎮ 这一

观点也是本文基于中国人文传统特征诠释道家

“自然”的立足点ꎮ 以下对此作进一步阐述ꎮ
作为一种不断追求意义与价值的社会性存

在物ꎬ人的存在需要借助于特定的社会环境ꎬ来
追寻存在意义ꎬ获取生存尊严ꎬ实现人生价值ꎮ
这种特定的社会环境ꎬ主要指由一定的“人文”ꎬ
即道德观念、价值理念所形成的总体社会人文环

境ꎮ 因此ꎬ对于人存在、发展的社会人文环境的

关注和探讨ꎬ便构成中国人文传统的重要特征ꎬ
并成为古代哲人热衷探讨的主要话题ꎬ这在老庄

道家哲学“自然”范畴中便有着突出的体现ꎮ
作为道家哲学重要范畴ꎬ“自然”在老子«道

德经»第二十五章最先得到阐发:“人法地ꎬ地法

天ꎬ天法道ꎬ道法自然ꎮ”这一句的基本涵义是ꎬ人
的生存始于对“地”的效法ꎬ中间经由效法“天”
与“道”ꎬ“自然”则是最终效法的对象ꎮ 这表明ꎬ
在道家哲学中ꎬ“自然”是人类依循的根本原则ꎬ
它既是对“道”的本性与存在方式的描述ꎬ也是

对包括人在内的万事万物根本属性与存在方式

的揭示ꎮ 作为人的根本属性与存在方式ꎬ道家

“自然”所蕴含的意涵内在地具有三个方面:自
主性、自为性与自由性ꎮ “自主性”强调人的存

在与生存皆不受外在事物的主宰或控制ꎬ突出的

是人的主体地位ꎻ“自为性”强调事功的获取以

自我努力为主ꎬ没有依赖外在力量的想法ꎬ突显

的是行为的自主特征ꎻ而“自由性”则表明人一

旦有着“自主” “自为”的存在与行为ꎬ就会自然

而然地呈现“自由”的生存境界ꎮ 这个境界就是

“自然”的社会人文环境ꎮ
可见ꎬ作为人的根本属性与存在方式ꎬ道家

“自然”所蕴涵的“自主性” “自为性”与“自由

性”ꎬ其人文意义主要体现在协调“人与环境的

关系”ꎬ这与同时代其他传统人文侧重在协调

“社会伦理关系”相比ꎬ有着鲜明且独特的价值

诉求ꎮ 道家之所以有如此独特的人文关怀思想ꎬ
一方面基于对传统主流的“礼乐”人文传统弊端

的批判性反思ꎬ另一方面也是对“自然”的社会

人文环境的关注与追求ꎮ 同时ꎬ由于面对时代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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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时解决的立足点与思路不一致ꎬ老庄“人文自

然”有着明显的不同ꎬ老子重在建构“自然”的

“社会政治环境”ꎬ而庄子重在塑造“自然”的“个
体心灵环境”ꎮ

二、老子“人文自然”:“自然”的社会政治

“自然”范畴在«道德经»中出现的次数仅有

五次ꎬ但它所蕴含的哲学意义ꎬ已超过除“道”以
外的任何范畴ꎮ 就老子“自然”范畴蕴含的人文

意涵来看ꎬ“道法自然” («道德经二十五章»ꎬ
下引仅注章数)体现的是对社会总体“人文环

境”的原则性规定ꎬ而余下四次“自然”范畴的思

想着力点ꎬ则无一不是强调人所生存的社会政治

环境ꎮ 由此ꎬ我们可以断定ꎬ老子的“人文自然”
侧重在对于“自然”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关注ꎮ

那么ꎬ在老子心目中ꎬ“人文自然”究竟反映

了怎样的社会政治环境? 接下来ꎬ首先结合老子

对“自然”的论说作出分析:
“悠兮其贵言ꎮ 功成事遂ꎬ百姓皆谓我

自然ꎮ” 〔４〕

“希言自然ꎮ 故飘风不终朝ꎬ骤雨不终

日ꎮ” 〔５〕

“道 之 尊ꎬ 德 之 贵ꎬ 夫 莫 之 命 而 常 自

然ꎮ” 〔６〕

“学不学ꎬ复众人之所过ꎬ以辅万物之自

然而不敢为ꎮ” 〔７〕

所引内容是老子对“自然” 的其他四次论

说ꎮ 第十七章主张统治者的“贵言”是符合“自
然”的原则ꎮ “言”指统治阶级制定的政教法令ꎻ
“贵”意指统治者应重视政教法令可能会产生的

负面影响ꎬ不要随意向百姓发号施令ꎬ干扰人民

自主、自为而自由的发展ꎮ 因而ꎬ当社会出现“功
成事遂”的美好情景时ꎬ百姓便会称赞这是“自
然而然”的结果ꎮ 可以看出ꎬ老子心中理想的政

治环境ꎬ其实是一种“自然”的政治环境ꎬ它是对

于百姓“自主性” “自为性”与“自由性”的遵从ꎮ
在解读本章时ꎬ刘笑敢先生也认为ꎬ“这种说法表

达了百姓对圣人无为而治的推崇”ꎮ〔８〕

老子“自然”之治的主张ꎬ同样反映在其他

三章中ꎮ 第二十三章“希言自然”也是主张统治

者少用政教法令去扰民ꎬ是符合“道”之“自然”
原则的ꎮ 第五十一章的“莫之命而常自然”同样

表明不用行政命令去干扰人民ꎬ是统治者治国理

政的恒常之“道”ꎬ也是顺应“自然” “尊道而贵

德”的体现ꎮ 而且ꎬ统治者还要主动辅助百姓、帮
助百姓、成就百姓ꎮ 第六十四章的一个“辅”字ꎬ
就鲜明地表达出 “自然” 之治的关键是ꎬ采取

“辅”的办法ꎬ以协助百姓自主、自为、自由地生

存和发展ꎮ
可以看到ꎬ老子“人文自然”的立足点在于ꎬ

希望统治阶级通过“自然”之治ꎬ为百姓创设一

种“自然”的社会政治环境ꎮ 在具体论述中ꎬ老
子借助“贵言” “希言” “莫之命” “常自然”等不

同论说强调了这一观点ꎮ 在此基础上ꎬ为了进一

步突显对“自然”社会政治环境的倡导与追求ꎬ
老子又对“不遵道”“不贵德”“不自然”等政治乱

象给以尖锐批判ꎮ 请看老子的论说:
“以道佐人主ꎬ不以兵强天下ꎮ 大

军之后ꎬ必有凶年ꎮ” 〔９〕

“我无为ꎬ而民自化ꎻ我好静ꎬ而民自正ꎻ
我无事ꎬ而民自富ꎻ我无欲ꎬ而民自朴ꎮ” 〔１０〕

“民之饥ꎬ以其上食税之多ꎬ是以饥ꎻ民

之难治ꎬ以其上之有为ꎬ是以难治ꎮ 民之轻

死ꎬ以其上求生之厚ꎬ是以轻死ꎮ” 〔１１〕

所引内容是老子对不遵循“自然”之治造成

社会政治乱象的尖锐批判ꎮ 在第三十章中ꎬ老子

主张“以道佐人主ꎬ不以兵强天下”ꎬ表明以强欺

弱的战争是违背“自然”之治的ꎬ其中“大军之

后ꎬ必有凶年”一句已经揭示出战争的危害ꎮ 在

第七十五章中ꎬ老子对于“上食税之多”“上之有

为”“上求生之厚”等的批判ꎬ更是强调这是造成

“天下无道”、社会混乱的根源ꎮ 对于老子上述

批判思想ꎬ陈鼓应先生也认为ꎬ老庄生活的时代ꎬ
政治祸乱的根本原因是剥削与高压ꎮ〔１２〕

老子的批判思想在第五十七章中得到了进

一步呈现ꎮ 在这里ꎬ老子多次用“好静” “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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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欲”等带有否定性的词语ꎬ深入阐发“自然”
之治的内涵与方法ꎬ就是在强调做到“无为”就

是“自然”之治ꎻ而统治者果真能够施行“自然”
之治ꎬ百姓必然会“自化” “自正” “自富”与“自
朴”ꎮ 老子连用四个“自”ꎬ正是充分强调“自然”
之治下ꎬ百姓的自我主宰、自我发展ꎮ 其中ꎬ“自
化”“自正”说明没有繁琐的政教法令的干扰ꎬ百
姓通过自我教化ꎬ就能迈入生存发展的正轨ꎻ“自
富”“自朴”则表明没了苛捐杂税、强征暴敛的压

迫ꎬ人民自然就会生活富足ꎬ本性纯朴ꎮ 可以看

出ꎬ这里所强调的 “自化” “自正” “自富” “自

朴”ꎬ正是统治者尊重与顺应人的“自主性” “自
为性”与“自由性”的结果ꎮ 无疑ꎬ这充分彰显了

老子对于人的“自然”的生存环境的向往ꎮ
除了上述强调的“无为之治”ꎬ“利民之治”

也是老子塑造“自然”的社会政治环境的重要主

张ꎮ 如果说ꎬ“无为之治”强调统治者要“无为”
“无事”“无欲” “好静”ꎻ那么“利民之治”ꎬ就是

要求统治阶级要顺应民意ꎬ不与民争利ꎬ多做有

利百姓的事ꎮ 老子认为利:
“天长地久ꎮ 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ꎬ以

其不自生ꎬ故能长生ꎮ” 〔１３〕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ꎬ处众人之所恶ꎬ故
几于道ꎮ” 〔１４〕

“圣人无常心ꎬ以百姓心为心ꎮ” 〔１５〕

所引内容皆为老子对统治者能够施行“利民

之治”的赞美ꎮ 第七章中ꎬ老子用天地“不自生”
而能够“长生”的道理ꎬ说明统治者拥有“无私”
的品格是治国安邦、成就事功的关键ꎮ 其中的

“后其身” “外其身”都是意在强调圣人要具有

“无私”的品格ꎮ 在第八章中ꎬ老子以水作喻ꎬ说
明统治者的德性应如水的品格ꎬ“善利万物而不

争”ꎬ就像是“处众人之所恶”的水ꎬ这便是接近

于“道”治了ꎮ 老子在这里强调统治者要有“不
争”之德ꎬ只有统治者“不争”ꎬ即不争名、不争

利ꎬ才能更好地“利万物”“利民”ꎮ 可以看出ꎬ老
子“无私” “不争”主张的根本出发点都是为了

“利民”ꎬ这同样是“自然”之治的具体反映ꎮ 第

四十九章“以百姓心为心”是老子政治思想的核

心诉求ꎬ它表达了老子心目中理想的统治者ꎬ一
定是把百姓放在心中ꎬ顺应民心、合乎民意ꎮ 这

是在“后其身” “外其身” “利万物而不争”基础

上ꎬ进一步表明了政治思想的根本价值追求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ꎬ老子的 “人文自

然”侧重于建构外在的“自然”社会政治环境ꎮ
当然ꎬ纵观老子的人文关怀思想ꎬ尽管也存在对

个体之“心”的关注ꎬ但其立足点仍然是为了建

构“自然”的社会政治环境ꎬ而并非为了塑造“自
然”的个体心灵ꎮ 比如:

“是以圣人之治ꎬ虚其心ꎬ实其腹ꎬ弱其

志ꎬ强其骨ꎮ 为无为ꎬ则无不治ꎮ” 〔１６〕

“五色令人目盲ꎻ五音令人耳聋ꎻ五味令

人口爽ꎻ驰骋畋猎ꎬ令人心发狂ꎻ难得之货ꎬ令
人行妨ꎮ” 〔１７〕

在第三章中ꎬ有“虚其心”“实其腹”“常使民

无知无欲”等论述ꎬ有学者指出这是老子的愚民

思想ꎬ认为老子“提出愚民政策ꎬ使人民安于奴役

的地位ꎬ头脑越简单越便于统治ꎮ 这和孔子‘民
可使由之ꎬ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治一致的”ꎮ〔１８〕

这完全是对老子思想的误读ꎬ是仅仅从字句表面

而没真正深入其哲学内涵的一种曲解ꎮ “虚其

心”意指让百姓内心纯真、朴素ꎬ“实其腹”是指

以“道”充实百姓心中ꎮ 在“常使民无知无欲”
中ꎬ“知”指“巧智”ꎬ“欲”指“贪欲”ꎬ意思是说不

要让百姓拥有“巧智”和“贪欲”之心ꎬ因为“巧
智”和“贪欲”会祸乱社会、危害人民ꎮ 所以说ꎬ
“虚其心” “实其腹”等根本不是什么愚民思想ꎬ
而是老子基于“道”之“自然” “无为”原则ꎬ希望

人们保有纯朴之心ꎬ从而实现社会的“无不治”ꎮ
同样ꎬ在第十二章中ꎬ老子借声色货利所带来的

严重危害ꎬ说明作为圣人的统治者要处理好心与

物的关系ꎬ克制贪婪的欲望ꎬ以保持内心的和谐ꎮ
可以看到ꎬ相较于对“社会政治”的关注ꎬ老子在

“个体心灵”方面并没投入多少热情ꎮ
上述表明ꎬ老子哲学“自然”范畴以社会人

文环境为关注重点ꎬ其“人文自然”竭力倡导“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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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之治ꎬ并以“无为之治”与“利民之治”为其政

治治理的具体内涵ꎮ “无为之治”强调政治治理

的根本理念与方法ꎬ“利民之治”突出政治治理

的根本出发点和价值追求ꎬ二者都在根本的意义

上实现了对于“自然”所蕴含的“自主性” “自为

性”与“自由性”的回应ꎮ
老子哲学人文关怀思想的上述特点ꎬ应该与

“天下无道”乱局中ꎬ为化解“礼乐”人文的弊端ꎬ
极力寻求“自然”之治道有关ꎮ 但是ꎬ经过一两

百年以后ꎬ到战国中后期ꎬ面对社会动荡、生灵涂

炭的严峻现实ꎬ庄子的“人文自然”已不再像其

思想导师老子一样ꎬ对“自然”之治抱有任何希

望ꎬ而是以对于个体生存的强烈关怀ꎬ特别是通

过突显生命本身的价值ꎬ执着地选择如何更好地

安顿“自然”的个体心灵ꎬ这也构成庄子“人文自

然”的根本价值诉求ꎮ

三、庄子“人文自然”:“自然”的个体心灵

庄子哲学对于社会人文环境的关注ꎬ同样也

是始于对“自然”范畴的阐释ꎮ “自然”一词在庄

子哲学中出现的次数也不多ꎬ总共只有八次ꎬ但
这并未影响“自然”在庄子思想中的重要地位ꎮ
以下ꎬ我们通过庄子的论述ꎬ具体分析其“人文自

然”的思想内涵及其特征ꎮ 首先看关于“自然”
的论说:

“惠子曰:‘既谓之人ꎬ恶得无情?’庄子

曰:‘是非吾所谓情也ꎮ 吾所谓无情者ꎬ言人

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ꎬ常因自然而不益身

也ꎮ’” 〔１９〕

上文出自«庄子德充符»ꎬ此篇讨论的主

题是“德”ꎬ所引内容是庄子和惠施的对话ꎬ探讨

的议题是关于人的“有情”和“无情”ꎮ 从对话的

内容看ꎬ双方所言之“情”显然并非同一个论域ꎮ
惠子所论“情”ꎬ是指人伦世俗之“情”ꎬ即常人所

有的喜怒哀乐之情ꎻ庄子所说的“情”ꎬ特指能够

因顺“自然”之“情”ꎮ 换句话说ꎬ庄子之“情”不
是泛指人的喜怒哀乐之情ꎬ而是特指不以人伦世

俗之“好恶” 损伤自身纯朴本性的 “自然” 之

“情”ꎮ 庄子正是通过“自然”之“情”的阐发ꎬ表
达出对于生命与生存的关注ꎬ而这也是庄子哲学

的显著特征ꎮ
对“自然”之“情”的进一步阐发ꎬ庄子是通

过“游”“静” “忘” “虚” “通”等诸多范畴的不断

展开ꎮ 其中ꎬ最能体现庄子对于“自然”社会人

文环境追求的ꎬ则是“游”这一范畴及其所反映

出的“游心” 境界ꎮ 庄子正是通过 “游” 和 “游

心”ꎬ去表现“自由自在”“自适自得”的“自然”的
个体心灵境界ꎮ 这同样反映了庄子“人文自然”
依然是对人的“自主性”“自为性”与“自由性”的
遵循ꎮ 具体而言ꎬ以“游”与“游心”作为“人文自

然”的价值主张ꎬ通过对“自由自在”“自适自得”
心灵秩序的追求ꎬ庄子希望能够超越一切外在的

伦理、政治因素对于个体心灵所造成的束缚ꎬ最
终达到“同于大通”“与天为一”的“自然”的生命

存在境界ꎮ 我们结合庄子的论述加以分析:
“夫列子御风而行ꎬ泠然善也ꎬ旬有五日

而后反ꎮ 彼于致福者ꎬ未数数然也ꎮ 此虽免

乎行ꎬ犹有所待也者ꎮ 若夫乘天地之正ꎬ而御

六气之辩ꎬ以游无穷者ꎬ彼且恶乎待者! 故

曰ꎬ至人无己ꎬ神人无功ꎬ圣人无名ꎮ” 〔２０〕

此段引文出自«庄子逍遥游»ꎬ本篇最能

反映庄子 “人文自然” 对于个体心灵的关注ꎮ
«逍遥游»主题即是“游心”ꎬ主张人们通过摆脱

政治文化、伦理道德、功名利禄、荣辱毁誉等对于

生命的束缚ꎬ使心灵达到自由自在、畅快豪迈的

境界ꎬ表达出富有独特意义的对自由价值的追

求ꎮ 特别是ꎬ庄子通过«逍遥游»的寓言故事ꎬ把
人对于生命的感受ꎬ从自我局限中超拔出来ꎬ置
于广大的宇宙视域ꎬ从而表达了独特的价值追

求ꎮ 所引内容正是这一主题的反映ꎮ 故事中ꎬ列
子御风而行ꎬ虽有超出世间的欢乐与幸福ꎬ但对

于风仍然心中“有所待”ꎬ这说明列子并未达到

“逍遥游”境界ꎮ
那么ꎬ真正的“逍遥游”是什么? “逍遥游”

的实质又是什么? 显然ꎬ所引“乘天地之正ꎬ而御

六气之辩ꎬ以游无穷者”即隐含着“逍遥游”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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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与实质ꎮ “正”指“道”之正ꎬ也即“道”的“自
然”之法则和本性ꎬ“乘天地之正”意思是能够顺

应天地间“自然”的法则ꎻ“辨”通“变”ꎬ“御六气

之辨”是指能够把握住天地自然的种种变化ꎮ 整

句的意思是ꎬ如果能够顺应天地间“自然”法则ꎬ
把握大自然的无穷变化ꎬ就能自由自在地畅游于

广袤无垠的天地间ꎬ这就是庄子“逍遥游”的内

涵所在ꎬ而其实质则表现出精神对于外物的超

越ꎬ表达出对于“自然” 生命存在本质的向往ꎮ
显然ꎬ庄子“人文自然”的内涵ꎬ内在地包含着对

于自由的追求ꎮ
引文的最后一句ꎬ庄子为我们揭示了达到

“逍遥游”的条件ꎬ那就是“至人无己ꎬ神人无功ꎬ
圣人无名”ꎮ 在庄子看来ꎬ“至人” “神人”与“圣
人”都是能够遵循“自然”之“道”的“逍遥游”之
人ꎬ也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格ꎮ 达到“逍遥游”
之人ꎬ能够做到“无己”“无功”“无名”ꎬ也就是尽

除个人的小天地ꎬ摆脱功名利禄、荣辱毁誉的诱

惑ꎮ 当然ꎬ庄子的“逍遥游”并非是要真正从世

俗社会超越ꎬ出离于现实世界之外的“游”ꎬ而是

要“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ꎬ也即是说“逍遥

游”是建立在遵循天地“自然”法则基础之上ꎮ
上述分析也告诉我们ꎬ庄子所强调的 “无

己”“无功”“无名”的“逍遥游”ꎬ从根本上看就是

心灵的“无所待”ꎬ也就是从内心超越包括尊权

高位、功名利禄、荣辱毁誉等在内的一切外在束

缚ꎬ从而达到自由自在、心灵飞扬的生命存在境

界ꎮ 当然ꎬ庄子的“自然”心灵之“游”绝不是安

适闲散之“游”ꎬ更非游戏人生之“游”ꎮ 透过庄

子那表面上轻盈的“游”字ꎬ我们分明能发现他

那着实沉痛与不安的心灵ꎮ 因为ꎬ庄子“人文自

然”所追求的“逍遥游”ꎬ并非让人们在虚空的幻

想中消闲人生ꎬ而是寓激愤与沉痛于悠闲之中ꎬ
并以此对抗生命的艰难与痛楚ꎮ 其实ꎬ庄子心中

的这份沉痛ꎬ我们从«庄子人间世»篇中ꎬ能够

得到进一步的烘托:
“颜回见仲尼ꎬ请行ꎮ 曰: ‘奚之?’ 曰:

‘将之卫ꎮ’曰:‘奚为焉?’曰:‘回闻卫君ꎬ其

年壮ꎬ其行独ꎮ 轻用其国ꎬ而不自见其过ꎮ 轻

用民死ꎬ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ꎮ 民其无如

矣ꎮ ’仲 尼 曰: ‘ 嘻ꎬ 若 殆 往 而 刑

耳!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荡而知之所为出

乎哉?’叶公子高将使于齐ꎬ问于仲尼

曰:‘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ꎬ我其内热

舆! 吾未至乎事之情ꎬ而既有阴阳之患矣ꎻ事
若不成ꎬ必有人道之患ꎮ’” 〔２１〕

«庄子人间世»篇由七个耐人玩味甚而有

些荒诞不经的处世寓言故事构成ꎬ总的思想主题

是揭示生命的艰难与人生的无奈ꎮ 所引两则寓

言ꎬ即是庄子借此对生命艰难与人生无奈的强烈

批判ꎮ
第一则寓言ꎬ庄子通过仲尼与弟子的对话ꎬ

批判统治阶级的独断专行与残暴统治ꎮ “轻用”
指统治者治国理政喜好轻举妄动、纯以己断ꎬ两
个“轻用”联用ꎬ则表明统治者专断妄动带来的

可怕后果ꎮ “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便揭示出这

一后果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ꎻ而且ꎬ由于经年

战乱ꎬ良田没人耕种ꎬ田泽龟裂如焦土一般ꎮ 特

别是“德之所荡而知之所为”一句ꎬ更是点出造

成社会混乱的根源ꎬ即统治者竭力倡导“仁义”
完全是为了争夺“名利”ꎬ以至于百姓用“仁义”
做装饰导致社会道德的异化ꎮ 之所以出现上述

状况ꎬ个中缘由在于ꎬ一旦某种社会化的道德伦

理被固定化ꎬ就可能走向神圣化乃至于被尊崇为

社会的终极价值ꎬ从而成为人们争相装点自身的

护身符ꎬ此时的道德伦理往往已不再具有范导人

心、人性的功能ꎬ反而成为造成社会动荡的祸患ꎮ
第二则寓言ꎬ通过叶公子高与仲尼围绕出使的对

话ꎬ庄子表达了即使没有战乱发生ꎬ人们往往也

会遭受“阴阳之患”或“人道之患”这样无奈之

痛ꎮ 显然ꎬ庄子通过两则寓言揭露并批判了统治

者残暴行径ꎬ也足见百姓艰难的人生ꎮ 正是借助

于这样的批判ꎬ庄子实现了对“逍遥游”的注解ꎬ
回应了人生为什么要“逍遥游”ꎮ

当然ꎬ庄子以“游心”为主题的“自然”个体

心灵ꎬ就其实质而言ꎬ包含着超越现实功利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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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性活动ꎮ 如果我们理性地、实事求是地去分

析ꎬ置身于一定社会关系之中的人ꎬ要实现“逍遥

游”这一精神性活动ꎬ实际上是不可能的ꎮ 但是ꎬ
又不得不指出ꎬ庄子的“自然”之“游”及其所建

构的“自然”的个体心灵ꎬ更多地是在表达对时

代与现实的强烈不满和尖锐批判ꎮ 他是在万般

无奈之下ꎬ建构一条通往“自由自在” “自适自

得”的“自然”之心ꎮ 显然ꎬ庄子所建构的“自然”
的个体心灵ꎬ同样体现了对于人的“自主性”“自
为性”与“自由性”的遵循ꎮ

四、结　 语

基于中国人文传统审视道家哲学ꎬ核心范畴

“自然”蕴含着深沉的人文关怀ꎮ 其深沉性主要

体现在通过对“礼乐”人文传统弊端的批判性反

思ꎬ彰显出对于生命和生存的强烈关怀ꎬ并经由

强调人的“自主性”“自为性”与“自由性”而得以

彰显ꎬ其思想实质是“人文自然”ꎮ 道家“人文自

然”的要义在于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ꎬ这与同

时代其他人文传统侧重在协调“社会伦理关系”
相比ꎬ有着鲜明且独特的价值诉求ꎬ这一诉求在

老庄哲学中则呈现出不同的特点ꎮ
老子“人文自然”侧重在建构“自然”的社会

政治环境ꎮ 缘于对传统宗法性“礼乐”人文所产

生的弊端的批判性反思ꎬ对于诸如政令的苛严、
赋税的过度、治理的高压等如此“不自然”的社

会人文环境的批判ꎬ老子理想的人文环境是通过

“无为之治”与“利民之治”ꎬ最终达致“自然”之
治ꎮ 而庄子“人文自然”偏重在塑造“自然”的个

体心灵环境ꎮ 出于对人的生命与生存的“自然”
价值重构ꎬ对于“自由自在” “自适自得”人文环

境的追求ꎬ庄子理想中的人文环境是通过“游”
与“游心”ꎬ塑造个体的“自然”之心ꎮ 老庄“人文

自然”都在根本的意义上ꎬ实现了对“自然”作为

人存在的根本属性所蕴涵的“自主性”“自为性”
与“自由性”的回应ꎮ

“人文自然” 是中国人文传统的道家式表

达ꎬ尽管它的产生是为了因应特定时代的社会困

惑与人的生存困境ꎬ但其富有独特性的价值诉求

历久而弥新ꎬ在不断坚定文化自信的新时代ꎬ定
会展现传统人文思想的生命力与影响力ꎬ并在当

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建构与发展中ꎬ发挥着独特的

启示作用ꎮ 比如ꎬ老子“自然”的社会政治环境ꎬ
内在地包含着“富强” “民主” “自由” “平等”的

意蕴ꎬ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理念上的高

度契合ꎻ庄子“自然”的个体心灵环境对于“游”
与“游心”的执着追求ꎬ则与当下人们强调心理

疏导、注重心灵和谐也有异曲同工之妙ꎮ 当然ꎬ
这一议题已溢出本文论域ꎬ需要专文另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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