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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脉中的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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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理解王阳明这个人物ꎬ关键不在于其世俗功业ꎬ而在于其人对道的觉悟ꎬ以及其学说对道体的阐

释ꎮ 阳明学ꎬ重新开启孔孟学说的心性要旨ꎬ在根本上是关于道体的学问ꎬ其内容皆可从孔孟和儒家经典那里找

到渊源ꎬ称得上地道的儒学ꎮ 王阳明从道或圣的角度看待孔孟ꎬ也从道的角度理解和阐释儒家经典ꎬ将儒学归结

为关于道体并让人觉知道体的学问ꎮ 基于道的立场审视ꎬ可看到从尧舜ꎬ到周文ꎬ到孔孟ꎬ到周程ꎬ再到陆王的传

承以及由此形成的道的系统ꎮ 处在这样一个道的系统中的王阳明ꎬ可谓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实见道体之人ꎬ也是

道的实践者和传承者ꎮ ２１ 世纪ꎬ只有这样一种道的文明在中国ꎬ在亚洲ꎬ在东方ꎬ乃至在全球重新兴起ꎬ才可以

说“王阳明的世纪”真正到来ꎮ
〔关键词〕王阳明ꎻ道体ꎻ儒学ꎻ阳明学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２ － １６９８. ２０２１. ０３. ０１６

　 　 王阳明生于 １４７２ 年ꎬ卒于 １５２９ 年ꎬ生活时

代对应于欧洲“文艺复兴”盛行时期ꎬ是中国历

史上的重要人物ꎬ也是备受日本人推崇、对日本

近现代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ꎮ 古语讲ꎬ“太
上有立德ꎬ其次有立功ꎬ其次有立言ꎬ虽久不废ꎬ
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ꎬ此种用

以权衡人物的“三不朽”标准ꎬ在一些人看来适

用于王阳明一生ꎬ而自古以来同时满足这三项标

准的人屈指可数ꎮ 王阳明可谓一位道德与功业

皆有成就、道德评判与历史评判未曾显出过大张

力的人物ꎮ «明史»为王阳明作传ꎬ以转述的方

式标示出王阳明在 “气节、文章、功业” («明

史王守仁传»)三方面的卓越成就ꎮ «四库全

书王文成全书总目提要»也说ꎬ“守仁勋业气

节ꎬ卓然见诸施行ꎬ而为文博大昌达ꎬ诗亦秀逸有

致ꎬ不独事功可称ꎬ其文章自足传世也ꎮ”逝世后ꎬ
王阳明谥“文成”ꎬ从祀孔庙ꎬ明朝的诰命认为ꎬ
王阳明“绍尧、孔之心传ꎬ微言式阐ꎻ倡周、程之道

术ꎬ来学攸宗永为一代之宗臣ꎬ实耀千年之

史册”ꎮ〔１〕这样的评价和礼遇ꎬ在中国历史上不可

说不高ꎮ 然而ꎬ王阳明也是饱受非议并引发争

论、长期难被理解的人物ꎮ 有人说ꎬ“２１ 世纪是

王阳明的世纪”ꎬ在 ２１ 世纪已经过去两个十年ꎬ
如何看待这样的命题? 究竟应当如何审视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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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这个人物及其学说? 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文

化问题ꎮ

一、儒家学脉与道的系统

对于王阳明及其学说ꎬ无论是阳明后学ꎬ还
是王阳明自己ꎬ都始终带着“道”的眼光ꎮ 在阳

明后学那里ꎬ王阳明是堪与孔孟比肩并论的人

物ꎮ 王畿在«刻阳明先生年谱序»中说ꎬ“阳明先

师超然有悟于‘良知’之旨:无内外ꎬ无精

粗ꎬ一体浑然ꎬ是即所谓‘未发之中’也ꎮ 其说虽

出于孟某氏ꎬ而端绪实原于孔子ꎮ 此学脉

也ꎮ 师以一人超悟之见ꎬ呶呶其间ꎬ欲以挽回千

百年之染习ꎬ盖亦难矣ꎮ” 〔２〕 黄道周在«王文成公

集序»中说ꎬ“明兴而有王文成者出ꎮ 文成出而

明绝学ꎬ排俗说若仁者之无敌ꎬ自伊尹以来ꎬ
乘昌运ꎬ奏显绩ꎬ未有盛于文成者也ꎮ 晦庵

当五季之后ꎬ禅喜繁兴ꎬ豪杰皆溺于异说ꎬ故宗程

氏之学ꎬ穷理居敬ꎬ以使人知所持循ꎮ 文成当宋

人之后ꎬ辞章训诂ꎬ汩没人心ꎬ虽贤者犹安于帖

括ꎬ故明陆氏之学ꎬ易简觉悟ꎬ以使人知所返本ꎮ
虽然ꎬ晦庵学孔ꎬ才不及孔ꎬ以止于程ꎻ故其文章

经济ꎬ亦不能逾程以至于孔ꎮ 文成学孟ꎬ才与孟

等ꎬ而进于伊ꎻ故其德业事功ꎬ皆近于伊ꎬ而进于

孟ꎮ 夫自孔、颜授受ꎬ至宋明道之间ꎬ主臣明圣ꎬ
人才辈生ꎬ盖二千年矣ꎮ 又五百年而文成始

出ꎮ” 〔３〕董沄在«题‹传习录›后»中也说ꎬ“斯道之

在天下ꎬ虽天命人心之固有ꎬ其盛衰显晦ꎬ实由气

数ꎮ 文、武之后ꎬ斯道与王迹俱降ꎬ渐远渐微ꎬ不
绝如线ꎬ历数百年ꎬ至仲尼一唱而天下响应ꎮ 仲

尼之后ꎬ至孟子没有遂绝ꎬ历战国、秦、汉ꎬ如灭烛

夜行ꎮ 至于宋而濂、洛、关、闽诸大儒出而昌

之ꎬ五星聚奎ꎬ斯道于是乎大明矣ꎮ 然天下之士ꎬ
见在上者之崇重乎此也ꎬ遂借之以为利禄之梯ꎬ
讲之愈明ꎬ而失之愈远ꎬ大非先儒之初心矣ꎮ 以

至于今ꎬ而笃生阳明夫子ꎬ提天下之耳ꎬ易天下之

辙ꎬ海内学者ꎬ复响应焉”ꎮ〔４〕诸如此类的评价ꎬ涉
及王阳明与孔孟的联系以及与朱熹的不同ꎬ眼光

并未集中于通常的气节、文章、功业方面ꎬ而是从

儒家学脉的角度审视王阳明及其学说ꎬ将王阳明

视为千百年间与孔孟遥相呼应、重新发现“道”
的伟大人物ꎮ

对此ꎬ王阳明亦有明显、一贯而坚定的自觉

意识ꎮ 有人曾称赞王阳明说ꎬ“古之名世ꎬ或以文

章ꎬ或以政事ꎬ或以气节ꎬ或以勋烈ꎬ而公克兼之ꎮ
独除却讲学一节ꎬ即全人矣ꎮ”王阳明却笑着回

应ꎬ“某愿从事讲学一节ꎬ尽除却四者ꎬ亦无愧全

人ꎮ” 〔５〕由此可见王阳明对其学说的自知和自信ꎮ
相比文章、气节、功业ꎬ王阳明更为看重其学术ꎬ
一如他所讲ꎬ“圣贤非无功业气节ꎬ但其循着这天

理ꎬ则便是道ꎬ不可以事功气节名矣”ꎻ“读书讲

学ꎬ此最吾所宿好”ꎮ〔６〕 这些话语ꎬ表达出王阳明

以“道”融贯其文章、气节和功业的生命态度ꎮ
孔子以“十五有志于学ꎬ三十而立ꎬ四十而不惑ꎬ
五十而知天命ꎬ六十而耳顺ꎬ七十而从心所欲不

逾矩”(«论语为政»)总结一生ꎬ也可看到贯穿

其间的“道”的线索ꎮ “道”也贯彻在阳明学中ꎬ
以致用通常纸面上的学术研究来定位王阳明学

说并不合适ꎮ 王阳明说ꎬ“道必体而后见ꎬ非已见

道而后加体道之功也ꎻ道必学而后明ꎬ非外讲学

而复有所谓明道之事也ꎮ 然世之讲学者有二:有
讲之以身心者ꎻ有讲之以口耳者ꎮ 讲之以口耳ꎬ
揣摸测度ꎬ求之影响者也ꎻ讲之以身心ꎬ行著习

察ꎬ实有诸己者也ꎬ知此则知孔门之学矣ꎮ” 〔７〕 阳

明学显然属于“讲之以身心者”ꎬ是与“见道”“明
道”“体道”密不可分的“孔门之学”ꎮ 对“道”的
讲说、阐释和传播ꎬ可谓王阳明“龙场悟道”后坚

持不懈、死而后已的事业ꎮ 王阳明“居夷三载ꎬ见
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ꎬ始自叹悔错用了三

十年气力”ꎬ〔８〕 而后即开始反复讲授孔孟心学ꎮ
他时常感慨ꎬ“此理简易明白若此ꎬ乃一经沉埋数

百年”ꎻ“自孔孟既没ꎬ此学失传几千百年ꎮ 赖天

之灵ꎬ偶复有见ꎬ诚千古之一快ꎬ百世以俟圣人而

不惑者也ꎮ 每以启夫同志ꎬ无不跃然以喜者”ꎮ〔９〕

从王阳明的生平及其遗留著述看ꎬ王阳明是儒学

传承过程中ꎬ重新真切发明道统ꎬ并自觉接续孔

孟学脉的史上罕见的“道”的觉悟者、实践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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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者ꎮ 王阳明及其学说在当时受到肯定和推

崇ꎬ并在后世获得新的发掘ꎬ应该说与几千年中

国文化传承进程中绵延不绝的“道”或道体有着

重要关联ꎮ
从历史看ꎬ对于道体或心体的觉察和把握ꎬ

在儒学变迁史上有长期的中断ꎬ亦有明显的分

歧ꎮ 关于分歧ꎬ«韩非子显学»提到ꎬ“世之显

学ꎬ儒墨也ꎮ 儒之所至ꎬ孔丘也ꎮ 墨之所至ꎬ墨翟

也ꎮ 自孔子之死也ꎬ有子张之儒ꎬ有子思之儒ꎬ有
颜氏之儒ꎬ有孟氏之儒ꎬ有漆雕氏之儒ꎬ有仲良氏

之儒ꎬ有孙氏之儒ꎬ有乐正氏之儒ꎮ 自墨子之死

也ꎬ有相里氏之墨ꎬ有相夫氏之墨ꎬ有邓陵氏之

墨ꎮ 故孔墨之后ꎬ儒分为八ꎬ墨离为三ꎬ取舍相反

不同ꎬ而皆自谓真孔墨ꎬ孔墨不可复生ꎬ将谁使定

世之学乎? 孔子、墨子俱道尧舜ꎬ而取舍不同ꎬ皆
自谓真尧舜ꎬ尧舜不复生ꎬ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
殷周七百余岁ꎬ虞夏二千余岁ꎬ而不能定儒墨之

真ꎬ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ꎬ意者其不

可必乎! 无参验而必之者ꎬ愚也ꎻ弗能必而据之

者ꎬ诬也ꎮ 故明据先王ꎬ必定尧舜者ꎬ非愚则诬

也ꎮ 愚诬之学ꎬ杂反之行ꎬ明主弗受也ꎮ”在这段

话中ꎬ韩非子以学说的分化和时间的久远ꎬ将儒

家描述为支离破碎、根据也不牢靠的学派ꎬ由此

对儒学与孔子乃至尧舜之间的准确联系提出理

论质疑ꎮ 然而ꎬ从后来实际的中国历史看ꎬ儒学

终究回到孔孟以及尧舜那里ꎬ由此而形成的道统

和道学也愈益明确坚固ꎮ 在言及儒学历史时ꎬ韩
愈采取“道” 的视角ꎬ洞察到儒家道统的中断ꎮ
他在«原道»中指出ꎬ“尧以是传之舜ꎬ舜以是传

之禹ꎬ禹以是传之汤ꎬ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ꎬ文
武、周公传之孔子ꎬ孔子传之孟柯ꎬ柯之死不得其

传焉ꎮ”韩愈所看到的这种道统的断裂ꎬ直到宋明

时期通过理学和心学才得以弥合ꎮ 宋明以来ꎬ自
朱熹编«伊洛渊源录»始ꎬ接连出现«圣学宗传»
«理学宗传»«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学统»«道
统录» «闽中理学渊源考» «清儒学案»等著作ꎮ
犹如禅宗灯录对各祖师和成就者的言行汇编一

样ꎬ这些著作整理儒家古今人物传记及其著述ꎬ

使儒学源流脉络更为确定、清晰和丰满ꎬ由此日

渐成为与尧舜孔孟牢固连接并以“道”贯通起来

的道学系统ꎮ 在此系统和源流中ꎬ王阳明称得上

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ꎮ 阳明后学如此看ꎬ到现

代ꎬ基于中国文化中“五百年必有王者兴ꎬ其间必

有名世者” («孟子公孙丑») 〔１０〕 的观测角度ꎬ
王阳明仍被有些学者视为中国历史上五百年一

出、具有时代分水岭意义的关键人物ꎮ
不过ꎬ对于儒学乃至中国文化中此类重要人

物的确定ꎬ历史上也存在不同意见ꎮ 尤为典型的

是ꎬ古今一些评论认为ꎬ宋明儒学中具有划时代

意义的人物不是王阳明ꎬ而是朱熹ꎮ «宋史»提

到朱熹“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ꎬ圣经之旨

不明ꎬ而道统之传始晦ꎮ 于是竭其精力ꎬ以研穷

圣贤之经训”ꎬ并引述朱子后学的话来评定朱熹:
“道之正统ꎬ待人而后传ꎮ 自周以来ꎬ任传道之

意、得统之正者ꎬ不过数人ꎬ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

者ꎬ一二人而止耳ꎮ 由孔子而后ꎬ曾子、子思继其

微ꎬ至孟子而始著ꎮ 由孟子而后ꎬ周、程、张子继

其绝ꎬ至熹而始著ꎮ” («宋史朱熹传»)这一叙

述和评价ꎬ显然也在儒学脉络中ꎬ从道统的角度ꎬ
将朱熹推至极致ꎮ 在朱子后学那里ꎬ被抬高到与

孔子并立的“万世宗师”地位的是朱熹ꎮ 明代薛

暄说ꎬ“尧、舜、禹、汤、文、武之道ꎬ非得孔子ꎬ后世

莫知所尊ꎮ 周、程、张子之道ꎬ非得朱子ꎬ后世莫

知所统ꎮ 孔子之后ꎬ有大功于道学者ꎬ朱子也”
(«读书续录»卷五)ꎮ 到现代ꎬ钱穆表现出同样

的倾向ꎮ 他认为ꎬ“在中国历史上ꎬ前古有孔子ꎬ
近古有朱子ꎬ此两人ꎬ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

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ꎬ留下莫大影响ꎮ 旷观

全史ꎬ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ꎮ” 〔１１〕 不仅于此ꎬ清代

一些有关儒家宗录汇编的书ꎬ带有明显推崇朱熹

而贬抑王学的学术立场ꎮ 张伯行在«道统录»下
卷ꎬ只编周、程、张、朱ꎬ而未及王阳明ꎮ 熊赐履在

«学统»中ꎬ分学统为“正统” “翼统” “附统” “杂
统”“异统”五种ꎬ将朱熹归为“正统”ꎬ而将王阳

明列入“杂统”ꎬ批评“阳明未尝以佛氏为讳
自有明正嘉而降ꎬ百余年间ꎬ斯文一大为沦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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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ꎬ谴责阳明后学“立为三教一家之说以附和

之ꎬ名为浑同、为调停ꎬ实则窜入尼山之室而据其

座也ꎮ” 〔１２〕这样的归类和批评ꎬ与阳明后学对朱

熹与王阳明的判断大相径庭ꎬ甚至不乏门户清理

的意蕴ꎮ 一如李振裕在为«学统»所作的序中所

言ꎬ“曰‘杂’ꎬ曰‘异’ꎬ则非我族矣ꎮ 名为统ꎬ而
实无统焉者也ꎮ 呜呼! 一出一入ꎬ盖其严哉
‘杂’与‘异’之害道者不可胜计‘杂’者挟持

偏僻ꎬ而阴窜吾道之中辨‘杂’之戾于正也

尤难ꎮ” 〔１３〕王阳明在世时ꎬ阳明学即被一些人视

为“伪学” “邪说” 而遭受谤劾ꎮ 清人所编 «明

史»ꎬ不讳谤议ꎬ援引讥评ꎬ亦断定王阳明“矜其

创获ꎬ标异儒先ꎬ卒为学者讥” («明史王守仁

传»)ꎮ
关于王阳明以及儒家关键人物的不同判断

和意见ꎬ体现出儒学发展进程中的源流分歧ꎬ以
及把握儒学真义的难度ꎮ 儒学作为中国文化传

统的基本学术形态ꎬ包涵有令后世感到困惑以致

难以辨清、易生分歧的形而上学要素ꎬ由此在长

期的历史变迁中呈现出各种歧见和样式ꎮ 道体

及其作用原理ꎬ可谓引发分歧的关键所在ꎮ 从历

史看ꎬ在儒学从孔孟到宋明的漫长发展过程中ꎬ
汉代的董仲舒是一个重要人物ꎬ但道体或心体看

上去并未受到董仲舒的重点关注ꎮ 宋明是孔孟

心性要义得以重现的时期ꎮ 对作为孔孟学说根

本的道体或心体的关注ꎬ持续贯穿于从周敦颐ꎬ
到二程ꎬ再到朱熹、陆王的宋明理学中ꎬ成为宋明

理学的基本特质ꎮ «宋史»也因此在正史列传中

开始专辟«道学»ꎮ 应该说ꎬ宋明理学作为所谓

“新儒学”的历史意义ꎬ正在于使儒学中以往被

长期埋没的道体或心体这一因素重新发明出来ꎮ
后至清代ꎬ康有为对道体或心体亦有所察觉ꎬ但
他在学术上更多表现出对董仲舒儒学路径的追

循ꎬ侧重于政治层面的公羊学ꎮ 综合起来看ꎬ程
朱理学、陆王心学、康有为的公羊学ꎬ作为宋明以

来儒学的重要发展ꎬ都触及儒学的“体—用”层

面ꎬ但又各有侧重ꎮ 相比而言ꎬ朱子学表现出对

“用”的层面的礼教的僵化固守ꎬ这与对道体虽

有所识见但未能透彻直见不无关联ꎻ阳明学表现

出对道体的反复而一贯的阐述ꎬ虽然注意到

“用”的灵活性和多变性ꎬ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

下并未着力于“用”的层面的大变革ꎻ晚清公羊

学则表现出在世界背景下对“用”的层面的可变

性ꎬ特别是政治变革的加强ꎬ而对道体的阐述显

得不够充分ꎮ 这是在现代条件下审视儒学ꎬ特别

是阳明学ꎬ尤需看清的ꎮ

二、道体实践与主观识见

在道体及其作用这一关键主题上ꎬ阳明学与

朱子学如同朱陆之别那样ꎬ呈现出重要而细微的

差别ꎮ 对此差别的洞察涉及对儒学乃至中国文

化要义的真切把握ꎮ 朱子后学对王阳明的歧视ꎬ
以及阳明后学对朱熹的异议ꎬ看上去都同朱子学

与阳明学之间的差别有着紧密联系ꎮ 就辨别儒

学发展进程中的真义与歧见而言ꎬ洞察分析阳明

学与朱子学之间的异同ꎬ殊为必要和重要ꎮ 在很

大程度上ꎬ对朱熹和王阳明及其学说的判定ꎬ所
显现的实为判断者的学识、眼光和知见ꎮ 现代无

论是以朱熹比论孔子ꎬ还是以王阳明为孔门子路

之类的看法ꎬ都很难说真正懂得了王阳明、阳明

学以及朱陆之别ꎮ
就学术影响而言ꎬ王阳明身前身后一直存在

较为强势的“朱子学”背景ꎮ 朱子理学与象山心

学在南宋同起并称ꎬ而朱熹、陆象山过世后ꎬ象山

心学“淹而未显”ꎬ〔１４〕 朱子理学则在元、明、清三

代被长期奉为正统ꎮ 到王阳明时代ꎬ“晦庵之学ꎬ
天下之人童而习之ꎬ既已入人之深ꎬ有不容于论

辩者ꎮ 而独惟象山之学ꎬ则以其尝与晦庵之有

言ꎬ而遂藩篱之ꎮ 且四百年ꎬ莫有为之一洗

者ꎮ” 〔１５〕从儒学系统看ꎬ朱子理学与象山心学有

如禅宗的北派与南宗ꎬ前者成为得到朝廷支持的

“官学”ꎬ后者则在沉寂近四百年后通过王阳明

才得以重启复兴ꎮ 新兴的“阳明学”ꎬ犹如象山

心学一样ꎬ看上去与“朱子学”也存在张力ꎮ 王

阳明认定象山心学“得孔孟之正传”ꎬ〔１６〕 而紧随

象山心学的“阳明学”亦直追孔孟ꎬ在明代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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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学”的直接竞争者ꎬ并且后来居上ꎬ一时

“风行天下” («明儒学案»卷三十二)ꎮ «明史»
记载ꎬ“明初诸儒ꎬ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ꎬ师承

有自ꎬ矩矱秩然ꎮ 宗守仁者ꎬ曰姚江之学ꎬ别
立宗旨ꎬ显与朱子背弛ꎬ门徒遍天下ꎬ流传逾百

年ꎮ 嘉、隆而后ꎬ笃信程、朱ꎬ不迁异说者ꎬ无
复几人矣ꎮ”(«明史儒林»)只是ꎬ复兴的“陆王

心学”虽然盛开一时ꎬ但在王阳明过世百年后遭

受堵塞ꎬ再次被“程朱理学”这一大背景所淹没ꎮ
直至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晚清以来近两百年间ꎬ
“阳明学”才再度崛起ꎬ成为影响中日两国开启

现代进程、引领近代变革的时代思潮ꎬ而与此形

成对照的是“程朱理学”淡出历史舞台ꎮ
“朱子学”与“阳明学”呈现出的历史影响和

不同命运ꎬ看上去与两种学说的特性有较为密切

的联系ꎮ 尽管朱熹与王阳明ꎬ以及“朱子学”与

“阳明学”之间存在重要差别ꎬ但“朱子学”与“阳
明学”又明显同归儒学脉络ꎬ可谓儒学在宋明时

期重新崛起的两个峰头或潮流ꎮ 置于儒学系统

看ꎬ“阳明学”与“朱子学”可谓异中有同ꎬ同中有

异ꎬ对这两种学术的分辨构成了明代以来儒学的

重要内容ꎮ 就同的方面而言ꎬ朱熹与王阳明都注

意到道体或心体在儒学中的根本地位和重要性ꎮ
在王阳明看来ꎬ“宋周、程二子后ꎬ惟象山陆氏简

易直捷ꎬ有以接孟氏之传ꎮ 而朱子集注、或问之

类ꎬ乃中年未定之说ꎮ” («明史王守仁传»)因

此ꎬ王阳明试图通过«朱子晚年定论»ꎬ来为朱熹

对心体的觉察和重视提供些许证据ꎬ由此促成自

己与朱熹的一致ꎮ «朱子晚年定论»煞费苦心地

甄选出朱熹有关觉知心体重要性的诸多话语ꎮ
例如ꎬ“自家一个身心不知安顿去处ꎬ而谈王说

伯ꎬ将经世事业别作一个伎俩商量讲究ꎬ不亦误

乎”ꎻ“若使道可以多闻博观而得ꎬ则世之知道者

为不少矣ꎮ 日用之间ꎬ观此流行之体ꎬ初无

间段处ꎬ有下功夫处ꎮ 于日用间察之ꎬ知此

则知仁矣”ꎻ “孟子言 ‘学问之道ꎬ惟在求其放

心’ꎬ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里’ꎮ 今一向耽着

文字ꎬ令此心全体都奔在册子上ꎬ更不知有己ꎮ

便是个无知觉不识痛痒之人ꎬ虽读得书ꎬ亦何益

于吾事邪”ꎻ“为学之要ꎬ只在着实操存ꎬ密切体

认ꎬ自己身心上理会”ꎻ“只是口说ꎬ不曾实体于

身ꎬ故在己在人ꎬ都不得力”ꎻ“于静中体认大本

未发时气象分明ꎬ即处事应物ꎬ自然中节”ꎻ“大
体未正ꎬ而便察及细微ꎬ恐有‘放饭流啜而问无齿

决’之讥也”ꎮ 这些话语ꎬ足以表明朱熹晚年认

识到“旧说之非ꎬ痛悔极艾”ꎬ而且确已留意“道
之体用”及其在儒学中的重要性ꎬ但以此印证朱

熹晚年对心体的觉悟仍显得远远不够ꎮ〔１７〕 从王

阳明编«朱子晚年定论»ꎬ以及朱熹注解“四书”、
«参同契»ꎬ编«伊洛渊源录»等看ꎬ对于作为儒学

基要或核心的、形而上的道体或心体ꎬ朱熹与王

阳明实有共同关注ꎮ 也是在此“道”或道体意义

上ꎬ王阳明认为ꎬ“朱、陆二贤者天姿颇异ꎬ途径微

分ꎬ而同底于圣道则一”ꎮ〔１８〕

尽管如此ꎬ与朱熹以及很多其他儒家人物相

比ꎬ王阳明有其他人虽心愿往ꎬ但力所难及也终

未至的独到之处ꎮ 在对“四书”以及其他儒家经

典的解释上ꎬ王阳明时常表现出与朱熹不同ꎮ 经

常被提到的典型例子是ꎬ朱熹讲“在新民”ꎬ王阳

明则坚持贯通起来讲“在亲民”ꎮ 即使王阳明有

意通过«朱子晚年定论»来弱化乃至消除其与朱

熹之间的隔阂ꎬ但差别也还是会从内在或外在方

面突显出来ꎮ «朱子晚年定论»收录了朱熹有关

“敬”的两段话语ꎬ在很大程度上仍映现出朱熹

与王阳明之间难以破除的间隔或不同ꎮ 这两段

话是ꎬ“日用之间ꎬ痛自敛饬ꎬ乃知敬字之功亲切

要妙乃如此”ꎻ“学问根本在日用间ꎬ持敬集义工

夫ꎬ直是要得念念省察”ꎮ〔１９〕正如«宋史»所言ꎬ朱
熹“为学以居敬为主” («宋史道学»)ꎬ亦
如陈献章所言ꎬ“千秋朱紫阳ꎬ说敬不离口”(«白

沙子全集»卷六)ꎬ“敬”可谓“朱子学”一贯强调

的基本修养ꎬ以致朱熹被一些后学描述为从早到

晚、自少至老端整谨肃抑或拘谨克制的理学家形

象ꎮ〔２０〕而从«传习录»ꎬ可鲜明看到王阳明对于

“敬”的不同态度ꎮ «传习录»记载:“蔡希渊问:
‘文公大学新本ꎬ先格致而后诚意工夫ꎬ似与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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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相合ꎮ 若如先生从旧本之说ꎬ即诚意反在格

致之前ꎬ于此尚未释然ꎮ’先生曰:‘大学工夫即

是明明德ꎬ明明德只是个诚意ꎬ诚意的工夫只是

格物致知ꎮ 若以诚意为主ꎬ去用格物致知的工

夫ꎬ即工夫始有下落ꎬ即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

事ꎮ 如新本先去穷格事物之理ꎬ即茫茫荡荡ꎬ都
无着落处ꎬ须用添个敬字方才牵扯得向身心上

来ꎬ然终是没根源ꎮ 若须用添个敬字ꎬ缘何孔门

倒将一个最紧要的字落了ꎬ直待千余年后要人来

补出? 正谓以诚意为主ꎬ即不须添敬字ꎬ所以提

出个诚意来说ꎬ正是学问的大头脑处ꎮ 于此不

察ꎬ直所谓毫厘之差ꎬ千里之谬ꎮ 大抵中庸工夫

只是诚身ꎬ诚身之极便是至诚ꎻ大学工夫只是诚

意ꎬ诚意之极便是至善ꎮ 工夫总是一般ꎮ 今说这

里补 个 敬 字ꎬ 那 里 补 个 诚 字ꎬ 未 免 画 蛇 添

足ꎮ’” 〔２１〕在这段话中ꎬ“诚”看上去是表明意识

主体自觉融合、突破主客观二元框架的语词ꎬ而
“敬”所表明的则是仍然处在主观与客体的二元

结构中、并且立基于主观的处境或状态ꎮ 王阳明

关于“诚”与“敬”的此种细微辨别ꎬ实际拉开了

王阳明与朱熹以及很多其他儒家学者的差距ꎮ
«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记载:“有老父问曰:‘当
船危时ꎬ君正坐色甚庄ꎬ何也?’伊川曰:‘心存诚

敬耳ꎮ’老父曰:‘心存诚敬固善ꎬ然不若无心ꎮ’
伊川欲与之言ꎬ而老父径去ꎮ” 〔２２〕 后来ꎬ同样被人

从“立德、立功、立言” 的高度予以评价的曾国

藩ꎬ在著述中也留有很多“居敬”话语ꎮ
“敬”“诚”之别显示出朱熹与王阳明的精微

差异ꎮ 此种差异是长期存在的ꎮ 朱熹注解“四
书”“四十余年”ꎬ临终的前一天仍在琢磨和修改

关于 «大学» 的注释ꎬ可谓 “毕力钻研ꎬ死而后

已”ꎮ〔２３〕而从王阳明的著述中亦可看到王阳明念

兹在兹地长年坚持ꎮ 只是ꎬ与朱熹的文字注解不

同ꎬ王阳明的持续实践看上去有着别样的内容和

形式ꎮ 王阳明多次提到其亲身实践ꎮ 他说ꎬ“致
良知ꎬ在格物上用功ꎬ却是有根本的学问ꎮ 日长

进一日ꎬ愈久愈觉精明”ꎬ“久久成熟后ꎬ则不须

着力ꎬ不待防检ꎬ而真性自不息矣”ꎬ“何言之易

也? 再用功半年看如何? 又用功一年看如何?
功夫愈久ꎬ愈觉不同ꎬ此难口说”ꎬ“用功到精处ꎬ
愈着不得言语ꎬ说理愈难ꎮ 若着意在精微上ꎬ全
体功夫反蔽泥了”ꎬ“再体到深处ꎬ日见不同ꎬ是
无穷尽的”ꎻ“只要无间断ꎬ到得纯熟后ꎬ意思又

自不同矣”ꎻ“我在南都以前ꎬ尚有些子乡愿的意

思在ꎮ 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ꎬ信手行去ꎬ更
不着些覆藏ꎮ 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ꎬ使天下

之人都说我行不揜言也罢ꎮ” 〔２４〕 这些话语ꎬ透显

出王阳明“久久成熟” “日见不同”直至“不须着

力ꎬ不待防检”“不着覆藏”地步的“知行合一”实
践ꎮ 王阳明以«孟子»所讲的“常有事焉” “勿忘

勿助”ꎬ以及«大学»所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来对应和表达此种从生到熟的心学实践ꎮ〔２５〕 从

“此心光明ꎬ亦复何言” («明儒学案»卷十)的临

终遗言看ꎬ王阳明至死都在坚持此种实践ꎮ 这是

独到的心学实践ꎮ «论语»中“克己复礼ꎬ天下归

仁” (« 论 语  颜 渊»)、 “ 三月不违仁” (« 论

语雍也»)、“学而时习之” («论语学而»)、
“温故而知新” («论语为政»)等话语ꎬ亦隐晦

地折射出此种实践的一些讯息ꎮ 这是儒家形而

上学的重要内容ꎬ也是儒学不同于滞留于文字的

纸上学术的基本方面ꎮ 对照此种心学实践与朱

熹的文字注解ꎬ结合王阳明的著述ꎬ足以洞察王

阳明对道体或心体的真切体悟和契合ꎬ这迥异于

对道体或心体的主观识见或文字研究ꎮ

三、道体与 ２１ 世纪

王阳明的著述ꎬ特别是«传习录»ꎬ紧紧围绕

道或道体展开ꎮ 王阳明后来讲“致良知之学”ꎬ
也是在讲道体ꎮ 有人问ꎬ“除却良知ꎬ还有什么说

得?” 王阳明回答ꎬ “ 除却良知ꎬ 还 有 什 么 说

得!” 〔２６〕王阳明将“致良知”看得很重ꎬ其实旨即

在于对道体的觉知ꎮ 在王阳明看来ꎬ“千古圣人

只有这些子人生一世ꎬ惟有这件事ꎮ” 〔２７〕 王

阳明关于道体的阐述ꎬ通过大量书信和讲学记录

留存于世ꎬ在诗作中亦可找出诸多印迹ꎮ 诗这种

形式看上去为王阳明直接而又幽微地表达道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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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更加方便的途径ꎬ编著中有些似乎被有意

隐去的话语在诗作中得以遗留ꎮ 从文字看ꎬ诗作

与道体相关的内容相对集中于道体及其觉悟ꎬ儒
学真义的埋没与复兴ꎬ以及觉知道体的歧途等ꎮ

例如ꎬ在诗作中ꎬ王阳明表露了悟道的历程

和信心ꎮ 他说ꎬ“吾心自有光明月ꎬ千古团圆永无

缺”ꎬ“中岁忽有觉ꎬ九还乃在兹ꎮ 非炉亦非鼎ꎬ
何坎复何离ꎻ本无终始究ꎬ宁有死生期? 千

圣皆过影ꎬ良知乃吾师”ꎬ“四十余年睡梦中ꎬ而
今醒眼始朦胧”ꎬ“谩对芳樽辞酩酊ꎬ机关识破已

多时”ꎬ“而今始信还丹诀ꎬ却笑当年识未真”ꎬ
“君不见ꎬ广成子ꎬ高卧崆峒长不死ꎬ到今一万八

千年ꎬ阳明真人亦如此”ꎬ“肯信良知原不昧ꎬ从
他外物岂能撄! 老夫今夜狂歌发ꎬ化作钧天满太

清”ꎮ〔２８〕关于道体ꎬ王阳明隐晦地写到ꎬ“洞里乾

坤别ꎬ壶中日月明”ꎬ“人人有个圆圈在ꎬ莫向蒲

团坐死灰”ꎬ“人人自有定盘针ꎬ万化根源总在

心”ꎬ“人人有路透长安ꎬ坦坦平平一直看”ꎬ“一
窍谁将混沌开须知太极元无极”ꎬ“一颗悬

空黍米珠”ꎬ“青天白日是知心”ꎮ〔２９〕 诗中的“乾
坤”“日月”ꎬ“圆圈” “针” “黍”ꎬ“青天” “白日”
等意象ꎬ看上去与中国文化所蕴涵的诸如“天下

归仁”“明明德于天下”这样的心性或道德结构

是吻合的ꎮ〔３０〕“坐久尘虑息ꎬ淡然与道谋”ꎬ“悠悠

万古心ꎬ默契可无辩”ꎬ“闲观物态皆生意ꎬ静悟

天机入窅冥”ꎬ“信步行来皆坦道ꎬ凭天判下非人

谋ꎮ 用之则行舍即休ꎬ此身浩荡浮虚舟”ꎬ〔３１〕 则

又显示出王阳明对道体自觉自如地默契ꎮ 在王

阳明看来ꎬ道在自得ꎬ不在文字ꎬ不在知见ꎬ浑然

天成ꎬ平常简易ꎮ 他说ꎬ“须从根本求生死ꎬ莫向

支流辩浊清ꎮ 久奈世儒横臆说ꎬ竞搜物理外人

情ꎮ 良知底用安排得? 此物由来自浑成”ꎬ“道
本无为只在人ꎬ自行自住岂须邻”ꎬ“知得良知却

是谁? 自家痛痒自家知”ꎬ“笑却殷勤诸老子ꎬ翻
从知见觅虚灵”ꎬ“自是孤云天际浮ꎬ箧中枯蠹岂

相谋ꎮ 请君静后看羲画ꎬ曾有陈篇一字不”ꎬ“悟
到鸢鱼飞跃处ꎬ工夫原不在陈编”ꎬ“正须闭口林

间坐ꎬ莫道青山不解言”ꎬ“万理由来吾具足ꎬ六

经原只是阶梯”ꎬ“悟后六经无一字ꎬ静余孤月湛

虚明”ꎬ“千圣本无心外诀ꎬ六经须拂镜中尘ꎮ 却

怜扰扰周公梦ꎬ未及惺惺陋巷贫”ꎬ“饥来吃饭倦

来眠ꎬ只此修行玄更玄”ꎬ“不离日用常行内ꎬ直
造先天未画前”ꎬ“至道不外得ꎬ一悟失群暗”ꎬ
“坦然由简易ꎬ日用匪深玄”ꎮ〔３２〕

王阳明对道衰学绝以及真义失传ꎬ多有感

慨ꎮ 他说ꎬ “丧心疾已千年痼ꎬ起死方存六籍

真”ꎬ“谩道六经皆注脚ꎬ还谁一语悟真机”ꎬ“诗
妙尽从言外得ꎬ易微谁见画前真”ꎬ“千年绝学蒙

尘土ꎬ何处澄江无月明”ꎬ“须怜绝学经千载”ꎬ
“圣学宫墙亦久荒”ꎬ“台上久无狮子吼ꎬ野狐时

复听经来”ꎬ“圣路塞已久ꎬ千载无复寻ꎮ 岂无群

儒迹? 蹊径榛茆深”ꎬ“淳气日雕薄ꎬ邹鲁亡真

承ꎮ 世儒倡臆说ꎬ愚瞽相因仍”ꎬ“世人失其心ꎬ
顾瞻多外慕ꎮ 安宅舍弗居ꎬ狂驰惊奔骛ꎮ 高言诋

独善ꎬ文非遂巧智ꎮ 琐琐功利儒ꎬ宁复知此意”ꎬ
“悠悠伤绝学”ꎮ〔３３〕 对于明道者少ꎬ传道不易ꎬ王
阳明也流露出一种无奈ꎮ 他说ꎬ“奇中之奇人未

知”ꎬ“逢人休说坐春风”ꎬ“见人勿多说ꎬ慎默真

如愚”ꎬ“本来面目还谁识ꎬ且向樽前学楚狂”ꎬ
“痴人前岂堪谈梦ꎬ真性中难更说玄ꎮ 为问道人

还具眼ꎬ试看何物是青天”ꎬ“起向高楼撞晓钟ꎬ
尚多昏睡正懵懵ꎮ 纵令日暮醒犹得ꎬ不信人间耳

尽聋”ꎬ“举世困酣睡ꎬ而谁偶独醒? 疾呼未能

起ꎬ瞪目相怪惊ꎮ 反谓醒者狂ꎬ群起环斗争ꎮ 洙

泗辍金铎ꎬ濂洛传微声ꎮ 谁鸣荼毒鼓ꎬ闻者皆昏

冥ꎮ 嗟尔欲奚为? 奔走皆营营ꎮ 何当闻此鼓ꎬ开
尔天聪明!” 〔３４〕

王阳明还写到ꎬ “岂必鹿门栖ꎬ自得乃高

践”ꎬ“人生贵自得ꎬ外慕非所臧ꎮ 颜子岂忘世?
仲尼固遑遑”ꎬ“富贵犹尘沙ꎬ浮名亦飞絮ꎮ 嗟我

二三子ꎬ吾道有真趣”ꎬ“莫道仙家全脱俗”ꎬ“惭
愧维摩世外缘”ꎬ“聊将肤浅窥前圣ꎬ敢谓心传启

后人”ꎬ“坐起咏歌俱实学ꎬ毫厘须遣认教真”ꎮ〔３５〕

从这些诗句ꎬ又实可见到一个留形于世间、不同

于功利的尘俗之人、亦不同于古木青灯的释道中

人、自得道趣而又长怀传道之忧的丰满人物形象ꎮ
—２５１—

　 ２０２１. ３学者专论



或许ꎬ只有基于道或道体审视王阳明这个人

物及其学说ꎬ才可真正理解“２１ 世纪是王阳明的

世纪”的内涵和意义ꎮ 对照来看ꎬ这一命题比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人们所议论的“亚洲世纪的到来”ꎬ
看上去具有更浓厚也更根本的文化意蕴ꎮ 很多

人批评王阳明ꎬ认为他将道家和佛家学说引入儒

学ꎮ 此种说法未必准确ꎮ 若细读王阳明的著述ꎬ
可发现阳明学的内容其实都可从孔孟和儒家经

典ꎬ特别是«孟子»那里找到渊源ꎮ 如同象山心

学那样ꎬ阳明学重新开启孔孟学说的心性内容ꎬ
称得上地道的儒学ꎮ 王阳明视孔孟、颜回为圣

人ꎬ从“道”的角度理解和阐释儒家经典ꎬ认定儒

学是关于道体并让人觉知道体的学问ꎮ “孔子ꎬ
圣人也”ꎬ“论语者ꎬ夫子议道之书”ꎬ〔３６〕这是王阳

明对孔子和«论语»所下的两个简要判断ꎬ采取

的是圣或道的视角ꎮ 沿着这一视角ꎬ可看到从尧

舜ꎬ到周文ꎬ到孔孟ꎬ到周程ꎬ再到陆王的流传以

及由此形成的道的系统ꎮ 这是中国文化的主流ꎬ
也是儒释道三家共通的根本所在ꎮ 处在这样一

个道的系统中的王阳明ꎬ适合作为道的发明者和

传承者看待ꎮ ２１ 世纪ꎬ只有这样一种道的文明

在中国ꎬ在亚洲ꎬ在东方ꎬ乃至在全球重新兴起ꎬ
才可以说“王阳明的世纪”真正到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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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脉中的王阳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