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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调报告：日、中、韩“实学”的理解与交流  

10：20 安秉杰 《李瀷的心论与其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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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 关于第一论坛 ＜代表提问：小川晴久＞ 

17：10 关于第二论坛 ＜代表提问：铃木规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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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 金宝伦 《“主制群徵”的传来与接纳：以人体论的韩中日理解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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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 关于第三论坛 ＜代表提问：小仓纪藏＞ 

综合讨论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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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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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瀷的心论和他的方向性 

安秉杰 

（韩国实学学会） 

翻译：樊传燊（东北大学大学院） 

今天发表的主题是，韩国的朝鲜王朝时期、17~18世纪出生的实学大家、李

瀷先生（1681-1763，号星湖）的心论。我原本的专供方向是关于朝鲜后期儒学

者的经学思想，最初借本次学术会议的机会将最近正在阅读的李瀷关于诸经的论

述《疾书》进行整理。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东道主的日本东亚实学研究会的片

冈龙会长提出本次会议的主题是“近代的辐辏（片冈龙注：更加正确的理解应为

“暴走”）与实心实学”，希望发表能更加贴近本次主题。经过一时的思考，决

定学习关于李瀷的心论方面的知识。虽然是十分难以把握的主题，但也确实是提

供了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借此机会向主办方表示由衷的感谢。 

长久以来李瀷作为经世致用的实学家广为人知，然而对于他的心学思想，长

久以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但是，从青年时期开始就仰慕 16 世纪朝鲜的大

儒李退溪（译者注：名滉，号退溪），对李退溪的著作有着深刻的思考和探究。

李瀷必然是对理气心性有着深刻的理解的。 

此外，李瀷从文献考证的角度出发重视思索与自得。他独特的心性论就是这

一思想的产物。虽然仰慕李退溪，通读他的著作，但是他的理论与李退溪有着很

大的不同。 

关于李瀷的生平和学问的介绍，可参见 2015-16年中日韩三国共同编纂发行

的书籍，韩国称之为《东亚实学思想家 99人》。下面做一个简略的概括，李瀷是

18 世纪朝鲜的实学大家，也就是打开经世致用学派大门的学者。经济、社会、

制度、历史、文学、科学、西学等实用学说进行广泛的探究，留下了丰富的著作。

特别是重视自得，坚持开放的学风。门下培养出了众多的学者，形成了星湖学派。

他的门人，不仅仅是在当时，在越过朝鲜时代末期走向近代的过程中，一代又一

代的将星湖学传承下去。 

代表著作有《星湖集》、《星湖僿说》、《藿忧录》、四书三经・近思录・家礼・

小学・心经等相关的《疾书》、心性学相关的《四七新编》、《礼说类编》等。特

别值得注意的还有对李退溪的言行和礼说进行整理的《道东录》、《李子粹语》、

《李先生礼说》。 

下面对近年来韩国学术界对星湖学研究的动向进行简单介绍。1950-90 年

代，星湖学的研究主要由史学和文学方面的研究者主导，因此研究主要是以对经

世学、历史学、文学方面的介绍为主。进入 2000 年代以后对以《疾书》为中心

的经学和礼学，《新编》等心性学方面的进入研究视野。在这个过程当中，《星湖

集》的标点影印刊行工作，《僿说》、《新编》、《李子粹语》、《星湖全集》的现代

韩语翻译，接着《疾书》、《新编》、《僿说》、《星湖僿说类选》的星湖文献定本的

电子数据库化等工作可以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是 40岁到 50 岁，年富力强

的新锐中坚学者对这些工作发挥了主导作用。 

在这里想对星湖独特的心论给诸位做一个汇报。研究目前还并不充分，尽可

能的在发表的有限时间里，对星湖思想的框架进行介绍，因为星湖大部分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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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与李退溪和朱子的学说进行比较。所以以两者比较的方式进行说明。 

《星湖集》中杂著部分的《心说》、《心统性情图说》、《夙兴夜寐箴说》等论

说、《新编》、《心经疾书》与之相关。另外，《僿说》、《类选》当中也有和心论关

联的杂记数篇。这当中《新编》可以说是倡导“四端”与“七情”的“理发”说

的极为独特的著作。在这里将人们的感情，也就是总称为“七情”的情感进行了

积极的肯定，这样的理解是十分值得瞩目的。对“四端”、“七情”相关联的李

退溪的“互发”说进行了否定。对“理发”说积极的解释可以说是星湖独到的见

解，这一点是需要注意的。 

与此相关联，李退溪晚年的著作《圣学十图》也一并拿出来作比较。理由是，

在李退溪的十图中，第六图《心统性情图》、第九图《敬斋箴图》、第十图《夙兴

夜寐箴图》这三张图表，是与李星湖的主题完全一致的图表。其中与《心统性情

图》相关联的，被收录于《新编》之中的《人心道心图》、《四端七情图》是值得

注意的。李退溪的《圣学十图》，从作为人类存在根据的“太极”的认识开始，

被天赋与的“五伦”的实践，“心性”的构造等阶段进行说明，之后将作为实践

方法的“持敬”揭示出来的修养书。 

从记录于星湖的众多著作中的《心统性情图》、《人心道心图》、《四端七情图》、

《敬斋箴图》、《夙兴夜寐箴图》来看。不用多言，这些星湖的著作存留下来的理

由，自是与退溪不同。如果说李退溪的著作的目的是为了圣学的实现的话，那么

星湖的立场就是对本性、感情的构造的探究，对它们的实质上的意义进行确认。 

首先来看《心统性情图》。这是李退溪的著作《圣学十图》中的第六图。上

图为南宋程复心的作品，中图和下图为李退溪所绘之图。上图的“性”、“情”

的关系，同“未发”・“已发”、“体”・“用”分开来显示。中图是对“性发

为情”和情当中“四端”、“七情”来进行说明。下图则是显示了“四端”为

“理发而气随之”，“七情”为“气发而理乘之”的图表。“心”与“性”・

“情”、“四端”・“七情”、“理发”・“气发”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和

比对，对心的复杂性进行了分析。星湖的《心统性情图》则简单明了。“性”被

“神明心”所包围，在此之外还有“血肉心”包围。在这样的“性”之外还有

“情”。全文不过只有 93 字的图说本文实在是太过简短，以至于对“神明心”

完全没有进行任何解释说明。通过星湖的其他著作来看，“神明心”拥有思考、

知觉、意志等多彩的功能。“血肉心”作为五脏之一的心脏，将其解释为“神明

心”的家。这个“心”所住的家，就是被赋予了形体的心脏。在此对心的身体性

进行了说明。 

下面我们来分析与《心统性情图》相关联《人心道心图》、《四端七情图》。

这是李退溪所不具备的东西，内容上是与第六图《心统性情图》是有联系的。李

退溪所珍爱的书籍《心经附注》当中收录有南宋王柏的“人心道心图”。从此图

来看，把“心”分为了“道心”和“人心”。“道心”出于“性命”，正确合理

然而又过于“隐微”，常不可见。“人心”从“形气”当中所生，常怀私意，为”

危殆“之物。这当然是由于过度的走向人欲导致的。这些说明，基本是依据于朱

子的话。无论如何，朱子、王柏、李退溪都认为“道心”和“人心”应该严格区

分。主张对“道心”进行“涵养”，就不得不对“人心”进行“克服”。星湖的

《人心道心图》则不同。“道心”，“人心”都是与“性命”相关联的。两者只

是机能相异而已。“道心”是通过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四端之心”表现

出来的。“人心”可以感受到空腹之时，有满腹之感，或寒或暑，并对此做出反

应。由此向外表发出来的是喜、怒、哀、乐、惧、爱、恶、欲等“七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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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是“隐微”的，“人心”为“危殆”之物这一点上，与朱子、退溪是一致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与“道心”相同，“人心”也是完全由“性命”所产生的

这样的思考方式。这是对朱子和李退溪的两分法的否定。 

《心统性情图》与相关的部分进一步来考察的是李星湖的《四端七情图》。

退溪认为“四端”是由“理发”的“纯善”，“七情”是由“气发”的“善不

善”的存在。由于所发的根据不同，导致了善不善的结果相异。星湖的《四端七

情图》则不同。“四端”和“七情”皆由性理而出。其中如有公正者既是“四

端”，受形气影响的，含有私的成分的则是“七情”。“四端”和“七情”的差

距是是否受到“形气”的影响，从“性命”出发这一点两者则是相同的。由此，

“四端”当中也有不当之物，“七情”之中也有妥当之物。实际上“七情”当中

如果有妥当的东西，则实质上是与“四端”无异的。这一点在之后，成他的门人

李秉休的“公喜怒理发”说这一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也可以说这也成为了受此

巨大影响的丁若镛的“性嗜好”说的背景主张。 

退溪的《圣学十图》中的《敬斋箴图》、《夙兴夜寐箴图》相同，李星湖也制

作了两张图表。但是《敬斋箴图》收录于《心经疾书》，《夙兴夜寐箴图》则收录

于文集的杂著当中。与李退溪不同，并没有将此二者视作同一体系。 

《敬斋箴图》与李退溪的作品在构成上只是稍有不同。但是李退溪的作品的

中央设置有“心”的圆圈，李星湖则将这个圆圈置于图表的上部，中间则显示为

敬。《敬斋箴》使用朱子之文，王柏之图。王柏和李退溪认为，“敬”是心的活

动，可以看做已经备置于“心”之中。但是，星湖另辟蹊径。将“敬”提升到了

显要位置。意思是，无论在哪里存在“持敬”的实践，都不得不把“敬”作为主

题。 

李退溪的《夙兴夜寐箴图》是依照南宋陈柏的箴言和王柏的《敬斋箴图》所

描绘的作品。如果说《敬斋箴图》是显示的在空间上的“持敬”的实践，那么《夙

兴夜寐箴图》则是实践上“持敬”的实践。因此李退溪将“敬”放在了中央的圆

圈之内。经过“夙悟”、“晨兴”、“日乾”、“夕惕”，兼有夙夜，以达到不

分昼夜的“持敬”的意思。在李星湖的 208字的箴言中，从起床时间的丑时起，

经过一天到进入睡眠中的子时，都一一进行了分配。对于中央的圆圈，在最后留

下了这样的箴言，“只要常念及于此，在于此。一日当中直至深夜，慎重更慎重

而行之。念兹在兹，夕日乾乾。”可以说是非常真实的构想。 

通过以上对几个图表进行的讨论，发表者在此希望提起诸位注意的是星湖的

心论的以下的几个特征。 

第一，心性与身体的相结合。《心统性情图》中言及的“血肉心”，《四端七

情图》中与“七情”和形气相关联的部分也是谈的这方面的内容。 

第二，李退溪等朱子学者，将“道心”和“人心”严格区分开，只肯定其中

的“道心”的部分，而李星湖则认识到“人心”出于性命。对人类的心性的肯定

评价得到了大幅增长。 

第三，只将“四端”和“七情”同“公”和“私”的关系区分开来，可以认

为两者皆有妥当亦或不妥的场合。这里是对“七情”的肯定，也由此得出了“四

端”和“七情”的区分的是无意义的结论。可以说是对感情进行了积极地肯定。 

第四，“四端”和“七情”同看做“理发”。《心统性情图》中提到“发者

气，所以发者理”，“四端”是直接发于性（理），“七情”只是因为经过了形

“气”，而受到了气的影响。 

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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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星湖还并不是生于近代的学者。但是在他的心论当中，显示了在他的思考

当中超越时代的对人的心性、感情的肯定已经进入到他的视野当中。以上就是对

本次发表主题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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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东亚新实学体系 

打造东亚新实学流派 
 

王  杰 

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实学是一种以实事求是、求真务实、躬行实践、经世致用、知行合一为核心

理念的、动态开放的学术思想，渊源于先秦、发轫于北宋、昌盛于明清、赓续于

当下。实学思想从中国传到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后，成为东亚国家共同的思想

遗产和宝贵精神财富。21 世纪，以互惠互利、合作共赢为基本特征的区域一体

化发展程度越来越高，基于这一区域发展的现实需要，从中日韩三国实学历史与

发展的实际出发，加强三国实学界的密切交流与联系，在传统实学研究的基础上，

我认为，构建东亚新实学体系、打造东亚新实学流派， 应成为未来东亚实学界

的基本共识、核心任务和学术发展方向。 

一、实学范畴辨析 

目前学术界对实学的概念和定义，内涵和外延，起点、终点及历史断限，实

学的基本特征、历史地位和局限性，研究方法及现代价值转化，实学与儒学、理

学、心学、佛学的关系，中、韩、日三国“实学”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差异等问题，

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我在《中

国实学思想研究随感》（《理论前沿》2000 年第 17 期）一文里提出，“实学”这

一概念由来已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

不同学派也有其不同的理解。“实学”有广义、狭义之区别，广义之实学是指自

先秦以来注重现实、经世致用的学问，而狭义之实学则是指发轫于北宋中叶、昌

盛于明末清初直至晚清洋务运动之前绵延达 800 年之久的实体达用之学。“实

学”思想的出现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就其时代特征而言，

实学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及近代新学一样，

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发展的不同表现形态；就其理论形态而言，

实学是明清时期思想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遵循的一种新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

法。明清时期，“实学”一词的内涵和使用领域大为拓展，如表现为训诂考据之

实学，修养践履之实学，自然科技之实学及国计民生之实学等。 

日本东亚实学研究会前会长小川晴久先生认为，“实心实学”是一个重要发

展方向，提出并宣传推广“实心实学”的理念，“实心是顺应天道的生存方式”，

“实心实学就是在人道和天道中生存的自立的人的形象，是健康和生命，是拒绝

破坏地球生态系统的一切事物，是相互帮助、互相支持的生活”（小川晴久：《关

于实心实学的思考》，《第十一届东亚国际实学研讨会论文集》），为社会提供一种

新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理念。 

韩国实学研究会前会长赵珖先生认为，在东亚，中、日、韩三国是一个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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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文化学术交流非常丰富。这种学术交流使得中、日、韩三国在相近的时

间内，出现了相似的实学学术思潮，并成为共同的话题。虽然三国对实学的理解

还有差异，但对实学发展的渴望，使得三国的知识分子具有了对话的共同点。东

亚三国向来具有温故而知新的传统，共同探讨实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能对东亚社会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中国实学研究会在创会会长葛荣晋教授、名誉会长张践教授以及现在的中国

实学研究会学术团队，致力于当代新实学体系的建构与新实学流派的打造，在学

术研究、实践应用与团队建设等方面都有所推进。葛荣晋教授指出，21 世纪，

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社会转型，中国实学将由传统走向现代，是时代的呼

唤，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所谓构建现代中国“新实学”，主要是相对

于宋明以来的传统实学而言。“新实学”主要新在两点上：一是必须准确全面地

把握时代精神，从哲学价值观的高度，回答与解决时代提出的各种新挑战、新问

题；二是必须按照新的思维方法和新的研究范式构建“新实学”。（葛荣晋：《建

构中国“新实学”》，《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1 年第 11 期）张践教授指出，

研究新实学的建构，首先需要对作为一门历史思想流派的中国实学的性质和特点

有深入的研究，才有可能对其发展的未来方向和形式做出比较可行的设计。新实

学应当是儒学复兴运动的组成部分。新实学的构建应当继承古代实学家“躬行践

履”的实践精神，除了关注实学理论的建设外，更应当注重儒学在当代社会实践

中的应用。（张践：《关于新实学建构的一点设想》，《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2

年第 1 期）我在 2000 年发表论文提出：新实学与传统实学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

在训诂通经、明道致用两个层面上，传统实学局限于前者，而新实学则超越前者，

将重点放在“致用”上，即放在对现实社会乃至关乎一切人类生存及其命运问题

的积极探索及解决过程中。（王杰：《中国实学思想研究随感》，《理论前沿》2000 

年第 17 期） 

 “实学”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范畴，新时代东亚新实

学在范畴蕴涵与理论架构等方面都应有新发展。东亚新实学首先包含实学传统在

当下的赓续与发展，如对“经世实学”、“实心实学”等思想精髓的传承与弘扬。东

亚新实学体系不仅包括传统实学在新时代的新发展，还包括对新时代新问题的新

探索。近现代科学技术的突进与滥用，带来人类自身异化与生态环境破坏，已成

为全球性重大问题。建构东亚新实学，可以在传承弘扬发展向内探索的实心实学

传统中寻求弥补解决之道。东亚新实学不仅仅是中日韩三国实学在新时代各自发

展的简单相加，更核心的是中日韩三国实学在新时代的协同发展与融合发展，是

立足东亚命运共同体这一区域整体的实学新探索与新发展。 

二、秉持的原则方法 

 葛荣晋教授提出构建中国“新实学”必须坚持三条基本原则：一是准确

地把握时代精神；二是提高“文化自觉”意识，走哲学“综合创新”之路；三是

坚持多元诠释学方法。（葛荣晋：《建构中国“新实学”》，《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

报》2011 年第 11 期）东亚新实学的建构应当在这三条基本原则基础上，坚持不

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方法。  

坚持不忘本来，进一步理清东亚实学的历史渊源与发展脉络。实学在先秦时

期就已有思想萌发，孔子那里就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经世情怀（《论语·宪问》：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者与？”），学以致用的主张（《论语·子路》：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

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重视践行的倡导（《论语·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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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实学”概念出现较晚，《汉书•河间献王传》

所说“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实学”一词最早源于东汉王充。《旧唐书•杨绾传》

所载“所冀数年之间，人伦一变，既归实学，当识大猷”是较早体现实学精神的

命题。在理清东亚实学历史渊源的基础上，重写东亚实学思想史、学术史、文化

史、发展史，善于通过向后看，继承和弘扬东亚实学优秀传统文化精华。 

坚持吸收外来，在思想研究与现实关切两方面都要胸怀宽广。实学的范围非

常广泛,几乎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国家政体、行为道德、政治法律、科举

教育、边防吏治、土地田赋及水利漕运等。因此，建构东亚新实学既要在思想研

究创发上善于汲取各类知识思想精华，又要在现实关切方面立足东亚、胸怀全球，

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东亚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全

球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坚持面向未来，主动适应东亚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趋势与建

设需求。东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地理与文化成为东亚各国保持长期

密切联系的两条纽带。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五大目标：持久和平、普

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实现上述目标要国际社会各个成员以

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的方式开启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与生态的全球性议程。东亚新实学的建构应当秉持关切社会、经世致

用的核心理念，主动适应东亚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趋势与建设需

求，把东亚新实学建成面向未来的国际性学术思想体系。 

三、关键任务及目标指向 

建构东亚新实学学术体系，为建成东亚新实学学派奠立理论基础。不断深化

拓展升级实学的范畴界定与理论架构，实学是一个多层次、动态化、开放性的范

畴，实学精神深深植根于东亚历史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

尽相同的形态与含义。东亚新实学在范畴蕴涵与理论架构等方面都应有新发展，

不断推进东亚新实学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的构建；既包括传统实学

在新时代的新发展，也包括对新时代新问题的新探索；既包括对实学思想史、学

术史的新书写，也包括诸学科在应用解决现实问题中的新成果。对已有的理论观

点、代表人物、典型案例进行系统梳理，对基础理论在实际应用中涌现的新问题、

新探索、新成果进行理论总结；树立大学科的观念，主动适应学科交叉融合与分

化细化并存的大趋势，开展跨学科研究与交流，打开学科视野，革新研究方法，

扩充学术容量，克服各学科各领域研究活动中存在的碎片化、分散化、封闭化、

重复化弊端，促进跨学科的交叉融合和新兴学科的发展，探索具有世界性、时代

性、融合性、应用性、创发性的东亚新实学体系。 

推动东亚新实学应用探索，为建成新实学学派奠立实践基础。立足东亚发展

新时代，传承实学经世致用的精髓，推动实学思想、实学理念、实学精神在各地

区、各行业、各领域的实践应用，更好地服务当代社会经济文化建设。把理论研

究与应用探索结合起来，既要持续深化实学基础理论研究，也要理论联系实际，

解决“接地气”的问题，对准实践需求，注重把握研究成果的转化规律，多出应

用性成果。依托学术资源优势，形成决策咨询、深度应用的实践发展优势，在理

论创新、咨政建言、发展决策、文创研发、教育传播、社会服务、对外交流等领

域多层次、全方位探索推进。搭建融实学、实政、实业“三位一体”的互动协作

平台，把实学、实政、实业有机结合起来，以发挥各方优势，互为依托、相得益

彰、协同发展。 

加强东亚新实学团队建设，为建成东亚新实学流派奠立力量基础。中、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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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三国都有实学研究学术团体，这是东亚新实学建构的核心团队，是东亚新实学

流派建设的骨干力量。不断优化完善实学会领导机构、秘书处职能机构、会员理

事结构，优化完善制度建设与工作机制，加强战略建设、文化建设、品牌建设、

组织建设，推动人员结构和研发能力更加契合东亚新实学建构发展新要求。在两

年一度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基础上，应用移动互联网技术，探索建立东亚实学

研究机构经常性沟通与协作机制，譬如设立中日韩三国学术联络处（或秘书处），

保持密切学术沟通与联系，共同推动东亚新实学建构的制度化与日常化。 

建构东亚新实学体系，打造东亚新实学流派，积极回应新时代东亚发展面临

的各种危机与挑战，为东亚命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繁荣发展提供实学

方案、贡献实学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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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命与生命的共鸣的实心实学 

--以及为此的三个提案 

 

片冈龙（东北大学） 

 

    中日韩实学研究会（学会）曾通过共同努力，在三国同时刊行了实学思想家的介绍书《中

日韩思想家手册 构建实心实学的 99 人》。（日语版为『日中韓思想家ハンドブック 実心実

学を築いた 99人』勉誠出版、2015）该书中介绍了中日韩三国共 99名实学思想家。其中出

身于日本东北地方的思想家有以下四名。按年代前后，分别为安藤昌益（1703～62）、乳井

貢（1712～92）、高野長英（1804～50）、新井奥邃（1846～1923）四人
1
。 

    其中最有名的，恐怕是高野长英。高野在“蛮社之狱”（1839年）中被逮捕，其后越狱

出逃，为了隐藏身份用硫酸毁容，四处逃亡，最后自杀身亡。关于高野长英，本次会议的第

三天（12月 23日）计划去参观高野长英纪念馆。此外关于乳井贡其人，本次参会的小岛康

敬老师已经有了优秀的研究。下午的青年研究者论坛中，杨世帆同学也将作出相关报告。因

此，在这里我将围绕着安藤昌益和新井奥邃展开本次基调讲演。 

二人中，也许安藤昌益较为有名。但安藤昌益被广泛知晓，恐怕是在 70年前，加拿大

外交官、历史学家诺曼・赫伯特出版《被遗忘的思想家 安藤昌益》（岩波新书全 2卷、1952

年）之后的事。如该作题目所示，从安藤昌益所处的德川时代，其人一直处于被遗忘的状态。

在德川时代诸多思想家的著作中，安藤昌益之名也从未出现过。在当今学界，甚至有人认为

安藤昌益这种在同时代的思想界完全没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在思想史研究中没有价值。 

而关于新井奥邃，虽然他出身于仙台，但不管是仙台市民还是日本思想专家，都极少

知道新井奥邃之名。可以说是极为无名的思想家。但，与诺曼同样出身于传教士家庭，在岩

手县度过小学生涯，当下正执教于福冈女学院大学的丹尼尔・卡尔的努力下，全十卷《新井

奥邃著作集》（春风社 2002-06）在近年得以出版。在学院派的框架之外，社会上仍有极少

数的爱好者对其思想抱着极大的兴趣。这一点，与安藤昌益的状况有些相似。 

那么他们所处的“被遗忘”的状况，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认为，“实心实学”的萌芽，在日本发源于安藤昌益和乳井贡的时代，也就是 18 世

纪左右。在地理上，可以认为其萌芽更容易发源于文明（东亚・日本）的周缘
2
。而且这种

“实心实学”与“实用实学”往往处于一种对抗关系。甚至可以说“实心实学”是被“实用

实学”否定的学问。高野长英的悲惨命运，正是这种否定的结果。 

这里的“实用实学”所指的并不是现在的科学技术本身（高野长英本身是医学家・兰

学者，某种意义上正是现在的科学家、技术家）。而是指被“中心”（权力、金钱、武力）所

利用的智力、学问，换言之，也就是所谓的“御用学问”。从这次会议的综合主题来说，这

种“中心”也可以认为就是“近代”。 

只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实用实学/实心实学、中心/周缘、近代/反（前、后、脱）近代

等二元对立的概念框架下，就算我们站在后者的立场上，恐怕仍然不能脱离“近代”（前者）

的框架。 

                                                   
1 安藤昌益出生于现在的秋田县大馆市;乳井贡出生于青森县弘前市;高野长英出生于岩手县水泽市;新井奥

邃出生于宫城县仙台市。此外如果算上出生于东京都中央区筑地（与仙台藩藩主在江户的住宅很近），后移

居在仙台的只野真葛（1763-1825），就总共有五人。 

2 比如说与昌益几乎同时代的冲绳，有一位名叫蔡温的实学思想家。关于蔡温，可参照拙作「前近代東ア

ジアにおける「心学」と「実学」の関係ー琉球の蔡温（1681ー1761）を中心にー」『第十四届東亜実学国

際高峰論壇論文集（一）』（中國實學研究會、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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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近代”的定义，有着多种多样的看法。从“中世”的断绝、否定的基础中产生的“近

代”，往往致力于自我与他者的断绝，或者说将自我“中心”化，同时将他者“周缘”化。在我

看来，一言以蔽之，也就是歧视意识。   

这种歧视意识，不仅仅存在于上述二元对立概念的前者。也广泛存在于追求人生胜利

的人们心中。因此，后者也很容易陷入“中心”化。挪威的和平学者，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 1930-）提出，中心（C=center）与周缘(P=periphery)的内部，各自又存在着利益

对立的中心(c)与周缘(p)。而中心部与中心部（Cc 和 Pc）的利益关系是一致的，然而周缘

部分（Cp和 Pp）的利益关系往往不一致，因此极难脱离这种构造
3
。 

   而脱离这种构造的第一步，我认为在于彻底认识自身及周边的歧视意识。歧视言论、优

生思想，这些明显的歧视思想自不必说。当我们开始比较各自的大学排名、论文杂志的影响

因子时，我们心中不也潜藏着一种歧视意识吗？从事学问的人，恐怕谁都不会认为自己的学

问是“御用学问”。但当我们为了教职而写论文的时候，不也是将学问变成为自己（中心）

服务的一种“御用学问”吗？ 

在我看来，安藤昌益、新井奥邃等人的“被遗忘”，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心”的压迫。

更是因为他们彻底地意识到了自身及周围所存在的歧视意识。批判他者的歧视意识是很简单

的。昌益将天/地、男/女等上下二分的歧视意识称之为“二别”，从词语创造的起源，展开

深刻的批判。但，安藤昌益同样也是在使用这些具有歧视意识的文字的基础上才得以对其展

开批判的。其结果也无非是产生了新一轮的“二别”的意识形态。这一点，昌益也有所自觉，

因此他将自己的著作活动，视为托付给后世而不得已使用的手段。 

 

三万年来，都没有能明白文字之迷妄的人。天下虽广，没有人能知这个道理…因此“転

真”之妙道废绝。我对此十分忧愤，为阐明“転真”之妙道和天地人一和的道理，为后世

写作这些作品以传世。4
 

 

古人所作文字，已经对道有所误解。因此为了纠正其误解，应当借有误解的文字来阐述

道。所尊贵的不是文字。以有误解的文字纠正其误解，阐明“活真妙”“互性”俱备的道

理而已。5
 

 

    “転真”的“転”来源于昌益批判“天地”二字的二别性，从而将其改写为“転定”二

字。“転”为循环运动的大气，“定”为洋流循环的大海和安定的地壳。也就是说，転定就是

大气层、水圈、岩石圈所构成的地球。另外在这転定之间，一种生命能源（“活真”“転真”）

在不断循环，因此所有的存在都并非“二别”，而是存在着一种“互性”的关系。昌益将这

种“性”读作“たましい、いのち”（魂、命）
6
，因此这种“互性”可以理解为“魂与魂的

牵缠”“命与命的连接”。 

    因此，本报告的第一个提案是：将“实心实学”中的“实心”理解为“魂”“命”。在

东亚传统思想中，心的概念是以同一性为前提的。比如说，朱子学中心虽然被分成了“性”

和“情”，但“情”的存在被视为阻碍了“性”的同一性的实现。而“实心”中的“实”，应

                                                   
3 高柳先男『戦争を知るための平和学入門』筑摩書房、2000、109−113頁。 

4 「三万年来是レヲ明カシ見ワス者無シ。転下広シト雖モ是レヲ知ル者無シ…故ニ転真ノ妙道廃ル。予、

之レヲ悲シミ、転真の妙道ハ倶ニ一和スルヲ明カシ得テ、是レヲ後世ノ為ニ修ス」（『安藤昌益全集 第

十四巻』農山漁村文化協会、1985、84頁）。 

5 「古人ノ作ル文字ノ道ヲ失ル故ニ、其ノ失リヲ糺スニ乃イ失リノ字ヲ仮リテ道ヲ見ス。字ヲ貴ブニ非

ズ、失リノ字ヲ以テ失リヲ棄テテ、活真妙・互性具尽の道ヲ見ス」（『安藤昌益全集 第一巻』農山漁村

文化協会、1985、179頁）。 

6 「心ヲ生ス、生ス心、故ニタマシヒ・イノチ」（『安藤昌益全集 第二巻』農山漁村文化協会、1985、

3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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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说更侧重“情”的侧面。我认为“魂”和“命”的概念更能表现每人、每物都具有的不可

替代的个性，因此使用“魂”或者“命”来代替“心”的概念，或许更为恰当。 

新井奥邃也有着如下论述： 

 

自我与他者不是一体，正因为这样成为了一体。了解自我则了解他者，了解他者则了解

了自我…永远的生命是二而一的复性…如果手足被断，则身体也不能站立。心与腹分离，

则生命已亡。自我的力量，是与他人共生的力量。他人的力量是与我共生的力量。二而

一、一而二。（互相）容纳相抱真实。7
 

 

这里，阐述了昌益的“互性”相同的想法。此外，他还有以下论述。 

 

德业来源于“谦”，因此希望实行道，就需要一直下降。下降、下降、往更下处降去。直

到不能再降的地方，这才是真实的“道”。须得一直打破“伪道”从而前进。这一直伴随着

诱惑。诱惑常在我之上迎合我的嗜好，使我厌恶谦道。谦道常被社会所鄙薄。因此诱惑

者使我在社会中处于高位。但生命生育繁荣之种必须播种于谦地。入于地下直至出芽，

常需忍耐。忍耐之间，常受神之同情。8
 

 

歧视意识的根源，在于社会上的上升愿望。为了不使自我与他者断绝（或是同化），我

们有必要打破使我们认为谦道无意义的各种诱惑，并不断下行。换言之，必须被世界所“遗

忘”。正如上所述，新井奥邃既没有公开著作，也没有留下照片，甚至连墓地都没有留下。 

昌益与奥邃在对社会选择了一种下行式的姿态，然而在直面“近代的暴走”时，我们

又当如何理解、接受这种下行姿态呢？ 

如上所述，“近代”这一概念可以理解为，自我与他者的分离，在此基础上谋求自我的

中心化，并将他者周缘化。这种“中心”化和“周缘”化的将来，将是一切都被“中心”化，

或者说一切都被“周缘”化的世界。与自我的意图无关，自我突然变成欺凌的加害者，也突

然变成被害者的荒诞世界。这也就是我所理解的“近代的暴走”。 

这种自己既是加害者也是被害者的状况，无异于战争时代。也有人提出，现代即是“大

中世”，一种激动与昏迷的乱世之时
9
。在此基础上，我认为这种“乱世”不仅仅体现在国家

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层面，我们早已进入个体生命与生命的“大战国时代”。 

昌益认为： 

 

战争、大军之中，人类多杀戮、也多被杀戮。谁都不能安心生活。被忧伤、悲痛所污染

的“人气”进而污染了自然的“活真”之气。因此不正之气流行，使凶年到来，五谷不能收。

饿死者、病死者不计其数…根本原因在于，圣人、释迦立私法，“不耕贪食”，自己先迷

                                                   
7 「自他は一に非ず。是れ其一たる所以也。己を知れば他を知り、他を知れば己を知る…永遠の生命は

二而一にして複性也…手足を断たば身体立たず。心腹分裂すれば生命亡ぶ。我の力は、人と共に生くる

の力也。人の力は、我と共に生くる力也。二而一にして一而二也。受けて真に相い抱くに在り」（『新井

奥邃著作集 第七巻』春風社、2002、42〜43頁）。 

8 「夫れ徳業は謙に因る。故に道を行はんと欲せば常に下降せよ。下降々々、益々下りて又降る。是れ

能くし難き所。蓋し是れ誠に真道にして、常に偽道を打破して進まざるべからざればなり。是れ常に誘

惑の伴ふ所となる。誘惑我が上に立ちて我が嗜好に投じ、我をして謙道を悪ましむ。謙道は常に此の世

に賎まる。誘者是を以て我をして世に高からしめんと試む。然れども生発繁栄の種子は必ず謙地に播か

ざるべからず。地下に入りて化するまでは、忍耐を要するなり。其忍耐の間に於て常に神の同情を受く」

（『新井奥邃著作集 第三巻』春風社、2002、438頁）。 

9 鎌田東二『世直しの思想』（春秋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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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于盗欲之心，而后又迷惑世人，引起世人的“欲贼心”。10
 

 

    这里的战争，直指的是距昌益百年之前的战国时代。但其“不正之气”的影响，一直

持续到昌益所生活的“泰平之世”。并且昌益将其根本原因，直接回溯到孔子和释迦的时代。

在这里昌益所理解的战争与和平，不仅仅面向人类世界，更是面向每个个体生命而言。 

 

自伏羲创制“人和”（人类世界的和平）开始，孟子继承之。而后千万年，争乱不绝。其

原因就在以“人和”代替了天时地利本来的“本和”。11
 

 

新井奥邃也从“天地（自然）的气象”的次元出发，认为当下是战争状态的极致。 

 

啊！今日的世界实是杀伐、强夺、暴乱之极致。人类良贵之品质失之已久。值此之时，

自然气象也不能独自保全其圣清。如果人类不能改新，今后自然状况将更加严重，更加

深重的灾难将会来袭。就算人能在自我和周边的人身上能实现自己的欲望，如果随着自

然的趋势世界国家陷于消亡，那又有什么意义呢？身为世界、国家之民，为得安泰，必

须要共同进于淡然寡欲之境，以补其过。这并不是隐退、消极的悲观态度，而是积极的

笃信。今日虽称文明，但国与国相攻，家与家相毁，人与人相损伤之事不计其数。太古

以来，人类误解于道，逐渐野蛮化，无秩序的杀戮逐渐兴起，以至于此等境地。开化不

及人心，（世界的）永续就难以保证。似是而非（似真实的文明而非是）的物质上的进

步近来发展迅速，然而非文明的人心却充斥着整个现象界，尽管如此，世人却认为这就

是安泰，丝毫不懂反省。12
 

      

    为了结束这样的战争状态，人们唯有“共同进于淡然寡欲之境”。但奥邃并不认为这是

一种“隐退、消极的悲观”态度，反而将其称为“积极的笃信”。关于上文提到的“谦道”，

奥邃也认为：“谦者善战，夫谦者与骄奢自肆正相反，然绝非隐棲柔弱者。谦之善战，是神

战也
13
。” 

我认为，昌益和奥邃的这种下行的姿态，并不是对社会的消极悲观。而是面对个体生

命的战争状态，意图将其转换为“天地之真正和平”的积极意愿。而在当下，在我们面对一

切都被“中心”化，一切都被“周缘”化的“近代的暴走”时，正是应当发挥他们的方法的

真正价值之时。 

因此，虽然有些仓促，我希望在这里提出本次报告的第二个提案：我们应当将“实心”

=（命、魂）理解为复数，而不是单数。昌益与奥邃的下行，并非是远离社会的独善其身（《孟

                                                   
10 「大乱・大軍シテ人多ク殺シ殺サレ、万人手足ヲ安ク所無ク、患ヒ悲シム其ノ邪汚の人気、転定・活

真ノ気ヲ汚シ、故ニ不正ノ気行ト成リテ、必ズ凶年シテ実ラズ、多ク餓死シ、疫癘シテ病死ス…是レ其

ノ本、聖・釈、私法ヲ立テ、不耕貪食シ、己レ先ヅ盗欲心ニ迷フテ、而シテ後ニ世人ヲ迷ハシ、欲賊心

ト為サシメテ致ス所ナリ。」（『安藤昌益全集 第一巻』農山漁村文化協会、1982、119〜120 頁）。 

11 「伏羲ノ人和ヨリ始マリテ、孟子ガ時、猶後後千万年ニ至ルマデ、乱シテ絶ユルコト無キハ、人和ヲ

以テ天ノ時、地ノ利ノ本和ヲ盗ム故ナリ」（『安藤昌益全集 第四巻』農山漁村文化協会、1983、127 頁）。 

12「ああ今や此の世殺伐強奪多方暴乱極まる、人の良貴其性を失へるや久し、此の時に当り天地の気象

何ぞ独り其聖清を保せんや、人若し改新せずんば今後天気益々激し、災に罹る更に深からん、人或は其

慾を自家私党の内に充たすと雖も、若し天勢の下に国天下の亡ぶるに至らば、則ち何の益あらん、豈天

下国家の民たる者相共に淡然寡慾に進んで其過を補ふの安泰を得るに如かんや、是れ隠退消極の悲観な

らず、積極的なる篤信なり、今や文明と称すれど、国は国を伐ち家は家を毀ち、人々相戕賊するの多に

非ずや、太古道を誤りて人間蛮化せしより以来、乱倫殺伐相継ぎて茲に至る、開化未だ人心に及ばず、

豈永久を保せんや、似て非なる物質進歩の近来迅速なるも、非文明なる人心の又従つて形蹟の外に充溢

す、世人猶以て安しとするか、聊か自ら省みよ」（『新井奥邃著作集 第五巻』春風社、2001、441-442 頁）。 

13 『新井奥邃著作集 第二巻』春風社、2000、38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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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而是对个体生命相互连接（“互性”“复性”（一而二、二而一））的期待。本次报告，

将这种互性连接称之为“生命与生命的共鸣”。 

但是，不管我们怎么强调“生命相互连接” “生命与生命的共鸣”，在实际上，个体

的生命之间，无论如何都会期待延长自己的生命，从而去侵蚀他者的生命，或是被他者侵蚀。

这是我们的歧视意识的由来，也是世界变成“大战国时代”的原因。 

因此，必须要将实现“生命与生命的共鸣”的技术（art）学问化，并把它转化为一种

能为大众所共同接纳的状态。但是，每一个个体生命，都各自拥有着无法改变的个性，因此

其生命的共鸣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将其学问化，的确极为困难，但绝非不可能之事。 

最近，我了解了一些关于一种叫“木卡姆”的阿拉伯音阶的知识
14
。有一位名叫常味裕

司的乌德琴演奏家曾提出，木卡姆这种音乐能够纤细地表现出人生复杂多样的情感。如果完

全贴合实际将这种音乐完美地理论化，将流于精巧反而变成非现实的理论。但如果将理论先

行，又将抹杀实际的多样性，流于一般化。但这种绝妙的平衡，正是伊斯兰音乐哲学所追求

的东西。而将这种理论运用于实心实学的话，可以认为，在不损害人“心”复杂多样的“实”

态（实心）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基础上，将其学问化，就是所谓的实学。 

本报告的最后一项提案（第三项提案）也就呼之欲出了：今后实心实学的研究的共通

目标应当是，在加深中日韩三国交流的基础上，将视野扩展到包括中东、非洲的地球全体，

在不损害“生命与生命的共鸣“的多样性的前提下将其实学化。中日韩（东亚）也不过是

一个个体的生命，如果将实学的视野限定于此，那么实学也不过是又一种的“中心”化=（战

争）而已。我们应当将地球、甚至是宇宙全体的所有生命都理解为“周缘”，将这种“共鸣”

中宇宙多样的“涌现”（和平）灵活地学问化（代代传承）。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实心实学”。 

 

 

                                                   
14 信州イスラーム世界勉強会 2019 年度 12 月定例会「東西音の十字路 常味裕司ウード演奏会」、松本

市中央公民館 M ウィング、2019.12.7。可参照一下视频。「常味裕司アラブ音楽講座～アラブのミはどう

して低い？～第二回」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f5ksSA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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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学的实用性与实用理性发展 

涂可国
 

摘要 儒学呈现出较强的实用性，它在致思对象上强调不离日用，

在理论主张上儒家追求学以致用，在治学目的上强调经世致用，主张

学以致用、明体达用、经世致用、实事求是，这些足以表明儒学不失

为一种实用之学。正是从先秦开始到汉唐儒学，均是有实用性的特质

和因子，如此才产生了宋明以后的实学形态和实学思潮。在具有实用

性特征的儒学长期浸润下，中国人锻造出求真务实的精神品格。置身

于新的世俗化时代，汲取儒学中的重实用的态度、方法、途径等合理

成分，将有助于当代中国人实用理性的建构。 

关键词 儒学 实用性 实学 人 

 

提及儒学的实用性，许多人肯定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儒学同实用性是不

搭界的。这一则因为儒学“迂远而阔于事情”，①它所创设的圣贤君子人格、仁义

礼信等德性伦理、仁政德治政治主张等过于理想化，难以同现实合拍，因而孔孟

游说诸候列国最后均以碰壁而告终，孔子成为“丧家之犬”；二则是因为许多儒

者空谈心性、理气、有无、一多、道器等“玄学”问题，不仅离百姓日常生活太

远，且不易被大多数民众所理解和接受，何谈实用性；三则儒家坚持伦理本位，

具有泛伦理主义流弊，把伦理价值作为唯一的评价尺度，因而同人丰富多样的社

会生活和多变的思想观念（现代尤甚）相脱节，难以真正发挥其规范指导作用。

应当说，这些否定儒学实用性的说法并非没有一点道理，因为儒学确乎有着过于

高远、过于理想化的一面，尤其是宋明后学更是流于空谈和玄虚。但是，从另外

一个角度看，儒学又呈现出较强的实用性，它强调不离日用、学以致用、明体达

用、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等，足以表明儒学不失为一种实用之学。正是从先秦开

始到汉唐儒学，均是有实用性的特质和因子，如此才产生了宋明以后的实学形态

和实学思潮。在具有实用性特征的儒学长期浸润下，中国人锻造出求真务实的精

神品格。置身于新的世俗化时代，汲取儒学中的重实用的态度、方法、途径等合

理成分，将有助于当代中国人实用理性的建构。 

 

一、儒学实用性的基本内涵 

                                                   

【作者简介】涂可国，（1961-），男，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主任、研究员，主要研究领

域：儒学、中国哲学和文化学。 
① 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

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云：“儒者以六艺为法，

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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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实用性也就是指它在人的社会实践中和日常生活中具有实际应用价

值，能够发挥实际的指导作用和调节作用，能够产生实效、实功、实利。儒学的

经世致用性展现了它在传统中国社会和当代社会所产生的效用问题，同时这也将

是儒学社会学和儒学历史学研究的课题，这里我将从理论自身上去探究儒学何以

能够产生实际功效、具有应用效用的条件、潜质和特征。诚然，我并不把儒学的

实用性等同于美国的实用主义，虽然在重视行动、生活、实践、实验、实证、实

效等方面两者殊途同归，但儒学并不一味倡导功利主义、工具主义、经验主义（如

儒家重视体知和顿悟、反省）、相对主义等。儒学的实用性具有更为丰富、更为

独特的社会历史内涵，它至少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在致思对象上强调不离日用 

关于儒学的学科定位，许多人把它说是人学，或者是为政之学，当然更多的

人断言它乃是建立在伦理主义基础上的人生哲学。在我看来，儒学的核心层是伦

理之学，第二层是为人之道和为政之道，这些显然“不离人伦日用”，它们同人

生实践和现实的政治实践息息相关，故此能够为人所用。孔子较少言性和天道，

且他不语怪力乱神，而把思考的重心放在礼乐教化、仁者爱人、学做圣贤等上面。

不可否认，儒学并不是一点不关注本体论、辩证法等形而上问题，但是儒家的实

体学说基本上围绕人道来运转，也就是以天道推及人道，正因如此，我们才承认

先秦荀子和汉代王充的天论，张载、程朱、罗钦顺和王廷相等人的气体之学，也

是一种明体达用的实体实学。 

同西方宗教哲学不同，儒学不太关心对超验世界的探讨，对鬼神存而不论，

认为“天道远，人道迩”①“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而致力于现实社会人生

问题的反思，关心民事民瘼、治国平天下以及如何在现世做到立德、立功、立言

“三不朽”。在儒者看来，他们所思考的对象均是实事，而不是空无。程朱理学

认为“理”是“实理”而非“虚理”，从理—分殊角度，断言“理”既是宇宙万物

的“根实处”，也是寓于宇宙万物的“实有之理”。“由宇宙实体进入心理实体，

有的学者也把实践道德之学称为‘实学’，宋代儒学在同佛、老的‘以心为空’

的辨论中，认为‘吾儒以性为实’，承认人的心性以其体言，则有仁义礼智之实；

以其用言，则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实”。② 

（二）在理论主张上儒家追求学以致用 

在儒家那里，每个人的学习、言语以至学问必须付之实际行动，做到言行一

致、学以致用。首先，学以致用。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

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③。其次，修己以安人，正德是为了利用厚

                                                   
①《左传·昭公十八年》记载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② 葛荣晋：《关于中国实学历史地位的理论思考》，载张树骅、宋焕新主编：《儒学与实学及其现代价值》，

齐鲁书社 2007 年版，第 4 页。 
③ 《论语·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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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方面，儒家认为“内圣”是为了“外王”，个人修身的目的并不完全是“独

善其身”，而更是为了“兼济天下”，也就是孔子所讲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

姓，做到为政以德。另一方面，儒家在个人修身养心上强调要“实修”“实功”，

而不是佛老的“空悟”，例如陆九渊主张“在人性、事势、物理上做些功夫”，王

阳明倡导“实地用功”“切实用力”。再次，知行合一、体用无间。孔子反对“知

而不行”“言过其行”，要求“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①，断言“君子耻其言而

过其行”②“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③，认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

之者不如乐之者。”④倡导在实践中获取“乐趣”。程朱理学认为“知先行后”，陆

王心学主张“知不先，行不后”，后世思想家也有主张知后行先（如王夫之）。不

过，无论在知行先后问题上见解有何不同，宋明理学家总是共同倾向于“合知行”。 

（三）在治学目的上强调经世致用 

从学以致用、不离日用出发，历代儒家提供为学致用、通体达用，认为思想

理论必须回到现实、服务于实践，以发挥其经世致用、安邦定国、为民请命的作

用。孔子孟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周游列国，向统治者宣传自己德政仁治主

张，充分表明利用自己的理论智慧改造社会现实的务实风格。与此同时，儒家也

把为学之道指向个人修身养性、贵生乐安这一人生目的上，为此，他们通过教授

弟子、学校教育来实现道学问以尊德性、独善其身以及安人的学术理想。对此，

孟荀也有过深刻论述。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

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⑤依靠正确的方法在学问上达到精深境界，就可以左右逢源。荀子也指出：“君子

之学也，以美其身。”⑥朱熹也曾批评“务讲学者多阙于践履”的弊病，张栻认为

“圣门实学，贵于践履”。本来，不论是经学、词章之学，还是历史学、义理之

学，大抵算是当今所说的基础人文学科，但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纷纷标榜历史实学、

经学实学、考据实学之说，这个中原因大概一是如戴震所言“注经必籍实据”，

不空谈义理；二是乾嘉考据学家多批评弊政，关心时务，通过考据形式以求治世

之策；三则是因为借助于治史治经可以更好地理解、把握和挖掘经史中蕴含的“微

言大义”，以正确地利用之去指导人生践履和治国理政。 

现代新儒学为人所诟病的是它过于重学理，追求利用西学范式重建儒学理论

体系，而其发展起来的经院儒学往往同普通民众的生活相脱离，儒学的实用性遭

到削弱乃至消解。为此，有的提出应建立一门实用儒学，以使儒学中有价值的内

容能为现代社会利用。⑦ 

                                                   
① 《论语·里仁》。 
② 《论语·宪问》。 
③ 《论语·里仁》。 
④ 《论语·雍也》。 
⑤ 《孟子·离娄下》。 
⑥ 《荀子·劝学》。 
⑦ 参见刘宗贤、蔡德贵主编：《当代东方儒学》，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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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学是一种儒学的次生文化样态 

 

虽然早在汉代“实学”概念即已由王充在《论衡·非韩》一书中创始，宋明

儒者较为广泛使用，但真正自觉地把“实学”当作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形态加以

研究则是由 20 世纪四十年代的学人嵇文甫开其端，而比较系统的实学研究在我

国则是始自上世纪 80 年代的事情。无论实学研究处于何种状态，它同儒学之间

的关系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也是聚讼不已的难题。根据我的初步探讨，可以

把实学归之于儒林，把它视为从儒学这棵大树上移植出来的次生学术文化形态。

一方面，儒学为实学提供了一定的资源和动力，成为实学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元素；

另一方面，实学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了儒学的同时，也导致了儒学的瓦解和衰落。 

如何在概念的本质规定性上去理解和把握儒学与实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前辈

学者颇费了不少心力。葛荣晋的《中国实学思想史》（三卷本）、《中国实学文化

导论》，赵吉惠的《中国儒学史》，冯天瑜等人的《晚清经世实学》，张凯之的《儒

学·理学·实学·新学》，苗润田主编的《儒学与实学》等一系列著作均作了深刻的

分析。对于儒学与实学概念之间的关系，海内外学者发展了不同的看法。有的直

接从概念内涵上去界定儒学与实学。一种观点认为，在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之外

还客观存在着一个以张载、王廷相、王夫之、戴震等人为代表的实学派别，宋元

明清实学本应是理学、心学与实学的三足鼎立的格局，明清实学是一个相对独立

的哲学派别，它是儒学发展的最高阶段，“实学”实质上是始自宋儒的对先秦孔

孟儒学的特指。①一种观点认为，实学是在明末清初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

的，以“经世致用”为核心、以社会改革为手段、以反对程朱陆王末流为学风、

以调整封建社会后期矛盾为目的的一种学术思潮，它是儒家“正德、利用、厚生”

理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并没有超出儒家自我调节的大范围。许多论者则

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去理解儒学与实学的关系。有的认为孔子之学也是一种实

学。②有的断定只有“真儒”之学才是实学。③有的论者认为，历史上的实学有

广义、狭义之分，程朱学派虽然强调理性，但真下功夫，可以称为实学，这种真

下功夫的身心修养，就是广义的实学；狭义的实学就是气一元论，即唯物论，如

张载、颜李学派。④有的学者指出，广义实学概念泛指自先秦以来一切追求实际

并重在应用（包括科学技术）的学问，狭义实学则是中国传统儒学发展演变的特

殊文化形态，特指北宋至清末以坚持发扬儒家“经世致用”传统，既反对佛道“空”

                                                   
①
 罗炽：《论中国实学范畴内涵的历史演变》，《湖北大学学报》1996 年第 4 期。 

②
 夏长朴：《孔子的实学》，《中国哲学》第 16 辑。 

③
 姜广辉：《走出理学·“实学”考辨》，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年版，第 49 页。 

④
 张岱年：《中国实学研究会成立十周年》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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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又以反对空疏玄理无用为已任而逐渐形成的文化思潮。
①
虽然观点多种多

样，但若归纳起来，不外乎三大类型：一是认为实学即是儒学，是儒学的特定历

史形态；二是认为实学同儒学彼此交叉，可谓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三是认为儒

学同实学完全异在，绝然不同。我比较倾向于赞同第一种看法——从学术主体来说，

某些儒家人物提出了不少实学思想；反过来，许多实学家也接纳了儒学核心观念；

从学术内容来说，儒学与实学既相互促进，又互为排斥，属于整体与部分之间的

关系。 

（一）实学可以分为广义、中义和狭义三个层面 

要准确把握实学与儒学的辩证关系，不妨将实学分为广义、中义和狭义三个

层面。 

首先，广义的实学可以由明清思想上溯到先秦原始儒学。台湾学者夏长朴在

《孔子的实学》一文中把孔子的行仁之学、正名分之学和“子不语怪力乱神”的

黜虚崇实态度都说成是实学。②勿庸废言，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学的确

带有较浓厚的实学色彩，因为其思想虽然博大精深，但可以归纳为“为人之道”

和“为政之道”。这两点表明它的致思对象“不离日用”，倾注于现实的人事和政

事，它的学术旨趣重心也放在安邦兴国、救世济民等世俗事务上，从而标志着原

初儒学实用理性较为发达，入世精神较为明显。 

其次，中义的实学应定位于从汉代思想或宋代思想开始直到明清的求实思

潮。国内研究实学的知名学者葛荣晋先生认为实学应始于宋代。他指出，北宋思

想家针对汉唐以来的“俗儒记诵辞章之习”和佛老的“虚无寂灭之教”，在吸取

佛老的本体论思想基础上，从“体用不二”新的思维角度，将儒家传统的“内圣

外王之学”升华为“实体达用之学”，从而构成了中国实学的基本内涵和理论框

架。③ 

再次，狭义的实学指明清时期特定的抑虚崇实思潮。力主此说的学者在海内

外占大多数。陈朝晖认为，实学虽与儒家的经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但从实质和

主流上说，是属于近代启蒙思想的，是对经世传统的哲学扬弃。④应当承认，不

论是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唯心色彩较浓的道学，还是王安石的“新学”、张载

的“关学”和陈亮、叶适的“功利之学”这类唯物主义思想，都蕴含着实学的内

容。不过，作为对宋明理学的修正、改造或反动，实学严格说来应是指萌生于罗

钦顺、王廷相等人的批判思潮，兴起于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王夫

之等人的启蒙思潮，成熟于颜元、戴震等人的“实学”思潮，终结于张之洞、曾

                                                   
①
 赵吉惠：《张载关学与明清实学》，葛荣晋等主编：《张载关学与实学》，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0 年版。 

②
 葛荣晋：《中国实学文化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11-412 页。 

③ 葛荣晋：《中国实学文化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11-412 页。 
④ 陈朝晖：《论道探源辨实学  厚生利用识儒真——第二届东方实学学术讨论会纪要》，《清史研究》1993

年第 1 期。 



25 
 

国藩等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体系。明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生成

实学的新的因素和条件，例如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外来文化的传入、社会

矛盾的激化等。作为对明末居敬主静、明心见性和“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王

学末流所带来的崇虚流弊进行理性反思和深层批判的唯实变革思潮，实学的共同

的思想特质就是强调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性理。 

只要加以合理的限定，不论是从广义上抑或是从狭义上去规定和运用“实学”

概念，都是可以接受的。不过，我认为从中义上去理解“实学”并由此把握儒学

同实学之间的关系，似乎更恰当性。这主要是基于如下两条理由。 

（二）宋明明确提出和广泛使用了“实学”范畴 

有的论者把实学看成是“经世之学”，有的则把实学视为“实体之学”。葛荣

晋先生则把两者结合起来，将“实学”规定为“实体达用之学”。我们认为应在

“实体达用”基础上把实学界定为“通实致用”之学。这一则是因为“实体”范

畴难以容纳实证、实行、实事等内涵；二则是因为“实体达用”局限于体用思维

模式；三则是因为“实体达用”容易导致实学的泛化。按照理论的重心、特色和

意旨不同，实学可分为实体实学、经世实学、科技实学、史学实学、明经实学和

考据实学等不同面相。无疑，为了批判宋明理学家空谈性理、脱离现实、鄙弃事

功、专注于心性修养的崇虚理论，明清思想家着力发展了经世实学、实测实学、

史学实学和明经考据实学，然而，宋明两代思想家也在实体、实行和经世三种层

面上提出并使用了“实学”范畴。就实体实学而言，朱熹在继承二程“惟理为实”

的实理本体论基础上从“理一分殊”维度提出并运用了“实学”概念。他这样说：

《中庸》一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未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

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①明以来主张气本论的思想家许多也针对

佛家、道家及理学家的空无之学而将自己的学说标榜为“实学”。罗钦顺在《困

知记》中说“此博约所以为吾儒之实学也”。王廷相在《慎言》中将张载的气本

论归之为“实学”：“《正蒙》，横渠之实学也。”陆九渊从道德践履角度指出“躬

行践履”即是“唐虞三代实学”。就经世实学而言，南宋吕祖谦发挥金华、永嘉、

永康学派的经世致用思想，驳斥“章句陋生”为“徒诵诂训”，强调“不为俗学

所汩者，必能求实学”。②明清之际，王廷相针对明中叶士人“专尚弥文，罔崇实

学”的时弊，明确指出“士惟笃行可以振化矣，士惟实学可以经世矣。”；③顾炎

武反对“明心见性之空言”，提倡“修己治人之实学”；④颜元倡导“身实学之，

身实习之”。⑤从以上“实学”范畴发展史看，宋明思想家开创性地从“形而上”

                                                   
①
《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 

②
《吕东来先生文集》卷一。 

③
《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二。 

④
《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⑤
《颜元集·存学编》卷（《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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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形而下”两大方面提出了“实学”概念，并加以广泛运用，同时还以“实学

相期许”，以此为指导去自觉建构自己的思想学说，而这又得到后世儒家的继承

和发展，故此必须将中国实学定位于宋代之后儒学发展链条上的重要环节和特殊

学术思潮。 

（三）宋明第一次明确赋予实学以丰富内容 

实学作为“通实达用之学”，它大体上是由对实体（宇宙实体、心性实体、

社会实体和文化实体）、实证（考据、实验）、实行和实用（经世致用）四大部分

的探索所构成。宇宙实学由宋代思想家开其先河。宋代宇宙实体论最为发达，主

要由周敦颐的“太极”说、王安石的气一元论、张载的气化论和陈亮、叶适的物

本论所构成。周敦颐所提出的“无极而太极”命题虽然承继了老子“天下万物生

于有，有生于无”①的哲学路线，但无中涵有，它“把本原的实体规定为实有而

非物、本无而不定的绝对体，是对以往哲学思辨的理论总结，表示他力图克服玄

学、佛学空无本体论的理论局限”。②王安石的气化论把宇宙本体有时归于“道”，

有时归于“太极”，然而不论是“太极”还是“道”，在他那里并非纯粹的“无”，

而含有“有”及“气”，从而具有物质实体性。张载从气化论出发，“既批判了玄

学化了的道教所谓虚虚生气、无生有的观点，又驳斥了佛教把现象（形、物）和

本体（性、虚）割裂而把客观世界看作是主观幻觉的谬论”，③指出“太虚无形，

气之本体”“太虚不能无气”， ④从而从存有论维度肯定了“太虚”和“气”的实

体性。唯物倾向较为明显的陈亮、叶适不仅分别提出了“盈宇宙者无非物”“物

之所在，道则在焉”的宇宙实体世界观，还着力发展了重“事功”的实用实学这

一功利主义价值观，以及“明于事物之故以奏实事实功”的实用认识论和方法论。

与唯物主义道学相反相成的宋明理学特别是王学末流虽然受到明清实学思潮的

批判，被认定为“空无虚寂”之学，可在其思想体系中仍然包裹着大量关于实体

实证实行实用的言论。正如葛荣晋所言，在宇宙观上，朱熹发扬了二程的天理论，

大力提倡实理论，尖锐批评了佛教“以空为宗”、道家“以无为宗”的本体之学，

以陆九渊为代表的象山学派虽然把心作为宇宙本体，具有一定的空虚性质，但陆

九渊从“理在事中”出发，指明心是伦理实体，认定“宇宙间自有实理”；在人

性论上，程朱学派反对“释氏以性为实”，指出“吾儒以性为实”，承认“以其体

言，则有仁义礼智之实；以其用言，则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实。”⑤在道

德修养上，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主张不管是“向外用功”还是“向内用功”，

都必须“着实做事”，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派虽然带有浓厚的虚无主义性质，

                                                   
①
《老子》第四十章。 

②
 肖萐夫、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8 页。 

③ 肖萐夫、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1 页。 
④
《张载集·正蒙·太和》。 

⑤
《朱子语类》卷六《性理三·仁义礼智等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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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主张“为学有讲明、有践履”“一意实学，不事空言”等，而宋明理学家大多

主张明经致用、史学经世和兴滞补弊等③。由此可见，除了受时代条件的制肘而

疏于对“质测之学”的思考（并非没有）外，宋明之际的思想家尽管尚没有达到

明清实学那样的高度和广度，但并不缺乏对实学的追求和探究，因此，把实学看

成从宋代以迄清末的儒家文化思潮是可以成立的。 

总之，我们不能狭隘地把实学仅仅归结为“明清实学”，更不能将它当成实

证科学，不论是从概念的本质规定来说，还是从种类和内容而言，宋代实学不失

为中国实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形态。 

 

三、儒学对实学的催生与阻滞 

 

在国内学术界，无论是肯定实学是儒学还是否定实学是儒学的独立文化形

态，一般不会否认儒学对实学产生的影响。只是有的较为突现这两者的一致性，

乃至把实学看成儒学发展的最高阶段，有的则较为强调两者的差异性，从而认为

明清实学是对宋明理学的修正和反动，例如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

出清学是“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在我看来，儒学同实学既对立又统一，

具体说就是，儒学包含实学，孕育促动了实学，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实学

的发展；反过来，实学既发展了儒学，又在某种意义上瓦解了儒学。 

自从孔子创立儒学以来，依次经历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

理学、明清实学、清代朴学等不同发展形态，后世儒学对前代儒学有损益也有发

展，有批评也有继承。大家知道，实学的本质特征是崇实黜虚，而先秦原始儒家

思想就蕴含着众多实学因素——在致思对象上它不离日用、远鬼神天道而又近人道

政事；在价值取向上它形成了学以致用、安邦定国、利用厚生、修己安人、内圣

外王等经世致用传统。倘若说先秦儒学为宋明实学提供了可以利用和加工的思想

素材，那末，原始儒学和宋明儒学则共同构成了明清实学的文化资源。 

首先，先秦儒学的实学因素成为宋明实学的重要来源。宋代道学包括气学、

理学（狭义的）、心学和新学都从原始儒学中吸取了实学资源。这一点前面我们

已作了一定阐释。这里，撇开以张载为代表的气本论和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这

类具有较明显实学特质的宋代道学不说，仅就被后世认定为空谈性理的程朱理学

和陆王心学而言，也可窥见到它们借鉴吸收了前代儒学尤其是原始儒学的实学成

分。二程从实理角度直接阐明了《中庸》一书的实学义蕴，说：“如《中庸》一

卷书，自至理便推之于事。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①在

认识论上，二程理学通过对《大学》中“格物致和”的诠释提出“格物穷理”的

                                                   
③
 参见葛荣晋：《中国实学文化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8-32 页。 

①
《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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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主义实学命题；在知行观上，二程认为“孔子言语，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语，

句句是实事。”①；在价值观上，二程反对汉唐的章句注疏之学和笃守师说的家法，

而提倡“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②的“明道致用”论。朱熹从本体论高度

同样肯认了《中庸》之道“皆实学也”，③并引述孔孟之道以论证性是实理：“理

一也，以其实有，故谓之诚。以其体言，则有仁义礼智之实；以其用言，则有恻

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实。”④同时还从孟子儒学所张扬的“五伦”维度去驳斥

佛家“以性为空”的思想：“吾儒做得到底，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兄弟有

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吾儒只认得一个诚实底道理，诚便是万善骨子。”⑤进

一步，朱熹在道德修行上肯定了原始儒家的实功论，批判了佛老的虚功论：“尝

窃病近世学者不知圣门实学之根本次第，而溺于老佛之说，无致知之功，无力行

之实，而常妄意天地万物人伦日用之外别有一物，空虚玄妙，不可测度，其心悬 

悬”，⑥并继承孔子“躬行君子”的传统而力主“为学之实，固在践履”⑦、“必

践于实而不为空言矣”⑧的实行论。特别是朱熹承袭了孔孟修己治人安人、内圣

外王、修齐治平等经世传统，而认为圣贤教人之学是为了格物、致知、诚意、修

身进而达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不难看出，前代儒学特别是先秦儒家为

程朱理学体系中的实学思想提供了重要资源和动力。众所周知，陆王心学作为同

程朱理学既对立又有所贯通的道学受到了后世实学的极力反对和批判，它把心作

为本体，更是具有较明显的空虚特性，因而必然受到人们的诟病。不过，正如前

已论及的，陆王心学由于受到先秦儒家的感染和影响，同样隐藏着实学思想。陆

氏之学同孟子之学一脉相承，犹如王阳明所言：“圣人之学，心学也……陆氏之

学，孟氏之学也。”⑨陆九渊为了阐述实理论和心本论，把理归结为心，提出“心

即理”命题，并将心看成伦理实体，同时还根据孟子的存心、养心、求放心和仁

义礼智四端论证“心”是“实”的。陆九渊发明了存养心性的“简易工夫”，而

这一自我修养、“发明本心”的实功方法正是源自于古代易学：“‘乾以易知，坤

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

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出自《周易·系辞上》。《易传》对世

界有一个深刻的哲学观察，认为最根本的也就是最简易的。陆九渊把自己‘发明

本心’的方法称为‘简易工夫’，即取其虽简而实深刻，虽易而实根本之义。”⑩在

                                                   
①
《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五。 

②
《二程集·河南程氏粹言》卷第一，《论学篇》。 

③
《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 

④
（《朱子语类》卷六《性理三·仁义礼智等名义》。 

⑤
《朱子语类》卷一二六《释氏》。 

⑥
《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六。 

⑦
《朱文公文集》《答曹文可》。 

⑧
《四书章句集注·中庸》。 

⑨
《王阳明全集》卷七《文录四·象山文集序》。 

⑩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上），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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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时代背景下，陆九渊创造性地吸取了先秦儒家思想中可发展为实学的因子，

使得其思辨体系中不乏实学色彩。同陆九渊一样，王阳明的心学也从原始儒学及

宋明道学中吸取了某些实学营养。例如，在《大学问》这一最后著作中，王阳明

分析“明明德”和“亲民”之间关系时指出，“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

以明其明德也……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

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

体矣。”①不过，先秦儒学对王阳明实学思想的影响最鲜明地还是体现在他的“知

行合一”实践论上。正是受到孟子“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的

启发，王阳明提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著名论断，并强调“穷人理”

的主要方法不是认识而是实践（“行”）。 

其次，明清实学继承和发展了前代儒学中的实学思想。在一些人眼里，宋明

理学和心学“空谈性理”，耽于“存天理，天人欲”的伦理空想和哲理玄议，几

无实学，原始儒家的经世精神逐渐淹没，似乎明清实学与宋明道学无关。例如，

有的论者指出，学以致用是先秦孔派儒学的传统，宋代兴起的新儒家即所谓理学

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这个传统，专讲道德性命、修身养性，不务实际，特别到明

末的王阳明后学，束书游谈，几近狂禅，学问与社会实际严重脱节，清初学者在

总结明亡教训的基础上，深感必须返虚就实，倡导经世致用的新学风。②实际上，

明清实学也从宋明思想中获得了许多养料，这主要是因为宋明道学具有二重性，

它不仅具有“虚学”成分，也包含着“实学”因素，一如葛荣晋先生所深刻指出

的：“从本质上看，宋明理学思想体系既有虚学成分又有实学成分，是‘虚’与

‘实’的有机统一。宋明理学既有承认‘虚理’，亦提倡‘实理’；既承认天命之

性是‘悬空之物’，又肯定‘吾儒以性为实’；既鼓吹“发明本心”的顿悟之说，

又主张‘在事上磨炼’的实修实功论；既提倡经国济民，又留心‘格物游艺之学’。

正因为宋明理学具有‘虚学’与‘实学’的二重性，所以宋明时期实学家在排斥

它的‘虚学’的同时，也都尽量地吸取它含有的‘实学’成分。在它们之间，既

有继承性又有排斥性。实学家认为合于实学者，即‘信而守之’，戾于实学者，

即‘辩而正之’”。③勿庸置疑，明清实学根据新的社会条件（例如新生的资本主

义因素）和文化背景（如“西学东渐”）而有所创新，但是它并没有完全割断传

统，不仅容纳了许多原初儒学的实学成分，也接纳了宋明道学的实学因素。著名

思想史家钱穆指出，宋学精神乃明清之际学术的源头。宋学精神即所谓“道德仁

义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者，它有革新政令、创通经义的两端，而精神之所寄，

则在书院。宋元明清三朝六百年学术与书院兴衰息息相关，而以东林为殿。明清

                                                   
①
《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续编一·大学问》。 

②
 赵宗正：《清初经世致用思潮》，载《实学文化与当代思潮》，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75 页。 

③
 葛荣晋：《中国实学文化导论》，中共中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13 页。 



30 
 

之际学者流风余韵，则源于东林。阳明学继朱子而有变异，东林学继阳明而有变

异。东林诸儒欲挽救王学末流之弊，避虚归实，重在实行之实学精神，而后世学

者相率以实学为标榜。凡清儒辨宋明理学诸大端，东林已开绪。”① 

明清实学发展史也表明，包括宋明道学在内的前期儒学构成了明清实学赖以

生成和发展的源头活水。在谈到陆九渊心学的历史地位时，张立文先生明确指出：

“陆九渊学问与事功，都贯彻了其重实、践履的风格。它给予后世中国人纠正宋

学空疏，汉学烦琐之风，以启迪和动力，适应经世致用的需要。”②在明清实学的

形成与发展时期，绝大多数实学家如罗钦顺、王廷相、杨慎、黄绾、唐鹤征、杨

东明、王艮、何心隐、李贽等都是从程朱理学或陆王心学派别中分化出来的，除

以李贽等人为代表的异端学者外，这一时期的实学家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是遵从

孔孟，二是崇实黜虚，他们在反对宋明道学“虚学”的同时也进一步展开了其中

的“实学”一面。拿王廷相来说。王廷相在讲到宋代道学时指出：“然世逖风漓，

异端窃起，而老、佛清净无为之论出，世乃为之大惑。……宋儒极力诋辨，以挽

洙、泗之风，而才性有限，不能拔出流俗，亦未免沾带泥苴。”③可见，王廷相并

不否定宋儒对孔孟之道的维护及对佛道以空、无为本的排斥，只是不满于宋儒因

“才性有限”而滑向玄谈流俗。而且，王廷相的气一元论继承和发展了张载“太

虚不能无气”的实学思想，而在知行观上，他虽然反对张载和程朱的先天超验“德

性之知”以及王阳明的“良知说，”但也吸收了朱熹的“论先后，知为先；论轻

重，行为重”④的“力行”思想，借鉴了王阳明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

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⑤的“知行合一”论。譬如，王阳明强调“知”

依赖“行”，所谓“行”，是指“以求履其实而言，谓之行”，⑥这是说实实在在地

去践履实事实功就叫做“行”，因此，他说：“夫学、问、思、辨、行，皆所以为

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

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必先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

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己即

是行矣。”⑦与此观点相一致，针对那种没有经历过“风水之险”却在高门大屋中

空谈“操舟之术”的“虚寂寡实”，王廷相强调必须“随事体察以验会通”，在“实

践处用功，人事上体验”。⑧在明清实学的鼎盛时期，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

刘宗周、方以智、颜元、李塨等人为杰出代表的、具有较丰富实学思想的思想家，

                                                   
①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 

②
 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52 页。 

③《雅述》上篇。 
④
《朱子语类》卷九《学三·论知行》。 

⑤
《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上》。 

⑥
《王文成公全书》卷二。 

⑦
《王文成公全书》卷二。 

⑧
《与薛君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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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明了明朝灭亡的祸根是宋明理学末流空疏所致，他们在“力矫晚明颓习的基础

上，易主观玄想为客观考察，改空谈为实证，把学术研究领域扩大到自然和社会

的众多实际领域”。①然而，我们理应看到，清初实学家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割裂

或抛弃传统儒学，他们大多同宋明道学具有师承关系，不是宗程朱，就是宗陆王，

或兼而采之。实际上，他们的实学思想大多不过是将蕴含在前代儒学体系中的实

学种子发展到极致罢了。清初实学重实证科学，同样地，朱熹和陆九渊也很注意

吸收当时的自然科学成果。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历史实学也深受原始儒学的启

迪。顾炎武说：“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虽六经皆然。”②由此，

他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论点和“理学，经学也”的命题。狂儒李贽所提出来的

“童心即真心”命题，虽然“剥落”了王守仁“良知”说中义理对人的“本心”

的名教伪装，但同时也输入了王阳明所关注的那种超越了有生死“躯壳”的“真

己”、“真心”范畴。且不说颜元、李塨所标举的“实学”是否同宋明理学具有渊

源关系，可以肯定的是，颜李学派极力推崇孔孟、力主法三代，其实学在很大程

度上发端于孔孟之道。例如，颜元在批评宋明儒者专为“无用”之学时讲到，儒

学的真谛在于“申明尧、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艺之道，大旨

明道不在《诗》《书》章句，学不在颖悟诵读，而在期如孔门博文、约礼、身实

学之，身实习之，终身不解者。”③在明清实学的衰落时期，尽管实学气势大不如

前，但毕竟涌现了一大批经世实学家、考据实学家、经学实学家、历史实学家、

实证科学实学家等（如戴震、焦循、全祖望、章学诚、龚自珍、魏源等），他们

在批判宋明理学空谈心学的同时，也对其中的实学思想加以承继和发挥。从魏源

“及而后知，履而后艰”的重行学说上，可以依稀看到朱熹和王阳明“力行”思

想的影子。崔锐则称赞说：“宋之四子（指周、程、张、邵）造诣精矣，皆实学

矣。”④章学诚也极力推崇“性命、事功、学问、文章，合而为一”的朱子之学，

认为“黄（干）、蔡（元定）、真（德秀）、魏（了翁），皆承朱子而务为实学”，

“而非专己守残、空言性命之流也”。⑤ 

综上所述，儒学孕育了实学，也促成了实学。那么，何以如此呢？理由很简

单，除了前代儒学体系中的实学适应了后来社会发展的需要外，最根本的还在于

儒学的独占统治地位。自从汉代“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来，虽然孔孟儒学也

曾受到过佛道的冲击，但从总体上它还是高居官方思想地位，对封建士大夫的思

想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程朱理学于宋代后期被确立为官方哲学，统治中国

几达八百年，阳明心学虽然一度受到打压，但也曾风行达三百年，故而宋明理学

                                                   
①
 孔祥林主编：《大哉孔子》，齐鲁书社 2004 年版，第 139 页。 

②
《日知录》卷三鲁颂商颂。 

③
《颜元集·存学编》卷一《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 

④
《恒词》卷十。 

⑤
转引自葛荣晋：《中国实学文化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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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后世思想家无法绕开的源泉。不论是为了求取功名利禄，抑或是为了济世救

民，历代文人包括实学家都要从先在儒学中获取知识和智慧。 

这里必须指出，儒学也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实学的发展。这首先是因为孔孟

儒学和宋明儒学作为“君临一切”的官方统治思想，具有保守和钳制作用，因而

不利于带有革新意味的实学的生长。其次是因为儒学中的“虚学”部分同其“实

学”部分之间往往呈现犬牙交错、你争我夺的状态，它会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实

学”的兴起。由于篇幅限制，就不一一论列了。 

 

四、实学既批判发展了儒学又瓦解了儒学 

 

我虽然不同意把明清实学看成是儒学发展的最高阶段，它从总体上它并没有

超越宋明儒学，而认为宋明道学才是儒学的成熟形态，但肯定实学发展了儒学—

—这种发展主要体现在发扬光大了儒家不离日用、注重践履、知行合一、经世致

用的实学传统。 

也许不能断言明清实学是对宋明道学的反动，然而，明清实学确实展开了对

宋明理学的激烈批判。这种批判从性质上说，它是属于儒学自身发展的需要，是

原始儒家经世致用思想传统不断发展的成果，是儒学内部的自我批判和历史反

思；从思想实质而言，明清实学的基本特征是：反对空疏清谈，主张经世致用；

反对空虚假谬，主张实证求是；反对浮虚空谈，主张笃行实践①；反对宋儒空谈

性理，发扬传统儒学“明体达用”风气。其实，早在宋代，儒学内部围绕“虚”

与“实”即展开了互相批判。如朱熹和陆象山即互相指责对方“狂禅”。而陈亮、

叶适的“功利之学”则从实事实功出发批判了朱陆的理、心本体论，只不过前者

侧重于“外王”，后者侧重于“内圣”。批判宋明儒最为强烈的是肇始于处于严重

社会危机背景下的王廷相。他把明朝走向衰亡的原因之一归结为理学的空疏与迂

腐：“近世好高迂腐之儒，不知国家养贤育才将以辅治，乃倡为讲求良知，体认

天理之说，使后生小子澄心自坐，聚首虚谈，终岁嚣嚣于心性之玄幽，求之兴道

致治之术，达权应变之机，则闇然而不知。以是学也，用是人也，以之当天下国

家之任，卒遇非常变故之来，气无素养，事无素炼，心动色变，举措仓皇，其不

误人家国之事者几希矣！”②他还指出，宋儒力僻佛老，但都由于“俗儒寡识”，

导致援邪阿世，“害道甚矣”。③攻击宋明儒的空无本质在明清之际达到了最高潮。

面对陆王心学的流行，面对清初统治者厉行专制统治、竭力恢复程朱理学的权威，

面对“天崩地解”的社会大变革，面对国破家亡（明朝覆灭）的痛苦，明清之际

                                                   
①
 参见葛荣晋等主编：《张载关学与实学》，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0 年版。 

②
《雅述》下篇。 

③
《雅述》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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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大批杰出思想家从思想启蒙、个性解放、人格平等、劫富济贫、社会治理等

方面汇成反道学的实学思潮，要求返虚为实，以求通体达用。顾炎武指斥宋儒导

致人人清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①痛斥宋明以来“空谈

性理”的腐朽学风使一般知识分子在唯心主义理学桎梏下，“足不出户”，“游谈

无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为此他倡导实学、崇尚

实际，力主经世致用，并且身体力行。黄宗羲虽然推崇王学，但他却批判了王阳

明“四句之教”的虚无特质，并揭露宋代理学治学不以《六经》为根柢，提倡以

修行为心学之本，以慎独为入德之要，力主读经、治史以用世，“学者必先穷经，

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②颜元同样批判了宋明理学的空疏，崇尚

实学。他批评道：“汉、宋之儒全以道法摹于书，至使天下不知尊人，不尚德，

不贵才。”③自汉以来的儒者以死读书为“为人之道”，不顾国计民生，疏于事功，

至于程朱与陆王两派则“辨至非处无用，辨至是处亦无用。”④《四库全书总目提

要》也说颜元“其说于程朱陆王皆深有不满，盖元生于国初，目击明季诸儒，崇

尚心学，放诞纵恣之失，故力矫其弊，务以实用为宗”。颜元所提倡的“实学”

达到了当时最为丰富的状态，它包括实文、实习、实行、实功、实用、实才和实

体等各个方面。 

本来，宋明儒学具有较为丰富的实学内容，也表现出较明显的求实风格，而

且，不少理学家“以实学相期许”，他们在建构新儒学思想体系过程中，坚持虚

实结合，有无合一，义理与考据兼备，大力批判佛道以空无为本的作法，同时始

终关注社会现实治乱和人生困苦，从而使得他们的思想观念、伦理追求、价值导

向和思考重心同社会现实、生活实际密切相联。即使是被后世实学家攻击最为严

厉的朱熹，其思想也含有实理论、实性论、实功论、实行论和经世论等众多层面。

可是，为什么如此宋明道学仍然被明清实学指斥为“空无”而遭到激烈而又全面

的批判呢？不能否认，明清实学家对宋明儒所谓虚无本质的揭露并不全然恰当，

而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及过分夸大之嫌，也没有完全顾及到宋明儒学面临的特定

的社会历史背景及理论思维任务（如辟佛老及援释道入儒）。然而，宋明道学的

固有缺陷也是它成为批判对象的重要根由。 

（一）宋明儒学过于抽象和思辨 

宋明理学和心学在儒学的哲理化、精致化和系统化方面的确作出了突出的理

论贡献，使之获得第二期发展，不过，也正因如此，它虽非“空谈性理”，而探

讨了较为实际的社会治术，但它毕竟主要着力于思考心理、性情、知行、道器、

                                                   
①
 《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②
 《清史稿》卷四八 O。 

③
 《颜元集·存学编》卷四《性理评》。 

④
 《颜元集·习斋记余》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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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等一般哲学问题。要知道，哲学的重要特征是超验性、本质性和抽象性，它

往往以其概念思维而较为远离现实，并且实用性较差（烤不出面包），这也许正

是明清实学判定宋明儒“空无”的重要原因。当朱学和王学被定为科举取士的教

科书和标准之后，它们逐渐成为猎取功名的工具，变得越来越僵化。尤其是理学

和心学末流，更是热衷于讨论理气等抽象而玄虚的哲理，追求静坐冥思等内在体

悟，而容易被斥为“平日袖手空谈心性”。 

（二）宋明儒者的道德追求过于理想 

宋明儒学固然涉猎到了宇宙观、认识观、历史观、政治观等许多领域，但其

重心还是放在“存理灭欲”、“致良知”、“发明本心”等的伦理追求上，而其道德

观念又存在泛伦理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儒学通病，带有一定脱离人性定势的说教意

味。孔孟儒学之所以被认为“阔于事情”，就在于它极力张扬的德治仁政脱离现

实而流于空谈。同样地，宋明儒学讲究“内在超越”的内圣之学难以应对明清两

代激烈的民族矛盾、社会危机、农民起义、外敌入侵、西学东入等现实社会问题。

要知道，内圣与外王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前者只是后者的充分条件，内圣之学并

不必然导致外王事功。 

（三）宋明实学并不彰显 

不错，宋明儒学包含不少实学内容，但应看到，这些实学内容往往被掩埋在

庞大的唯心主义理学和心学体系框架之中，而未完全突现出来，不够彰明。况且，

宋明思想家的实学同虚学大多浑为一体，致使鱼目混珠，真假难辨。更何况理学

家和心学家常常由佛老入儒，其思想学说中已然夹杂着佛道成素。这些都容易导

致明清实学家把宋明道学（主要是理学和心学）当成陈旧消极的“虚学”加以批

判。 

明清实学对宋明道学的清理并不都是破坏性的。通过批判地继承前期儒学，

实学大大拓展了儒学的发展空间。撇开宋明道学对儒学的创发性贡献不论，明清

实学借助于继承宋明儒学实学和排斥其虚学而在许多方面推进了儒学事业。作为

一种从宋明道学中分化出来的进步文化思潮，作为儒学内部自我革新自我调整的

结晶，明清实学从许多方面发展了儒学。一是它把不同类型的实学推进到极致。

明清两代在经世实学、实体实学、经史实学、考据实学、科技实学等领域产生了

相当多的实学家，他们超迈于宋明道学而把实学引向深化，为之注入新的生命活

力，使实学成为一颗参天大树。二是它同各种社会进步思潮齐头并进。作为一条

主线，实学贯穿在思想启蒙、社会批判、个性解放、民族独立、社会变革等各种

思潮中，使它打上了民主主义、健全的个人主义、人文主义、自由主义等色彩。

三是它引入了许多新内容。随着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变迁（出现千年未有之变局），

随着西方外来文化的传播，明清实学消化吸收了社会实证知识经验和西方新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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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并以之去补充完善传统儒学，使儒家一贯倡导的经世致用、讲究事功的传统

借助于新的机缘、方法和条件而得以发扬光大。 

凡事均具有双重性，都必须“一分为二”。明清实学从主体上推动了儒学的

演进，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儒学的分化、解构和衰落。南宋晚期以来，历代统

治者不仅尊奉孔子，同时也无不取法于朱熹，直至清末取消科举考试以前，儒学

一直处于官方意识形态位置。但是，从王阳明以后，儒学就开始走下坡路。儒学

走下神坛大致有内因和外因两方面。就后者而言，主要有封建社会结构开始松动、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兴起、外敌侵略导致中国日益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西学的

冲击、外来宗教的侵入，等等。就前者而言，主要有儒学自身的僵化和落伍、儒

学大家的匮乏、内部的分歧，等等。在我看来，明清实学同样是导致儒学逐渐解

体和衰退不可忽视的重要根源。 

第一，它导致儒学权威地位的动摇。明清实学家绝大多数信奉孔孟儒学而贬

斥宋明儒学，例如颜元认为“程朱之道不息，周孔之道不著”。这样做表面上看

有助于巩固原始儒学的神圣地位，实际上由于宋明道学代表儒学的现实形态和最

高阶段，对其否定也就必然引发整个儒学大厦的不稳。有的论者提出：“从思想

发展的逻辑看，心学的没落是实学思潮兴起的原因，实学思潮的兴起是心学没落

的归宿。它们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①其实，心学的没落和实学的兴起是互为

因果的。心学的没落固然与其自身的日趋腐朽有关，与王门后学偏注于“顿悟”

和“渐悟”有关，与王门走向清淡有关，但同时也与阳明学派内部儒者倒向实学

及外部营垒实学的攻击有关。无论如何，阳明学承继了孟子的“良知良能”说，

它的衰败标志着孟学的认同危机。至于李贽提出的“是非无定质，无定论”的怀

疑主义更是直接撼动了对孔子的绝对信仰，颠覆了孔孟的神圣偶像。 

第二，它导致儒家核心理念的失落。如果说南宋陈亮、叶适的“事功之学”

主要是同程朱理学展开斗争的话，那么，明清两代许多实学家的批判锋芒则不光

指向宋明儒学，也指向先秦儒家倚重的核心思想。众所周知，血亲伦理是原始儒

学的重要思想。而对此，王廷相表示了大胆的质疑。在批评阳明心学的“天性之

知”时，他对孟子“良知良能”的先天道德观念作了解剖。孟子说过，小孩生下

来就知道孝亲敬长。而王廷相质问说：“婴儿在胞中自能饮食，出胞时便能视听，

此天性之知，神化不容已者。自余因习而知，因悟而知，因过而知，因疑而知，

皆人道之知也。父母兄弟之亲，亦称习稔熟然耳，何以故？使父母生之孩提，而

乞诸他人养之，长而惟知所养者为亲耳。涂而遇诸父母，视之则常人焉耳，可以

侮，可以詈之。此可谓天性之知耳？”②这里，王廷相从实习、实践的角度驳斥

了“良知良能”的“天性之知”，这就从特定方面冲击了儒学的中心信念。 

                                                   
①
 张显清：《晚明心学的没落与实学思潮的兴起》，《明史研究论丛》1982 年第 1 辑。 

②
《雅述》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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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它导致正统儒学的削弱。“中国近世哲学的遗风，起于北宋，盛于南

宋，中兴于明朝的中叶，到了清朝，忽然消歇了。清朝初年，虽然紧接晚明，已

截然成了一个新的时代了。自顾炎武以下，凡是第一流的人才，都趋向做学问的

一条路上去了；哲学的门庭大有冷落的景况。接近朱熹一脉的学者，如顾炎武，

如阎若琚，都成了考证学的开山祖师。接近王守仁一派的，如黄宗羲自命为刘宗

周的传人，如毛奇龄自命为得王学别传，也都专注在史学与经学上去了。北方特

起的颜元、李塨一派，虽然自成一个系统，其实只是一种强有力的‘反玄学’的

革命；固然给中国近世思想史开了一条新路，然而宋明理学却因此更倒霉了。这

种‘反玄学’的运动是很普遍的。”①实学诚然发展了儒学，但它包含着一些非儒

学道统思想，因此，它的片面性发展将挤占儒家道统的领地。同样，实学也不等

于实学家的学说，不少被称为实学家的儒者，其思想也容纳了许多同儒学正宗相

异相斥的思想，例如李贽的个性解放思想、方以智的“质测之学”，等。这些实

学家在建构实学和非实学的同时，往往会逐渐游离甚至否弃儒家的“道统”，从

而有意无意地侵蚀了儒学。 

 

五、儒学的实用性与人的实用理性发展 

 

由儒家实学所生发出来的实用精神产生了广泛的反响，以致在欧洲掀起的

“中国热”中，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在 1697 年所刊的《中国新论》导论中，提

议“把金苹果奖给中国人”，他认为中国经世致用的哲学及政治价值优于西方。

在国内，宋明理学家重于心性、理气、一多之思辨，把理欲绝对分开并倡导“存

理灭欲”的过于理想化的禁欲主义，以及道德修养功夫上主静涵敬致良知本有的

虚无化、玄虚化，尤其是王门后学“袖手空谈心性”，导致了儒学逐渐走向空虚，

伴随着西学的冲击，它逐渐离人们的现实生活越来越远，以致在某种意义上被边

缘化。不过，客观地讲，由于儒学原有的崇实黜虚性格，即使在它逐渐衰落乃至

瓦解过程中，由于长期的熏陶、积淀，儒学的实用理性精神内化到了中国人固有

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中国人的实用理性品格。 

（一）儒学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中国人的务实品格 

一是在日常行为取向上，中国人注重现世利益诉求。中国人定时祭祀是为了

禳除阴阳天害，为了保佑平安，为了福禄寿达；拜祭神仙（例如泰山娘娘崇拜），

也是为了多子多福、升官发财，从而使中国人本来就淡薄的宗教意识打上了浓厚

的功利色彩；传统中国人既不像印度人那样热衷于追求出世的快乐，也不像西方

人那样讲究为真理献身或是向往天堂的幸福。 

二是在道德选择上，中国人义利兼顾。即使是重义轻利的儒家也未能彻底摆

                                                   
①
 参见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引论》，《胡适精品集》，光明出版社 199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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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功利主义的纠缠，恰恰是在孔子“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理念的范导下，中国人

变得较为世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很快接受了让人富起来的观念，致

力于快速致富，以至于可以说中国人当前实际奉行的道德价值观是实利主义。为

了使德福一致，一些地方还设立了见义勇为基金，在学术界有人甚至提出当前在

中国应推行互惠互利主义道德或合理功利主义道德。 

三是在政治观念上，中国人讲求实事求是。毛泽东在对“实事求是”作了独

到诠释的基础上，把它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在全社

会大力倡导发扬求真务实精神，并继承“五四”追求科学、民主的传统，把科教

兴国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这些崇实作用和做法虽不能完全归结为儒学实用性的

影响，但也不能说同它毫无关系。可以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所出现的洋

务运动、维新运动以及民主建国，均受到儒家经世致用观念的启发，是汲取儒学

中崇实合理因素摒弃腐儒的空虚作法而提出来的治世之道、救世之方。改革开放

以来，主流话语体系也注重吸收儒家名实观中的“合理内核”，注重现代化建设

的实效、实功，坚持正名求实、以实求名和先实后名，把社会主义之名同社会主

义之实有机结合起来。 

（二）致力于建构中国人的实用理性 

那么，当代中国人应在哪些方面去深入挖掘儒学实用性的有益成分，批判继

承儒家重实用精神，以建构中国人的实用理性呢？ 

一是继承发展儒家知行合一、讷言敏行、重践履的精神，坚持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反对教条主义、神秘主义和绝对权威主义，努力把理论和实践、

知和行有机结合起来，尊重创造、尊重劳动。 

二是继承弘扬儒家学以致用的传统，在重视基础研究的同时，大力发展应用

学科，向人们传输更多实用知识和实用科学，注重实证、实验，杜绝空虚无用的

“玄学”。 

三是汲取儒学中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成分，不尚空谈，多做实事，经纶世务，

经国济民，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以民生为重，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评价一

切事务是否成功的标准。 

四是借鉴儒家崇实黜虚的传统，在全社会大力培养求真务实精神，培养广大

人民群众求实思维方式，培养人们的实效观念、力行理念和求利意识。 

五是在道德上要摒弃空无的理想主义，根据绝大多数人的人性定势和现实需

要，根据人心之实理实情，来制订应然道德规范，并注意借鉴西方功利主义和实

用主义的某些合理特质，使当代中国的道德体系能够促使人把功利追求同道德文

章有机统一起来。 

（三）辩证扬弃儒学的实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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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把经验理性同理论理性加以综合。儒学讲究实用性给中国人及其文

化造成了逻辑抽象理性的不发达。中国传统实用理性的最大缺陷和弱点就在于它

对超经验、符号化的实践力量缺乏足够认识和充分展现，以致于导致中国缺乏高

度抽象的纯粹哲学，而过分强调“理论联系实际”，重视现实的可能性，轻视逻

辑可能性，导致轻视和贬低“无用”的抽象思维。雄辨如孟子，常违反形式逻辑，

仅以气势逼人；清醒如荀子，也以无实用价值而反对名家；从孔子起，重视的都

是名实相符，“必也正名乎”①，而不是“名”自身的独立发展。天人不分的巫史

传统、缺乏抽象的先验观念和思维方法，使得中国人的心智和语言长期沉溺在人

事经验、现实成败的思考和伦理追求中。②要建构中国人合理的理性精神，固然

要汲取儒家经验型实用理性，大力发展上述实用精神品格，也要借鉴西方注重逻

辑推演、讲究抽象思辨的合理要素，重构经验理性与理智理性二元互补的理性系

统。 

另一方面，改变由儒家实用理性畸形所造成的片面道德实用理性结构。儒学

具有双重特性，它的“重道轻器”价值取向诚然会在某种程度上抑止技术理性的

培养，但它崇实黜虚的文化导向也助成了传统中国技术发明兴盛，像方术、医术、

气功、武功乃至房中术即很盛行，中国的四大发明也使文明古国闻名于世。只是

儒学对纯粹科学不够重视，导致中国缺乏为科学而科学、为知识而知识的科学理

性传统。今天，要发展中国人健康的心智模式，就应做到技术理性与科学理性兼

顾。另外，儒家偏重了伦理实用理性、情感实用理性，注重于人伦日用，而弱于

经济理性、民主政治理性、法治理性等方面的工具价值。未来，应将儒家倡导的

道德人文理性和经济逻辑、政治民主逻辑、法治逻辑在人生社会实践中加以整合，

以充分发挥它们的实际效用，以使当代中国人在社会转型中发展为知识主体、道

德主体和政治主体融于一身的现代性个体。 

 

                                                   
①《论语•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② 参见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12-13 页。 



 39 

 

Region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and  

the Rise of the Ecological Epistemic Community of Jisshinjitsugaku 
 

TANAKA Maria 
 

Abstract: 

In Northeast Asia (NEA), there are several pressing environmental problems. Yellow 

Dust, acid rain, marine pollution and climate change are a few examples of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al issue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Currently, there is no 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 that aims to manage the NEA region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is does 

not mean, however, that there are no cooperative mechanisms which address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the region. 

In this study, I focus on three (seemingly unrelated) aspect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namely 1) region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2) the 

phenomenon of ecological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3) the concept of Confucian ecology,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the formation of a transnational ecological epistemic 

community of jisshinjitsugaku [実心実学].  

 The present study is divided into five sections. In the Introduction, I discuss 

brief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DGs and the process of decoupling of economic 

growth from natural resource use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In Section 2, drawing on 

the concept of ‘polycentric governance’, I outline the trajectory of region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A particular focus is given to the Tripartite 

Environmental Minister Meeting (TEMM), the Yellow Sea Large Marine Ecosystem 

Project (YSLME), and the Kitakyushu Initiative Network (KIN). In Section 3, drawing 

on the concept of an ‘ecological epistemic community’, I discuss the formation and the 

programm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ucian Ecological Alliance (ICEA). In Section 4, I 

propose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Confucian ecology, envisaged as a synthesis of the 

anthropocosmic vision,  the ethics of self-cultivation, and the jitsugaku-style governance. 

The purpose of the Conclusion is to evaluate the possibility of the formation of a 

transnational ecological epistemic community of jisshinjitsugaku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demise of the current liberal world order. 

Keywords: 

reg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cological epistemic communities; Confucian ecology,  

anthropocosmic vision; ethics of self-cultivation, jitsugaku-styl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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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 

 北東アジアは、黄砂、酸性雨、海洋汚染、気候変動といった喫緊の課題を多く抱えている。

現在、北東アジアにはこれらの環境問題を包括的に処理する多国間組織が存在しないが、個々

の問題の解決を目指す協力メカニズムは存在している。 

 本報告は、①北東アジアの環境協力、②生態学的知識共同体、③儒教生態学の三つの環境

ガバナンスの側面から、生態学的知識共同体としての「実心実学」の台頭の可能性を検討す

る事を目的とする。 

 本報告は、次の五つの節に分けられる。第一節では、持続可能な開発目標と「デカップリ

ング」との関係を明らかにする。第二節では、多極的環境ガバナンスの概念に基づいて、北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環境協力の軌跡を論じる。具体的には、日中韓三カ国環境大臣会合（TEMM）、

黄海大規模海洋生態系プロジェクト（YSLME）、北九州イニシアティブ・ネットワーク（KIN）

を事例とする。第三節では、生態学的知識共同体という概念に基づいて、杜維明教授が設立

した国際儒家生態連盟（ICEA）を分析する。第四節では、「人類宇宙観」、「自己修養」、「実学

から派生するガバナンス・モデル」の言説が融合する儒教生態学の理論的枠組みを提示する。

第五節では、結論として、現在のリベラルな国際秩序の終焉を背景に、生態学的知識共同体

としての「実心実学」が台頭する可能性を評価する。 

 

キーワード： 

地域環境ガバナンス（reg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生態学的知識共同体（ecological epistemic community） 

儒教生態学（Confucian ecology） 

人類宇宙観（anthropocosmic vision） 

自己修養（ethics of self-cultivation） 

実学から派生するガバナンス・モデル（jitsugaku-styl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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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 

东北亚环境共同体的形成与作为生态学知识共同体的“实心实学”的兴起 

 

主旨： 

东北亚现在面临着黄沙，酸雨，海洋污染,气候变动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虽然目前在东北

亚地区并不存在能够解决所有环境问题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但是，为了解决其中某些问题，区

域合作机制已经逐步形成。 

 本报告着重从①东北亚环境合作，②生态学知识共同体，③儒家生态学这三个环境治理的角

度进行分析，并探讨作为生态学知识共同体的 “实心实学”随之兴起的可能性。 

    本报告分为五小节，第一节主要分析可持续发展目标与生态经济脱钩的关联。第二节从多

中心理论的环境治理这个概念入手，讨论东北亚环境合作的轨迹。具体分析中日韩环境部长会

议（TEMM）、黄海大海洋生态系项目 （YSLME）、北九州环保倡议合作网络 这三个案例。

第三节从生态学知识共同体这个概念出发，分析杜维明教授设立的国际儒家生态联盟（ICEA）。

第四节建构儒家生态学的理论框架，其中融合了天人合一观，自我修养，实学思想衍生的治理

模式等概念。第五节提出结论，并以当下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为背景，评价作为生态学知识共

同体的 “实心实学” 兴起的可能性。 

 

关键词： 

区域环境治理（reg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生态学的知识共同体（ecological epistemic community） 

儒家生态学（Confucian ecology） 

天人合一观（anthropocosmic vision） 

自我修养（ethics of self-cultivation） 

实学思想衍生的治理模式（jitsugaku-styl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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보고제목:  

동북아시아에 있어서의 환경공동체의 형성으로 부터 본 생태학적 지식공동체로서의 

「실심실학(実心実学)」의 대두 

  

요지： 

동복아시아에는 사막, 산성비, 해양오염, 기후변화 라고 하는 중요한 과제가 산적해 있다. 현재 

동북아시아에는 이러한 환경문제를 포괄적으로 처리하는 다국간 조직이 존재하고 있지 않지만 

각각의 문제의 해결을 목표로 하는 협력 매커니즘은 존재하고 있다. 

본 보고는 ①동북아시아의 환경협력, ②생태학적 지식공동체, ③유교생태학의 세가지 환경 

거버넌스의 측면으로 부터 생태학적 지식공동체로서의 「실심실학」의 대두의 가능성을 

검토하는것을 목적으로 한다.  

본 보고는 다음의 다섯가지 절로 나누어져 있다. 제 1 절 에서는 지속가능한 개발목표와 

「디커플링」과의 관계를 명확히 한다. 제 2 절 에서는 다극적 환경거버넌스의 개념에 기초하여 

동북 아시아에 있어서의 환경협력의  궤적을 논한다. 구체적으로는 한중일 삼국 환경장관 회의 

(TEMM), 서해 대규모 해양생태계 프로젝트 (YSLME), 북 규슈 이니시어티브 네트워크 (KIN)를 

사례로 한다. 제 3 절 에서는 생태학적 지식공동체 라고 하는 개념에 기초하여  뚜 

웨이밍(杜維明) 교수가 설립한 국제 유교생태 연맹(ICEA)를 분석 한다. 제 4 절 에서는  

「인류우주관」, 「자기수양」, 「실학으로 부터 파생된 거버넌스 모델」의 언설이 융합한 

유교생태학의 이론적 테두리를 제시한다. 제 5 절 에서는 결론으로서 현재의 리베랄한 국제질서의 

종말을 배경으로 생태학적 지식공동체 로서의 「실신실학」이 대두 되는 가능성을 평가한다. 

 

키워드： 

지역환경 거버넌스（reg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생태학적 지식공동체（ecological epistemic 

community）, 유교생태학（Confucian ecology）, 인류우주관（anthropocosmic vision） 

자기수양 （ ethics of self-cultivation ） , 실학으로 부터 파생된 거버넌스 모델 （ jitsugaku-styl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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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the decoupling of economic 

growth from natural resource use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is recognised as a key 

enabler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other words, an overarching goal of decoupling is 

to increase economic output and human well-being, while reducing the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slowing down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To achieve such decoupling, 

today’s linear material flows through the economy must become circular through 

intelligent design of products that incorporates standardization, reuse, remanufacturing, 

and development of efficient infrastructure systems.  

 As noted by Bringezu at al., “focusing on single resources, single economic 

sectors or single environmental or health impacts, will not achieve the collective vision of 

the SDGs, and may instead cause harm i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each of the goals are 

not considered”.1 By now,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lear that decoupling is not the 

domain of environmental ministries alone, but rather cut across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and society - a mix of multi-level and multi-secto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s well as 

an active public participation is needed to achieve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of how 

natural resources flow through society.  

 In this study, I focus on three (seemingly unrelated) aspect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namely 1) region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2, 2) the phenomenon of ecological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3) the concept of 

Confucian ecology,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the formation of a transnational ecological 

epistemic community of jisshinjitsugaku [実心実学].  

 The present study is divided into five sections. In Section 2, drawing on the 

concept of polycentric governance, I briefly outline the trajectory of region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A particular focus is given to the Tripartite 

Environmental Minister Meeting (TEMM), the Yellow Sea Large Marine Ecosystem 

Project (YSLME), and the Kitakyushu Initiative Network (KIN). In Section 3, drawing 

on the concept of an ‘ecological epistemic community’, I discuss the formation and the 

programm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ucian Ecological Alliance (ICEA). In Section 4, I 

propose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Confucian ecology, envisaged as a synthesis of the 

                                                   
1
Bringezu et al., Assessing Global Resource Use: A Systems Approach to Resource Efficiency and Pollution 

Reduction, 10. 
2
Northeast Asia (NEA) is generally understood to mean the Greater China, Japan, the two Koreas, Mongolia and 

the Russian Far East. This study, however, focuses exclusively on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and 

environmental networks in the Greater China, Japan and the two Ko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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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ropocosmic vision,  the ethics of self-cultivation, and the jitsugaku-style governance. 

The purpose of the Conclusion is to evaluate the possibility of the formation of a 

transnational ecological epistemic community of jisshinjitsugaku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demise of the current liberal world order. 

 

2. Region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In Northeast Asia, there are several pressing environmental problems. Yellow Dust, acid 

rain, marine pollution and climate change are a few examples of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al issue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Currently, there is no 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 that aims to manage the NEA region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is does 

not mean, however, that there are no cooperative mechanisms which address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the region. 

  To apply a systems thinking approach, region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can be described as a ‘polycentric governance’, that is, a system of many 

decision centers having limited and autonomous prerogatives and operating under an 

overarching set of rules. Polycentricity has three basic features: 1) the multiplicity of 

decision centers, 2) the institutional/cultural framework that provides the overarching 

set of rules defining the polycentric system, and 3) the order (at least partly) generated 

by evolutionary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different decision centers’ ideas and methods. 

Importantly, polycentric governance is a type of governance regime that possesses a 

number of institutional attributes capable of providing and producing essential collective 

goods to the citizens in that regime. Last but not least, private corporations,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 play supporting roles in a polycentric 

system of governance, even if they have not been assigned roles in an official manner.3 

Tying together levels of social process (→  global → regional → sub-regional → national 

→ local) and scope of environmental projects (→ from wide to narrow), Figure 1 below 

outlines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Northeast Asia.4 

                                                   
3
On the polycentric governance, see, for example, Ostrom, “Polycentricity (Part 1)”, 52-74; Andersson and 

Ostrom, “Analyzing Decentralized Resource Regimes from a Polycentric Perspective”, 71-93; Aliglica and 

Tarko, “Polycentricity: From Polanyi To Ostrom, and Beyond”, 237-262; and McGinnis and Ostrom, 

“Reflections on Vincent Ostrom,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ycentricity”, 15-25. 
4
UNDP→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ASEAN+3 EMM→ ASEAN+3 Environment Ministers 

Meeting (2002-); EANET→ East Asia Acid Deposition Monitoring Network (1998-); NEAT→ Network of East 

Asia Think Tanks; NOWPAP→ Northwest Pacific Action Plan (1994-); ADB’s CEP→ Asian Development’s 

Bank Clean energy Program(2012-); NEASPEC→ Northeast Asian Subregional Program for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LTP Project→ Joint Research project on Long-Range Transboundary Air Pollutants in Northeast 

Asia (2000-); TEMM→ Tripartite Environment Ministers Meeting (1999-); YSLME→ The Yellow Sea Large 

Marine Ecosystem Project; TRADP→ The  Tumen River Area Development Program (1995-); Kitakyushu 

Network→ the Kitakyushu Initiative Network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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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turning to the examination of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epistemic community’, key 

aspects of the NEA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will be explored with the help of three case 

studies: 1) the Tripartite Environmental Minister Meeting (TEMM), 2) the Yellow Sea 

Large Marine Ecosystem Project (YSLME), and 3) the Kitakyushu Initiative Network 

(KIN). 

 

2.1. The Tripartite Environmental Minister Meeting (TEMM) 

The TEMM is a major cooperation body established to facilitate the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Japan and the ROK. It holds regular meetings at the 

ministerial level and carries out core active programs (e.g. the Working Group on Dust 

Sandst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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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has never ceased to meet, even during the tensions over the Senkaku/Diaoyu Islands 

(2012-2014) , but the 19th TEMM’s was postponed due to the THAAD issue 

 18th TEMM in Shizuoka (2016) → the Tripartite Policy Dialogue on Air Pollution 

 19th TEMM in Suwon (2017) → the report on LTP → a shift in China’s commitment to 

transboundary air pollution issue (?) → new initiative on marine environment cooperation (1st 

Marine Debris Workshop, 2017) 

 20th TEMM in Suzhou (June 23-24, 2018) 

 

2.2. The Yellow Sea Large Marine Ecosystem Project (YSLME) 

In 2004,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UNDP) launched the YSLME 

Project in the Yellow Sea, which is located betwee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China. The 

first phase of the project (2005-2009)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Strategic Action 

Programme (SAP) for the Yellow Sea. In 2009, China and the ROC committed themselve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AP while the DPRK was granted the observer status. 

Another positive outcome was the formation of the Yellow Sea Partnership, an alliance of 

loc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takeholders who team up to suppor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AP.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project (2014-2019) is now providing assistance to the two 

countries to implement the SAP and to institutionalize the YSLME Commission. If 

successful, the Commission will act as a permanent, non-legally binding framework 

which continues to implement the SAP after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project is completed. 

Overall, as noted by Chung, the YSLME Project has been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cooperation projects of the UNDP’s large marine ecosystem strategic 

action. In particular, the YSLME project’s notable achievements include the endorsement 

of bilateral agreements on reducing fishing, formulating a regional-level policies based 

on scientific evidence (→ six Regional Working Groups of scientific experts),  the ROK’s 

proactive role in facilitating cooperation, and, last but not least, keeping open the 

possibility of the the DPRK’s participation in reg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5 

 

2.3. The Kitakyushu Initiative Network (KIN) 

The Japanese city of Kitakyushu once had a notorious reputation as a highly polluted 

industrial area, but it is now known as a leader in industrial pollution control and urba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1993, during the Chinese State Councilor Song Jian’s (宋健) visit to the city, the 

                                                   
5
Chung, “Building Reg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Northeast Asia’s Unique Path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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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icipal government of Kitakyushu proposed the creation of a Dalian Environmental 

Model Zone as a pilot project. From December 1996 to March 2000, the Kitakyushu 

municipal government collaborated closely with Dalian in sharing expertise on 

technology, administrative operations, city planning and transferring the pollution 

control technology. Such an inter-city initiative managed to bypass Tokyo and Beijing 

allowing the project to develop quickly without being interrupted by political agenda 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evel.6 

The Kitakyushu Initiative for a Clean Environment was adopted at th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UNESCAP) meeting 

in September 2000, and the Kitakyushu Initiative Network (北九州イニシアティブ・ネッ

トワーク) was founded in 2001 to strengthen Asian cities cooperation in the realm of 

urba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7 Currently, the Network comprises 5 Korean, 6 

Japanese and 17 Chinese cities.8 

 

As can be seen from the above examples, th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Northeast 

Asia  can be indeed characterized as a system of many decision centers having limited 

and autonomous prerogatives and operating under an overarching set of rules (here,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lso, it is clear from the above that a 

relatively prominent role in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has been played by 

ecological epistemic communities, municipal governments and environmental NGOs. Let 

us now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e role of ecological epistemic communities in the 

governance process. 

 

3. Institutionalizing Ecological Epistemic Communities: The Case of the ICEA 

The term ‘epistemic communities’ is generally understood to mean “a network of 

professionals with recognized enterprise and competence in a particular domain and an 

authoritative claim to policy-relevant knowledge with that domain or issue area”.9 In 

other words, epistemic communities represent networks of knowledge-based experts that 

frame collective debates, propose specific policies, and identify salient points for 

negotiation for politicians. An ultimate goal of epistemic communities is to ‘benefit 

human welfare’ by persuading decision makers of their shared beliefs and policy goals by 

virtue of thei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6
For a detailed analysis, see, for example, Imai et al., “Shimin to Kigyo kara mita Jizokukanona Kankyo Toshi: 

Kitakyushushi no Torikumi”, 26-27. 
7
Ibid., 27. 

8
As of October 31, 2019; https://kitakyushu.iges.or.jp/cities/index.html 

9
Haas, “Introduction”, 3. 

https://kitakyushu.iges.or.jp/citie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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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Ecological Epistemic Communities 

A new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doctrine based on ecological principles emerged in 

the 1960s. broadly speaking, members of the ecological epistemic community subscribe to 

holistic ecological beliefs based on a socio-ecological systems perspective. Such a 

perspective favours setting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based on 

conservative estimates of the ability of  ecosystems to sustain stress, so that coherent 

plans of the management of entire ecosystems can be proposed. 10 

 Since 1972 (→ the UN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the ecological 

epistemic community has increasingly institutionalized this new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doctrine in stat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as well as in the activit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regimes. As noted by Haas, the ecological epistemic community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distinctive patterns of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 

international treaties concluded with their input are based on technical standards that 

reflect the epistemic community’s technical understanding of a specific environment’s 

ability to sustain stress (→ the so called ‘critical loads approach’) and social component 

regarding the need for widespread participation in negotiations.11 

 Several points of criticism has been raised about Haas’s definition of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by extension, his definition of the ecological epistemic community). 

For example, Mayer correctly observed that the concept has above all been used to 

discuss scientists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Even though Haas explicitly states that the 

‘epistemic’ in epistemic communities should not only be limited to scientific knowledge, 

most studies have nevertheless done so.12 Let us now consider  an example of ecological 

epistemic communities that attempts to provide a bridge between Confucian philosophy, 

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the science of ecology, namely the International Confucian 

Ecological Alliance (ICEA; 国际儒家生态联盟). 

 

3.2. The International Confucian Ecological Alliance (ICEA) 

The ICEAS was founded in 2013. Led by Professor Tu Weiming [杜維明], the Alliance 

includes several Confucian institutions and academies in the Greater China, thus 

                                                   
10

For a detailed analysis, see Tarlock, “Ecosystems”, 574-595. 
11

Haas, Epistemic Communities,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170-171. 
12

Mayer, M.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Collaborative Research”, 8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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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ituting an example of a Confucian-inspired ecological epistemic community. Also in 

2013, the ICEA published Confucian Statement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Planet, in which 

it proposes the following dimensions of  the Confucian teaching about ecology: 1) a 

virtuous, responsible and caring life, 2) an ethos of responsibility and care, 3) a call for 

working through the structures of the world rather than rising above them, 4) humanity 

perceived as a partner with both Heaven and Earth, 5) the perception that the Earth is 

alive, and 6) the perception that the world is a precious inheritance.13 From the above 

Statement, it is clear that, for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a sustainable human 

beings-Earth relationship will depend on the crea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ies and 

benevolent governments through the self-cultivation of all members of the human 

community. As Tucker aptly observes: “The whole Confucian triad of heaven, earth, and 

humans rests on a seamless yet dynamic intersection between each of these realms. 

Without harmony with nature and its myriad changes, human society and government is 

threatened”.14 

 

4.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Confucian Ecology 

The purpose of this section is to outline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Confucian ecology, 

tying together into a coherent whole 1) the anthropocosmic vision (Section 4.1.), 2) the 

ethics of self-cultivation (Section 4.2.), and 3) the jitsugaku-style governance (Section 

4.3). 

 

4.1. Confucian Vision of Nature 

The relation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kind in Confucianism is often described as 

‘anthropocosmic’ - the human forms a triad with Heaven and Earth and affects the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ings through human self-cultivation.15 Central to this 

metaphor is the notion of humans as children of the universe and responsible for its care 

and continuation. The opening lines of Zhang Zai’s [张载 ; 1020-1077] Western 

Inscriptions [西铭]offer the following ontological view of the human: 

 

Heaven is my father and Earth is my mother, and even such a small creature as I 

finds an intimate place in their midst. Therefore, that which extends throughout 

the universe I regard as my body and that which directs the universe I consider as 

my nature. All people are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all things are my 

                                                   
13

ICEA, Confucian Statement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Planet. 
14

Tucker, “The Emerging Alliance of Religion and Ecology”, 120.  
15

Tu, “The Value of the Human in Classical Confucian Thought”, 6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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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ions. 

 

Wang Yangming [王阳明; 1472-1529], in his Inquiry on the Great Learning [大学问], 

suggests that action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action) can be derived from the image of 

things united as a single body throughout the universe:  

 

Therefore, when we see a child about to fall into the well, we cannot help a feeling of 

alarm and commiseration. This shows that our humanity forms one body with the 

child. It may be objected that the child belongs to the same species. Again, when we 

observe the pitiful cries and frightened appearances of birds and beasts about to be 

slaughtered, we cannot help feeling an ‘inability to bear ’ their suffering. This shows 

that our humanity forms one body with birds and animals. It may be objected that 

birds and animals are sentient beings as we are. But when we see plants broken and 

destroyed, we cannot help a feeling a pity, this shows that our humanity forms one 

body with plants […] 

 

And further, with regard to the philosophical observation that all things form a 

single body: 

 

Everything from ruler, minister, husband, wife, and friends to mountains, rivers, 

spiritual beings, birds, beasts, and plants should be truly loved in order to realize my 

humanity that forms one body with them, and then my clear character will be 

completely manifested, and I will really form one body with Heaven, Earth, and the 

myriad things. 

 

Takehiko Okada [岡田武彦; 1908-2004], a contemporary Confucian scholar, describes 

Confucian attitude towards nature as follows: 

 

In speak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human life, it is essential to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one’s own life as well as the lives of others. We live in the same world 

and together and mutual respect for life is a prerequisite. From my point of view, 

Confucianism provides a suitable basis for this perspective. At the centre of this 

perspective lies the Confucian idea of being in community (forming one body) with 

others. In order to do this, it is essential to follow the rules of society. The basis of 

Confucian ethics is to have consideration for the other person’s heart. If we ext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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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concept, we can include all of nature.16 

 

The above principle of forming one body with all things, can be further complemented 

with Wang Fuzhi [王夫之; 1619-1692] naturalistic account of the universe as a dynamic, 

self-regulating and holistic system, a vision that resonates closely with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worldview based on the concepts of ‘wholeness’, ‘relationship’, and ‘change’ as 

well as an attempt to re-integrate humans with nature.17  

Black describes Wang Fuzhi’s perception of the universe as “of a living whole, whose parts 

derive their identity from their functional relationship to the whole and to one another.”18 

 In his Outer Commentaries on the Zhouyi, Wang Fuzhi envisages his complex 

and holistic ecological worldview as follows: 

 

Does the world have radically separable and mutually exclusive things? Searching 

for such things in the Heaven and Earth, this kind of entity does not exist; searching 

the myriad things, this kind of entity does not exist; introspecting into one’s 

heart-mind [心], one Is not aware of such a thing. The Heaven is venerable aloft, and 

yet enter the midst of the Earth; there is no depth that it does not inspect. The Earth 

is humble below, and yet the Earth hoists the horizon, there is no height that it does 

not penetrate. One cannot take and separate the world […] Of the radically 

separable and mutually exclusive,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does not have it, the 

myriad things do not have it, people’s heart-mind does not have it. 

 

Overall, both the principle of forming one body with all things and the vision of the world 

as a dynamic, self-regulating and holistic system has far-reaching consequences for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ecological dimension of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4.2. The Ethics of Self-Cultivation 

Self-cultivation [自我修養] lies at the heart of the Confucian endeavour. In Western 

scholarship, the concept has been used to describe “the process of study and reflection 

coupled interdependently with practice in active life and meditative quiet”.19  

Mou Zongsan [牟宗三 ; 1909-1995] distinguishes between two types of self-cultivation: 

the way of retrospective verification [逆觉之路] which he associates with both the 

                                                   
16

Okada, Toyo no Michi, 199. 
17

See, for example, Du Plesis and Brandon, “An Ecological Worldview as Basis for a Regenerative 

Sustainability Paradigm for the Built Environment.”, 53-61.  
18

Black, Man and Nature in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 of Wang Fu-chih, 158. 
19 Kalton, “Extending the Neo-Confucian Tradition: Questions and Reconceptualization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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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Wang School and the Zhang-Liu School, and outward-oriented self-cultivation [向外顺

取之路] championed by the Cheng-Zhu School.20 In the thought of Liu Zongzhou [刘宗周; 

1578-1645] the above two approaches reach a synthesis. While recommending dwelling 

in vigilant solitude [慎独], Liu also urges us to correct mistakes made in our daily 

behaviour, thus offering a balanced programme for self-cultivation. Overall, 

self-cultivation practices allow us to ascribe a concrete content and a real meaning [具体

内容与真实意义] to Nature (or the Way).21 In other words, it is the Way that we focus our 

attention on, and self-cultivation is understood as a means to actualize it in our live. 

Kaibara Ekken [貝原益軒; 1630-1714], on the other hand, stresses the sense of 

gratitude towards the Heaven and Earth as a central component of self-cultivation. In 

his Precepts for Daily Life in Japan [大和俗訓] he focuses on the concepts of ‘humanness’ 

and ‘compassion’: 

 

Heaven and Earth give birth to and nourish all things, but the deep compassion with 

which they treat humans is different from [the way they treat] birds and beasts, trees 

and plants. Therefore, among all things only humans are the children of the universe. 

Thus, humans have Heaven as their father and Earth as their mother and receive 

their great kindness. Because of this, always to serve heaven and Earth is the Human 

Way … The root of the practice of humanness is, first loving parents, brothers and 

sisters … Next, we should love relatives, retainers, and friends, and all other people. 

Then we should love and not wantonly kill birds, beasts, insects, and fish. Finally, we 

should love and not recklessly cut down grass and trees. This is the order of showing 

compassion towards people and living things … Thus, even birds and beasts, grasses 

and trees, are all made by nature – if we damage them recklessly, we should realize 

that it is a lack of filial piety towards nature. 

 

Given the above, the role of self-cultivation in the Confucian ecological worldview can be 

summed up as follows. Things are united as a single body throughout the universe. 

Humankind, however, holds a special position in the order of all things. Because of this 

special position, we have spe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duties. The focus of self-cultivation 

on the fulfilment of humanness (shown towards all living things) is such a duty. 

 

4.3. The Jitsugaku-style Governance 

The third dimension of the Confucian ecology centres on the jitsugaku-style governance. 

                                                   
20 Mou, “Zhongguo Zhexue Shijiu Jiang”, 375-377. 
21 Mou, “Zhongguo Zhexue Shijiu Jiang”, 392-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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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ison of the definitions offered by Ge22, Cho’on23, and Minamoto24 reveal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fucian-inspired way of governance: 

 The spirit of ‘administering the state and relieving the suffering of the people’ [經世濟民] is a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Confucian-inspired way of governance; 

  The principle of ‘governing through (one’s) self-cultivation’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is key to a 

successfu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t must be noted, however, that for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the call for the self-cultivation encompasses all members of the society (including 

the scholars [君子]), since social order is intrinsic on the concept of self-cultivation.25 

 The spirit of revealing the secrets of nature (that is, the spirit of scientific inquiry) as well as a 

reformulat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enterprise in lin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practicability and 

self-examination [自省] also affect the final shape of the Confucian-inspired way of governance. 

 

4.4. Confucian Ecology: A Synthesis of the Anthropocosmic Vision, the Ethics of 

Self-Cultivation and the Jitsugaku-style Governance 

As explained above, Confucianism favours the anthropocosmic vision of the unity of 

Heaven, Earth, and Humanity. Also, it tends to incorporate the spiritual and naturalist 

dimensions in a comprehensive vision of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humanity in the 

cosmos. With regard to human-induced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 Tu Weiming argues 

that  

 

the human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 […] means as much an integrative effort to 

learn to live harmoniously in one’s natural environment as a modest attempt to use 

the environment to sustain basic livelihood. The idea of exploiting nature is rejected 

because it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Confucian concern for moral self-development.26 

 

Tying together the anthropocosmic vision, the ethics of self-cultivation, and the 

jitsugaku-style governance, the Figure 2 below outline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Confucian ecology. 

 

Figure 2.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Confucian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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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 Zhongguo Shixue Sixiangshi,  4. 
23

As quoted in Kalton, “An Introduction to Silhak”, 33. 
24

Minamoto, Jitsugaku Shiso no Keifu, 41-42. 
25

Tu, “Xinrujia Renwenzhuyide Shengtai Zhuanxiang: Dui Zhongguo he Shijiede Qifa”, 19. 
26

Tu, “The Value of the Human”,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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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Author’s own elaboration. 

5. In Lieu of Conclusion 

Transnational epistemic communities play a key role in deepen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at the ideational level by identifying common issues and proposing shared solutions 

across borders and issue areas. The main take-home message of this paper is to argue in 

favour of the formation of an ecological epistemic community of jisshinjitsugaku in 

Northeast Asia with the overarching goal of promoting Confucian ecology as well as 

Confucian ecology-derived solutions to regional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his critique of the ‘Enlightenment mentality’, Tu Weiming points out that the 

modern Enlightenment project remains the dominant human ideology for any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ecological crisis: what began in the West as a search for liberty, equality and 

fraternity has led to unrestrained industrialization, damaging effects of neoliberal 

market practices and unsustainable urban sprawl around the globe.27 Building on his 

critique, I would like to make two related observations: 1) it is important to bear in mind 

that the SDGs are often at odds with the neoliberal agenda, and 2) in the context of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neoliberalism has clearly lost the aura of a relatively robust 

political-economic regime. In other words, it is safe to say that we are now witnessing the 

demise of the neoliberal model of modernization. 

In another important development, Amitav Acharya points out that the age of global dominance 

by a single power (the so-called ‘American-led liberal hegemonic order’) as the world has 

experienced under the United States, is over. Although American power would be still an important 

part of a new ‘multiplex’ world order, future scenarios include “a concert among the established and 

                                                   
27Tu, “Beyond the Enlightenment Mentality”,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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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ing powers and/or a network of predominantly regionalized orders”.28 In other words, it is 

safe to say that we are now witnessing the demise of the American-led liberal hegemonic order. 

With regard to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August 2017,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officially informed the UN that the US intends to pull out of the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The Paris 

Accord came into effect in November 2016 and aims to prevent the Earth from heating up by 2 

degrees Celsius since the start of the industrial age. Under the agreement (of which China, Japan and 

the ROK are parts) countries set their own national plans for cutting climate emissions. Although 

stat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US have not followed suit, it is clear that the US resigns from 

playing a leading role in the fight against climate change and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issued a series of controversial environmental rollback. In other words, it is safe to say that, unlike 

other areas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th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related 

projects are, at least for the time being, of little interest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last point that I would like to touch upon is the CCP-led inception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生态文明). As noted by Ball, after the form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ature was 

regarded (in line with classical Marxist modernization theory) “as at best an unruly servant in need 

of tough disciplined at worst a deadly enemy to be crushed”.29 In 1940, Mao Zedong concluded that 

“man must use natural science to understand, conquer and change nature, and thus attain freedom 

from natur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ppeared in official document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2003 policy document 

of reforestation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 However, it was only when president 

Hu Jintao mentioned it in his 2007 work report to the 17th CCP Congress that the term began to 

emerge politically. In 2012, Hu Jintao’s second work report to the 18th CCP Congress dedicated a 

whole sec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建设生态文明]. President Xi Jinping 

upheld the economic civilization as the key concept, so that the Politburo adopted a landmark 

Opinion Documen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

见] in April 2015, followed by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ction Plan [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总体方案] five months later. Last but not least, in March 2018, an administrative reshuffling was 

carrying out that led to the cre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生态环境部].  

One may ask why the CCP chose to focus on the term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ather th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续发展]. As noted by Barme, in the 1980s, Deng Xiaoping promoted 

a ‘spiritual civilization’ [精神文明] that would complement the ‘material civilization’ [物质文明] 

                                                   
28Acharya, The End of American Order,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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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l, The Water Kingdom: A Secret History of China,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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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ught about by economic reforms.30 At that time, Deng wanted to signal that modernisation was 

not just about getting rich, it should also have a ‘spiritual dimension’. In the same vein, from the 

2000s onwards, the CCP chose to focus on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underpinned by the 

anthropocosmic  vision31 with a twofold aim of 1) responding to the state’s failure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during the thirty years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2) offering a kind of 

‘spiritual guidance’ based, at least to some extent, on Confucian values.  

As noted by Archer, whether or not a given set of ideas (= a discourse) has a salience in 

the social order depends upon who is upholding (promoting, imposing, etc.) those 

particular ideas at any given time. Culture (understood as the world of ideas), however, 

cannot be confined to ideas that are currently endorsed by elites (= the current neoliberal 

discourse), because these are always a portion of the ideas available for endorsement.32 

Usually, a new development at socio-cultural level (in our cas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urrent neoliberal discourse,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the SDGs discourse) leads to the 

activation of that non-salient portion (in our case, a set of ideas associated with the 

Confucian ecology), specifically those ideas which challenge whatever is hegemonic. 

Given the above, it is clear that the window of opportunity for a partial revival of 

Confucian discourse in East Asia has been created (see Figure 3 below). 

 

Figure 3. The Window of Opportunity for a Partial Revival of Confucian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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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me, “Introduction: Engineering Chinese Civilization”,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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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for example, Hu, Zhongguo Chuangxin Luse Fazhan, 20-21 [绿色发展理论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千年

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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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Author’s own e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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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实心实学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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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翻译：东北大学博士前期课程 王霄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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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在 30 年代一众学者曾致力于通过所谓的“朝鲜学运动”而引领起对近代意识的追求，

可以说 20 世界的韩国实学研究就由此开始。这运动中就包括安在洪、崔益翰、白南云等人

的民族史学。而在 1950 年代，关于“实学”如何定义的讨论正式开始，该讨论中带有着国

权恢复后的实学的近代性。其中就包括千宽宇、洪以燮、韩㳓劤开展的围绕磻溪柳馨遠、星

湖李瀷、茶山丁若鏞等实学者个人的研究。碧史李佑成（1957）就将这些总结为“如果说中

世实学起到了突破中世的作用的话，那么同样是实学者文学的燕岩文学所具有的历史性价值

也应该被评价”一样。处于中世最后的燕岩文学，其价值在于跨越过中世，并发现了迈向正

在发展的世界近代的萌芽。 

在 1970年代，为了克服日本帝国主义所归结出的朝鲜灭国的原因——停滞性和他律性，

资本主义萌芽论一时盛行。金容燮的农业史和姜万吉的商业史就是其中的代表。该资本主义

萌芽论的诞生，有着对帝国主义史学和殖民史观的批判的目的。80年代所进行的哲学研究，

将争论的重点放在了儒学和实学的关系，以及性理学和实学的关系上。实学的定义成了问题

所在。而在之后，得出了以下结论“实学是儒学的别名，可以在其和性理学的区别中找到实

学的特征”。对此尹丝淳（1982）评价道“朝鲜末期儒学展现给我们性理学和实学相互对照

发展的过程”。 

像这样的观点一直持续至今。宋载邵（2006）说“实学就是儒学。······实学的诞生原

因之一就是，对挣开性理学的思维桎梏的尝试”，而林荧泽（2013）说“实学是在朝鲜朝后

期作为一种新的学风诞生的”，“是从 17 世纪以来······西学东渐这一全球浪潮中的一环”

“而并不从属于性理学的范围之内”。二人都把实学，当做了“批判且克服性理学”的一个

概念。且河宇凤（2018）在此观点之上，又在通过所谓的“湖南实学”努力在扩展着实学的

内涵和外延。 

但是，这样的实学概念其历史性和实学研究的时代性底下并没有坚实的基础。实学概念

本身暧昧不清，有时甚至会被批评为不准确，也没有学者自称自己是一位实学者。

也就是说实学是由现代的研究者们所定下来的一个概念（신항수（2005））。甚至有学者

批判其说“实学和近代意识相互交融，两者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김치완(2013)）。 

本报告将集中视点于以实心实学论为中心的研究，尝试去省察韩国实学研究的态度和方

向。本报告的出发点尤其在于林荧泽（2002）对于小川的评价“将近世和近代区分开来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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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史的构造方法，而实心实学作为近世实学的一面是小川的独特发现”。小川晴久是给实

心实学论奠基的日本学者。 

我针对小川晴久的研究中，有两个焦点。第一，在韩国被研究的实心实学论和他的研究

成果“貌似”有着某种关系。但是尚未有明确的证据。因此，我判断出有必要省察韩国实学

研究的态度。第二，是关于实心实学论的方向性。研究的关键在于实心实学论所展示的观点，

是否合理地设定了近世和近代，以及是否合理地提供了对未来的展望。 

 

2.    实心实学论 

通过小川晴久的研究(1993)・(2009)我们可以把实心实学论的含义理解如下。实心实学

是实行、实见、实用、实学四门学问的结合。将实心实学分为“实心”和“实学”来理解的

话，前后两者分别对应“修己”和“治人，”可以对应为《尚书·大禹谟》中所记载三事的

正德（实心）、利用厚生（实学）。实心实学又可细分为“修己治人型”和“天人型”。而

赋予实心实学影响力的，是阳明学所展示的实心的一个侧面。这种对实心实学的理解，是一

种尝试从思想上统一现代和过去的战略。而且，这种战略也是为了发现保护生态系的“天人

型”模型，展望未来而存在。 

小川晴久在 1963到 1964年间，阅读到《朝鲜哲学史》了解到了朝鲜实学思潮，醉心于

18 世纪的洪大容，1978 年在韩国留学的一年中稳固了自己朝鲜实学的理解，在那之后，小

川说他“发现了，在近世实学中存在着和近代以后的实学不同的‘实心实学’”。而关于为

何要注重近世实学，他主张是为了第三世界的回复和道德的回复（小川晴久（2005））。也

就是说，小川认为实心实学的价值在于，使占据着地球南半球的第三世界的经济和道德心回

复，以及维持生态系的平衡。得到这样结论的契机在于小川和闵泳珪的交流，以及通过闵泳

珪而接触到的郑寅普的《阳明学言论》（小川晴久(1983））。 

在韩国，研究实心实学论的领域和朝鲜阳明学保有关联，而朝鲜阳明学也深受着为堂郑

寅普的阳明学研究的影响。为堂把朝鲜后期的学术流派分为三派。一是从星湖李瀷到农圃郑

尚骥的南人派系，二是由疎斋李颐命和西浦金万重开始到湛轩洪大容的老论派系，三是继承

了霞谷郑齐斗的少论派系（《薝园郑寅普全集》、《朝鲜古书解题-椒园遗稿》）。而为堂

郑寅普则将以源起于霞谷的朝鲜阳明学，理解为是真正的依据于实心的实学。

（한정길(2014)） 

为堂认为实心就是天生人便具有的“本心”。“什么是本心？人就算能欺骗得了别人，

也无法欺骗自己，所以欺骗自己便是一种邪念，这种无法欺骗自己的心便是本心。严格来讲

心就是本心，除此以外的东西即为心贼。”这么看来，对为堂来说，朝鲜性理学便不是发自

实心的实学，而是出自邪念的虚学。（《阳明学演论》）可以说这一番话包含了为堂的“阳

明学的根本在于‘一真无假’”的观念。而“一真无假”会再次回归到“诚”的概念里。 

霞谷的学问被定性成“实心实学”是从霞谷的弟子一代才开始的。比如其弟子说的“我

先正实心实学，为一世儒宗。”“以前，周濂溪先生说过‘诚乃圣人根本’所谓诚即是心中

的实理。上天赋人实理，人得之以为心。用心学到的知识便是真知，以心行事便是实行，以

真知去实行便是实学。得到此实学之人虽少，可我们的贤师大臣郑齐斗，虽有正确如金，润

泽如玉之资质，仍如临池踏冰般小心不断思考，且舍科举之业不顾，潜心钻研，赶天下先早

早就有了与他的立大业的目标一致的东西”《霞谷集》卷 11《请设书院儒疏[再疏]》。 

如此由其弟子所确立的对于实心实学者霞谷的评价，也被继承到了现代的朝鲜阳明学的

研究者们当中。大部分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如金教斌，沈庆昊，朴连洙，郑仁在等）都把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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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的学问和霞谷学派，或者是江华学派的学问当成是“实心实学”。但是，直传弟子的评价

和现在的研究者们的评价并不能从同一角度来把握。原因在于，作为一种评价的实心实学和

作为一种概念的实心实学之间存在着差异。 

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将前文所提到的从属于朝鲜阳明学的实心实学论和从属于朱子性

理学的实心区分开来，进而我们也有必要弄明白一些研究者所强调的，和朱子性理学和朝鲜

阳明学都不同性的“实心实学论”与从属于朝鲜阳明学的实心实学论的区别。于是，近年关

于上述议论的研究正在逐渐进行中。而这些研究的开端就是新儒学研究。其中提到“程颐是

思想家中强调主体意识的第一人，朱熹和王阳明继承了程颐的立足于主体性的思想，不同之

处只在于方法论”（Kim Woo-hyung (2018））。同论文中评价道，霞谷有特色地将朱子学

和阳明学结合，开创了江华学派。又评价道为堂通过有主体性的实心伦理学，构建了“国学”。 

朱熹虽然接受了程颐的理论，重视实心和本心，但是之后因受到人心·道心二分法理论

的影响，而倾向于将主体和客体，心和事物，知和行二分开思考，而阳明立足于以人的意志

为中心的偏实践的基础上，将良知这一有主体性的原理发展成了对朱熹的理论的对抗，正是

因为此种变化。有趣的是其中关于阳明学的评价“如果把起源于心的主体性的新儒学称作‘朱

子学’的话，我们便可以将阳明学理解成是，‘朱子学的一分派’的事实上的大众化”。 

我们也可以把霞谷和江华学派看作是，继承了主体性和实心的精神的一个事例，其主要

特征是将朱子学和阳明学有特色地结合在了一起。综合包含了朱子学的知觉论（认识论）和

阳明学的良知论（形而上学）。另一方面，为堂的学术血脉属于江华学派，一定程度上继承

了新儒学的主体性和实心的精神，不过从因其区分了道德修养和学问探求两领域，所以他才

强调了不应该把格物穷理适用于心性修养上。因此对于为堂来讲“具有主体性并且基于实心

的学问是实学，只要它是实学，其是否从属于朱子学或阳明学并不构成任何问题”。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者将阳明学的实心实学和朱子学的实心实学互相作为比较对

象，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其中不把实心实学当做是霞谷学派的专有物，而是把朝鲜朱子学者

也划分在实心实学这一范围内。只是，阳明学的实心实学追求主体的确立，而朱子学的实心

实学一直追求普遍性的成立（Kim Yun-kyeong (2019））。 

这些研究的共通之处是在向我们强调两件事情。一是将实心实学定义为“依靠实心展开

的实行便是实学”。二是实心实学是从所谓的“近世和近代的连续性”中提炼出来的。也就

是说，实心实学被规定为是“凭借着作为主体性的实心去实践的学问”，实心实学是“从贯

穿近世和近代的新儒学之中开发出来的实心的延伸”。 

但是，这样的“实心实学”研究，是否考虑了实心和实学的概念中空间和时间的占有呢

呢？时间和空间的占有，也可以换句话说成所谓的时代历史的联系。比如说表达“不妥当”

时用的“未安”一词，与犯下错误谢罪时说的“mi an”，表达大自然的“自然”一词与物

理概念里的“自然”等等都是同一个词，其含义随着时代变化有着不同的理解。是因为言语

作为一个活动的生命体会经历变化过程。那么，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理解，实心和实学

也是会经历变化的。 

 

3.   论实心实学之辩 

一直以来，实学作为性理学的对照，一直被认为是一门极其自明的学术。但是我们不能

忽视一个事实，那就是“实学”这一名称其实是在韩国学在制度上实现安定的 20 世纪以后

才被开始使用。当然，其历史性和意义毋庸置疑。而站在其出现时间之晚这一点上，将实学

概念限定在大韩帝国时期，考察其历史性的的研究也给了我们很多提示。（Noh, Kwan-B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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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原因在于大韩帝国时期的实学的概念，是处于朝鲜时代的儒学（包括性理学和

阳明学等）里的实学的概念，以及 20 世纪的学术界的实学的概念之间的重要的近代概念。 

韩国的近代实学，无论从时间上说还是从空间上说都是无法脱离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

东亚而单独存在的概念，在政治上也应当视其为，没有脱离近代韩国这一政治理念，遵循了

时代的脉络。这是因为大韩帝国时期的实学概念是在近代学制的背景下所诞生的。从国家教

育政策，到学校教科教育，外国专门教育全都与实学概念相关联这一点也可看出，其同朝鲜

时代的儒学不同，从用来指代大韩帝国时期存在的近代学问这一点来看，也应与今天用来指

代“朝鲜后期的新学术风气”的“实学”概念相互区分开来。 

也就是说，在韩国学安定之后的 20 世纪后半期所提出的作为“朝鲜后期的新学术风气”

的实学，“大韩帝国时期的实业教育”的实学这两个概念的外延不同。那么这样的话，在朝

鲜后期当时又是怎么理解这个概念的呢？那就要求我们进一步通过考察大韩帝国时期，来追

溯当时的实学概念。如果说了实心和实业的分离发生于在大韩帝国时期发生的话，那在之前

实心和实业应该是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所谓的良知型的实心和实业合一的时代。 

那再回到本报告刚开始的时候所提出的问题。 

我们必须思考，在把朝鲜阳明学归类成实心实学的同时，批判朝鲜性理学的可能性存在

吗与否。这是因为实心实学并非单单有朝鲜阳明学特别是江华学派的特征。我们也可以说朝

鲜性理学和朝鲜气学等是实心实学。而且如果把霞谷的学问讨论对手的明斋尹拯，实心实学

的最初的宣扬者的湛轩洪大容，以及和湛轩的学问有相同态度的燕岩朴趾源等人看做阳明学

者的话也会还需要解决很多问题。 

也就是说，这暴露出一些问题——在为堂喝破本心型实心的重要性，将从实事开始就可实

用的学问命名为实心实学的时候，并没有明确实心定义所包含的范围。

尽管如此，还是有着一些研究(한정길（2014））作为上述理论的代替方案，试图加上实心

意味着良知这一条件，定义出“阳明学式的实心实学”试图补全上述的问题点。 

第二，如果把所有的判断都交付给所谓的作为良知型的实心，来判断所有事态的是非。

那么在所谓的近世和近代和展望未来的时候，能否将其归纳成一个拥有统一概念的“实学”

呢？可以说良知就是天生的道德判断。实心就是指实行这种生来自有的伦理判断。但是问题

在于，制度和规范等社会的约束。制度和规范一旦被完成，就会成为一种坚固的构造。而坚

固的构造又并非良知的造物，所以其间必定产生间隙。而被人的主体性影响，社会的构造发

生改变的话，其可能性极低。 

换句话说，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一旦完成后，人只需要服从制度和规范就可以。话虽如

此，不如阳明学所说，良知的发现会成为制度。而是会使实心和制度之间产生间隙。关于这

一点我们有深思熟虑的必要性。正如新儒学者所提到的，“应使用事物，不能被事物所使”。

但是，如果制度和规范一旦被制定，那就必须服从制度和规范。关于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彻底

的省察。 

 

4.   结论 

“若化真知为实行，即为实学” 

（《霞谷集》卷 11、（请设书院儒疏（再疏））） 

“化真知为实行”这句话，意味着“把真知和实学当做一个整体来理解”，只有在做到

了这一点的时候才能成为“实学”。而在这时“实学”的意义更接近于作为“生活”的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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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聚焦于作为“概念”的实学。也就是说在作为“人生”的实学和作为“科学”的实学之

间，应该划清界限。 

为堂在《星湖僿说类选》的序文中写到“依独求实之学”，崔南善在《朝鲜历史讲话》

中阐述“实学之风”，以及崔益翰的“实事求是”一词中可以类推出“实学”这一用语。千

宽宇把“改新儒学”定为实学，李佑成列出“经世致用、利用厚生、实事求是”给实学分类，

也曾有一些学者把“北学”规定为实学。这些都是为了将“实学”重新发现为“科学的学问”

而做出的努力。而且这样的努力在现在也在继续。简而言之，实学就是将近代意识和民族意

识抽象化后的概念。想必“实心实学”今后也不会是自由的。 

大韩帝国时期的实学被理解为指代近代的分科学问，世界的新学问，尤其是被理解为，

为实现富国强兵的，多样的有实质性学问，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当时其中心是被称为格致学

的自然科学和实业学。大韩帝国的地域性（locality）是在清末中国和明治时期日本的关系中

形成的，建立于大韩帝国内部状况的基础之上。 

在本报告文的开头，我提到了在韩国被研究着的“实心实学论”和小川晴久的研究成果

之间“貌似”有某种关系，关于实心实学论提供的观点是否合理地设定了近世和近代，是否

合理地提供了对未来的展望这些问题有考虑一下的必要。实学概念本身虽然是靠着韩国的史

学研究者们的学术积累走到了今天，但是也能看出实心实学论的研究是曾借力于小川晴久的

研究成果的。特别是朝鲜阳明学的研究者中，更为显著。采取了同样的“近世和近代”的时

代划分，“实心”这一用语也被继承了下来等就是其具体体现。 

但是“实心”的中心思想，如果限定在大韩帝国时期的话，也就是对近代意识的表达这

一点，使得其内涵有了特点。就是说即使是关于实心实学论提供的观点是否合理地设定了近

世和近代，是否合理地提供了对未来的展望这些问题仍有提问的余地。即，实心概念所包含

的外延到底到哪里为止？如果说是到“思想的统一战线”的话，就必须继承思想的根本内容。

如果基于至今为止的研究说明的话，也就是所谓的“良心型实心”必须和近代意识处在同一

个关系中。但是事实似乎又不是这样的。 

正德和利用厚生的理论也是一样。将正德定为实心，利用厚生定为实学下的一部分，这

是把实心和实学分离开理解的结果。用霞谷的理论来概括的话，也就是在实心就是良知的前

提下，“把实心定义成利用厚生的才是实学”。即实心和利用厚生必须在放同一层面上理解。

也就是说所谓的“近代”和“近代性实学”不包括在此实学中。因此如果不舍弃“近代”和

“近代性实学”便不可能存在“实心立场上的实学”。 

小川（2015）在《东亚的实学思想家 99 人》的序文“使实学复苏的实心实学定义”中

关注 17~19 世纪，提出了天人型模型的实心实学。且认为可以说“仁这一同情之德是女性的

原理”，又提到“知行合一也是女性原理”。这种模型和原理的目的是，“发现”“近代所

失去的重要东西”并为了保持对其的“兴趣”。 

但是，仁这一同情之德和知行合一并不能单纯概括为“女性的原理”。人和世间万物都

是通过了交流，才形成了主体和对象之间的某种关系。在这种关系里发生的所有事情我们都

必须从仁这一同情之德和知行统一的联系中找出。而且比起集中于寻找近世和近代以及现在

的统一性，更该从“当下”开始通过实心实学“再次发现”人类的普遍价值，这才是我们需

要努力的地方。跳出男性女性的二分法回到人类的概念中，跳出主体客体的二分法回到相互

主体性中，我们应当从人以及一切非人的事物上摸索探寻出所有生命体可以共生的解决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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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摆脱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实学”和“近代”，我们有必要将 17~19 世纪所盛

行的“实”的讨论具体化。这其中应当包括朝鲜朱子学努力净化自身，朝鲜阳明学努力克服朱

子学世界观，以及东方学术努力逃脱西方理论等等全方位的努力。针对在韩国学安定之后被

发现的“朝鲜后期的实学风”无论是叫新儒学也好，新实学也好，实心实学也好，都应该被我

们从以上的角度再次审视，再次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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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论实学中的正德・ 利用・ 厚生论 

咸泳大（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研究教授） 

                                     

 

1.引论 

2.实学利用・厚生论中正德的意义 

3.对实学研究中正德论的再论 

4.余论 

 

 

         摘要 

     

朝鲜后期的实学者引出《尚书》中作为治民的重要德目被提出的正德・利用・

厚生，是希望通过强调与正德相比不那么被强调的利用厚生的意味，使民生导向

更好的方向。这在当时是极其异类的主张，此主张也被理解成是朝鲜后期实学的

思想基础。 

但是，在经历了近代化与工业化后、利用厚生极其发达的现代社会，比起利

用厚生这一侧面，不如说是正德作为主要的问题意识被把捉。只不过，与能够条

理清晰地说明的利用・厚生相比，正德的意味还需要一些省察。《尚书》中所述

的正德，并非是明确固定状况下的“正确之德”，而是作为动的意味下的“正其

德”被使用的。那么，就有必要研究关于德究竟是什么、正是将怎样的问题往怎

样的方向正的这些问题。 

本文将针对实学的正德・利用・厚生，对至今为止的议论的脉络重新考察。

考察的结果，在利用厚生的论述中，共同能确认到的，是经世的志向，对于民生

疾苦的共感，以及针对当时学问性进行的实证性检讨。并且，正德与士论关联密

切，本文将对此给予绵密的分析，特别是通过对于朴趾源的分析来探明此背后所

蕴含的知识人特有的观念倾斜。 

 

 

 

1.引论 

 

朝鲜后期的实学者引出《尚书》中作为治民的重要德目被提出的正德・利用・

厚生，是希望通过强调与正德相比不那么被强调的利用厚生的意味，使民生导向

更好的方向。这在当时是极其异类的主张，此主张也被理解成是朝鲜后期实学的

思想基础。 

但是，在经历了近代化与工业化后、利用厚生极其发达的现代社会，比起利

用厚生这一侧面，不如说是正德作为主要的问题意识被把捉。从这个角度看，“今



 67 

日的实学是正德。”
1
这一观点也并没有说得太过。只不过，与能够被条理清晰地说

明的利用・厚生相比，正德的意味还需要一些省察。《尚书》中所述的正德，并

非是明确固定状况下的“正确之德”，而是作为动的意味下的“正其德”被使用

的。那么，就有必要研究关于德究竟是什么、正是将怎样的问题往怎样的方向正

的这些问题。 

有意思的是，提出正德・利用・厚生论的学者们都非常清楚，正德的意味留

有能够再解释的空间。本文欲对于实学的正德・利用・厚生论进行再论，绵密地

探讨至今为止的论述中提出的脉络，并试着对与传统时代相比利用厚生大幅进步

的现代中如何定位作为真正的实学意义的正德这一问题进行考察。 

 

 

2.实学利用・厚生论中正德的意义 

 

1)儒学中正德・利用・厚生论的构造 

 正德・利用・厚生，是在作为臣下的禹对当时的王舜进谏政治的要领时被提

出的。“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

厚生惟和”。2
 

关于正德・利用・厚生，朝鲜时代最广为通用的文本《书集传》的作者蔡沈，

从日常之道对此进行解释。例如，“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所以

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

帛食肉，不饥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3其中，以水・火・金・木・土・榖

为六府，以正德・利用・厚生为三事。也就是说，行政事的为政者们为了保养民

生，应当活用货财所聚的六种物质要素，正民之德，利民之用，使民生丰足。此

六府三事亦见于《春秋左氏传》文公七年4，故其历史实态大体是明了的。 

与指代具体物质的六府不同，论述其运用的三事要求具有使此三事协调的平

衡感。话说回来，此三事被平等地联系在一起。从《尚书》原文来看，三者并非

是被当作因果关系，而是分别作为独立的问题点被提出，并被指出其协调罢了。

但是可以想定，论述时先举出正德，其本身就具有某种意味。可能是意味着应当

                                                   
1 崔锡起氏（2011）在<今日的实学是正德>（《士文化》20 号，南冥学研究院）中主张，“禹向舜提议的正

德利用厚生的调和，实际上是明悟了中庸之理的话语。即按正德、利用、厚生之序行政事，也必须保持不

向任何一方偏移的平衡状态。……朝鲜后期过于偏重正德，而忽视利用厚生，故实学者们主张利用厚生。

我们的时代，则是过于偏重利用厚生，故我才敢于呼吁‘我们时代的实学是正德’”（10 页），但是，这里

有必要考虑一下正德究竟是什么。崔锡起氏把德性当作是志向于人类当有之生的东西，在为了人类当有之

生所进行的修德性、学道理这种一般意义下使用正德，更具体地说，就是“虽内在于人的本性，但需要不

断启发并扩充的道德性”。其列举了作为德目的《中庸》里的智仁勇，强调必须实践能够择善的智慧、能够

持续择善的仁心以及刻苦努力的勇气。 
2
 《尚书・ 大禹謨》 
3
 《书集传・ 大禹謨》 
4
 《春秋左氏传》文公七年：“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 九功之德皆可歌也，

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金、木、土、穀, 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 謂之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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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用厚生之前先正德。这种观点，被传统时代的朝鲜朱子学者们广为接受。开

明的朱子学者耳溪洪良浩（1724-1802）认为，正德为治国之本，利用厚生则为

制治之具。5一世纪后的以朱子学保卫者自居的斥邪论者华西李恒老，则露骨地

把正德看作优先于利用厚生的根本。6
 

 

2)实学者们的正德利用厚生论 

从上述的点来看，主张利用厚生然后正其德的燕岩朴趾源的思考方式，是非

常革新的。他离开朝鲜来到栅门（凤凰城边门，今位于辽宁省凤凰城，译者注），

见到城市范围里都按一定的礼法行事，对此赞叹道，“如此然後始可謂之利用矣”。
7并且他强调，这将成为引导出正德的基础。“利用然後可以厚生，厚生然後正其德

矣。不能利其用而能厚其生，鮮矣。生旣不足以自厚則，亦惡能正其德乎”
8，他

如是反问，并将正德描述为生活安定而后能行之事。与洪良浩和李恒老把正德当

作根本不同，他强调利用是使人们生活丰足的现实动力。此即产生出了利用厚生

优先于正德的逻辑。 

另一方面，提倡利用厚生为实学的核心内容并被称为北学派旗手的朴齐家，

虽然主张应当学习清国的利用厚生的相关技术方法，使民丰足，使国家富强，但

其强调的是为了正当实现正德因而要求利用厚生的这个侧面。 

 

夫利用厚生一有不修，則上侵於正德。故子曰旣庶矣而敎之，管仲曰衣

食足而知禮節。
9
 

 

虽然宣称是强调作为核心价值的正德，然而就结论而言，通过把利用厚生想

定为必不可少的要素，利用厚生可以被理解为是应当先实行之事。强调利用厚生，

认为政治不是道德修养，而是对于赋税等问题施行的合理制度的茶山丁若镰10，

将《尚书》洪范九义的八政（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全都解

释为与财赋敛散的经济问题相关之事。他认为，天与人五行以为财用之根本，故

人当能修八政，用五行，润经济。他认为的政治重心，与把为政者亦或指导者的

道德涵养作为最高价值来理解的过往的性理学式的政治思想相区别，这也是他将

                                                   
5
 洪良浩,《耳溪集》卷 11，<贈湖南李汝元如樸序> “六府, 本乎天, 三事, 行乎人, 盖正德者, 出治之

本。利用厚生者, 制治之具也, 以三事理六府, 而天下平矣。” 
6
 李恒老, 《華西集》 卷 23, <財用論> “書曰, 正德利用厚生, 然則聖人敎人, 何嘗不理財, 何甞不利

用？但利用厚生之序, 必以正德爲本, 而理財之方, 亦不過正其辭禁民爲非而已. 故傳曰德者本也, 財者

末也。失其本而得其末者, 天下未之有也。” 
7
 朴趾源,《燕岩集》卷 11，別集，<熱河日記·渡江錄>, 6月 27 日 “周視鋪置, 皆整飭端方, 無一事苟

且彌縫之法, 無一物委頓雜亂之形, 雖牛欄豚柵, 莫不疎直有度, 柴堆糞庤, 亦皆精麗如畵。嗟乎! 如此

然後始可謂之利用矣。” 
8
 同上书 
9
 朴齐家，《貞㽔閣集》，<北學議序> 
10
 丁若鏞,《尙書古訓》 “自古及今, 凡以政爲名者, 皆財賦斂散之類。” 相关研究见하갑룡(2006), 

『정약용의 경세사상 전개에 관한 연구』 부산대학교 박사논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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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重心放在政治中经济问题的解决，把通过合理社会经营和有效自然管理来满

足人民的基本欲求这一问题作为政治的本质课题来把捉的结果。11
 

他在《技艺论》中谈到，人与动物相比肉体脆弱却能够保存并发展自我的原

因在于，人具有能够取得技术的智虑与巧思，即具备智慧的知性以及巧妙的思考

力。其认为，技术随着年月积累、人口繁衍不断发展，并强调道，如果通过新技

术的导入使农业、织物、武器、医学、建筑、制造等领域的技术向上发展，就能

有只投入些许的劳动力便能获得更多成果的生产率提高的效果。12并且，他认为，

国家经营者的职责在于，当致力于发掘使民众能够受到便利与恩惠的利民厚生的

途径以及提高各种技术水平。13
 

为此，他主张设置作为制度装置来组织化承担进步技术的导入与研究的利用

监。茶山强调利用监的设置，并取朴趾源的《热河日记》以及朴齐家的《北学议》

作为在此之前的重要例子。因其利用厚生的逻辑脉络最为详尽，并总的反映了既

存成果，故本文将尝试对其进行更详细的探讨。 

茶山在最综合地描述其自身经世策的《经世遗表》中，对其假定的利用监进

行了说明，并介绍了正德利用厚生的古典文献根据及其意味脉络。 

 

臣謹案《春秋傳》“正德・利用・厚生，爲王者致治之大目。”《中庸》曰：

“旣廩稱事，以來百工。”《周禮》槀人職曰：“考其弓弩，上下其食。”

〈月令〉曰：“孟冬命工師效功，物勒工名。【刻名於其器】以考其誠，

工有不當，必行其罪。”先王之勸百工如是也。
14
 

 

此处如同说明附加在利用厚生后的正德概念一般。“苟使精巧者，增其餼廩，

則四方機巧之人，將聞風而來集矣。農器便利，則用力少而穀粟多。織器便利，

則用力少而布帛足。舟・車之制便利，則用力少而遠物不滯。引重・起重之法便

利，則用力少而臺榭・隄防堅。此所謂來百工，則財用足也”
15，此处又论述了有

效运用利用监的方策。 

为了实现以上的运用，他进一步强调应当到更先进的地方学习。他指出，“然

百工之巧，皆本之於數理，必明於句・股・弦，銳・鈍角相入相差之本理，然後

乃可以得其法。苟非師傳曹習，積有歲月，終不可襲而取之也”。16这不光光是从

朴齐家和朴趾源的书中得知的，到底他也同意应该向拥有如此发达技术的清国学

                                                   
11
 장승구(2001), 『정약용과 실천의 철학』, 서광사, 163면 

12
 丁若鏞《與猶堂全書 詩文集》卷 11 <技藝論一>“於人也，則倮然柔脆，若不可以濟其生者，豈天厚於

所賤之而薄於所貴之哉？以其有知慮巧思，使之習爲技藝以自給也。而智慮之所推運有限，巧思之所穿鑿

有漸，故雖聖人不能當千萬人之所共議，雖聖人不能一朝而盡其美。故人彌聚則其技藝彌精，世彌降則其

技藝彌工，此勢之所不得不然者也。” 
13
 丁若鏞《與猶堂全書 詩文集》 卷 11 <技藝論三> “若夫利用厚生之所須百工技藝之能，不往求其後出

之制則，未有能破蒙陋而興利澤者也, 此謀國者，所宜講也。”  
14
 丁若鏞, 《與猶堂全書 經世遺表》 卷 2 冬官工曹·利用監 

15
 同上书 

16
 同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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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这一观点。他从正祖的奎章阁藏书、朴齐家与朴趾源的著作以及武官对于军事

技术的报告中确认到了这些内容，极力主张必须向拥有整体发达文物的清国学

习。他所假定的利用监，作为“专以北学为职之官厅”，即应当是作为清国先进

文物的导入机构的一种构想。 

 

臣於先朝，校書奎瀛府，內下《圖書集成・考工典》第二百四十九卷，

卽〈奇器圖說〉彙編者也。其後又見奎章閣檢書官朴齊家所著《北學議》

六卷，其後又見故儒臣朴趾源所著《熱河日記》二十卷，其載中國器用

之制，多非人意之所能測。昔將臣李敬懋嘗謂臣曰：“今兵器・火器，皆

是新制，日本鳥銃，今爲古調。此後南・北有憂，不復以鳥銃・鞭棍至

矣。今之急務，在於北學中原, 誠識務之言也。臣謂 別設一司，名之曰

利用監，專以北學爲職。
17
 

 

自朴趾源至朴齐家、丁若镰，对利用厚生寄予关心的学者们最终所关心的，

都是向拥有那个时代发达技术的中国学习这件事。朴趾源读了朴齐家的《北学议》

而叹息，这是平日所研究讨论的日常的深刻烦恼被反映出来的结果。 

 

自農蚕畜牧城郭宮室舟車，以至瓦簟筆尺之制，莫不目數而心較，目有

所未至，則必問焉，心有所未諦, 則必學焉，試一開卷，與余日錄，無

所齟齬，如出一手。此固所以樂而示余，而余之所欣然讀之三日而不厭

者也。噫！此豈徒吾二人者，得之於目擊而後然哉？固嘗硏究於雨屋雪

簷之下，抵掌於酒爛燈灺之際，而乃一驗之於目爾。
18
 

 

但是，“要之不可以語人, 人固不信矣”
19，其理由在于，当时的朝鲜社会，对

于从清国导入文物依然呈现一种消极的氛围。当时这种虽然没有一点比得上，却

仍以向占据中国的夷狄学习为耻辱的氛围过于顽固。20朴趾源发出如果法律优良

制度美好，即便是夷狄也应该向对方学习，况且中国拥有三代以来汉唐宋明的遗

制，为何不愿向其学习的感叹是有理由的，并且也有迫切性在。作为他晚辈的茶

山能够光明正大地提出应当设置从中国导入先进文物的机构，想必是因为这短短

数十年后的社会氛围发生了变化。 

话说回来，如此煞费苦心地主张导入先进文物的北学为何有如此信念？朴齐

家在献上《北学议》之时就已经提到，“今民生日困，財用日窮，士大夫其將袖手

                                                   
17
 丁若鏞, 《與猶堂全書·經世遺表》卷 2 冬官工曹·利用監 

18
 朴趾源, 《燕岩集》卷 7 <北學議序> 

19
 同上书 

20
 同上书，“如將學問，舍中國而何？然其言曰，今之主中國者，夷狄也，恥學焉。幷與中國之故常而鄙

夷之，彼誠薙髮左袵。然其所據之地，豈非三代以來漢唐宋明之凾夏乎？其生乎此土之中者，豈非三代以

來漢唐宋明之遺黎乎？苟使法良而制美，則固將進夷狄而師之，况其規模之廣大，心法之精微，制作之宏

遠，文章之煥爀，猶存三代以來漢唐宋明固有之故常哉？以我較彼固無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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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之救歟”
21
，正如其从对于民之生的关心角度指出士大夫的职责一般，我们对

于如此陈述自身主张的学者所持有的特别的问题意识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考察。

我们能够从朴趾源出于自身职责，即士的职责，而煞费苦心所作的《原士》这篇

文章中发现那一丝端绪。 

 

夫讀書者，將以何爲也？將以富文術乎，將以博文譽乎，講學論道，讀

書之事。孝悌忠信，講學之實也，禮樂刑政，講學之用也。讀書而不知

實用者，非講學也。所貴乎講學者，爲其實用也。若復高談性命，極辨

理氣，各主己見，務欲歸一，談辨之際，血氣爲用，理氣纔辨，性情先

乖，此講學害之也。
22
 

 

“所貴乎講學者，爲其實用也。”这一断言，直截了当地显示出朴趾源的学问

志向。虽然使用了孝悌忠信和礼乐刑政这些传统儒家知识人的文法，但值得注意

的是其指出了理气论辩与性情谈论中的问题点，并强调作为实用的，而非一般议

论的学问。特别是，对于《北学议》所关注的农蚕、城郭、瓦等的断言，显示出

朴趾源所设定的礼乐刑政不单单停留在宫中之事，其关心还涉及到了人民具体的

生。他如此说道，“一士讀書，澤及四海，功垂萬世”。23以下燕岩在叙述中国的

壮观场景时，把粪便和碎裂的瓦片作为壮观场景记录的文字，能够明确地显示燕

岩究竟重视什么。 

 

余下士也。曰壯觀在瓦礫，曰壯觀在糞壤。夫斷瓦天下之棄物也……糞

溷至穢之物也， 爲其糞田也，則惜之如金，道無遺灰拾馬矢者，奉畚而

尾隨，積庤方正，或八角或六楞，或爲樓臺之形，觀乎糞壤，而天下之

制度斯立矣。故曰瓦礫糞壤，都是壯觀。不必城池，宮室，樓臺，市舖，

寺觀，牧畜，原野之曠漠，烟樹之奇幻，然後爲壯觀也。
24
 

 

其所关注的，并非作为风景的壮观，也不是不应向夷狄学习这种理念和义理

的观点，而是那些能够在具体的日常事实及态度中实现自身价值的事物。他对于

士的责任义务的认识绝不算少，最终，他对学问的内容的意向也是坚定不移的。 

在身处世祖治世期并企图对国政进行全盘改革的茶山丁若镰的场合，利用厚

生为何的问题意识与目标被更加具体且彻底地被反映了出来。丁若镰在其提示牧

民官的职责及方法论的实用指南书《牧民心书》中，列举了中国历史上制作新型

的机器来帮助农业生产的例子25，并指出，利用厚生位于正德之后，为天地间三

                                                   
21
 朴齐家，《貞㽔閣集》卷 1，<北學議自序> 

22
 朴趾源, 《燕岩集》卷 10 <罨畫溪蒐逸雜著·原士> 

23
 同上书 

24
 朴趾源, 《燕岩集》卷 12，別集，<熱河日記·馹汛隨筆> 

25 丁若鏞，《與猶堂全書、牧民心書》卷 12 工典·匠作 “昔漢趙過，作爲耬車·耬斗，以敎播種之法，【皇

甫隆又爲耬犂，以敎燉煌之民】 而民力大省。【已見〈勸農〉篇】 皇明陳幼學知確山縣，造紡車八百餘輛，



 72 

件大事，圣人知其要旨
26
。与此同时，他期待通过活用龙尾车、玉衡等机器，则“旱

天桔槹，終日酸臂之苦減矣”，通过运用转动达摩、水车的方法，则“磨麪舂米，

盡室脇息之勞除矣”。27他在心情上对农民们从事农业与收获的艰苦产生深切的共

感，并计划作出一个能够减轻这种劳苦的具体方案。其动机并非单纯是忠实于扩

大国家税收的大义名分论，而是出自对作为活生生的人去负责生产的农民阶层的

深思熟虑。茶山认为，利用这些机器并不困难，且减轻农民的痛苦是所有牧民官

的职责，因此他强调绝不能疏忽机器的活用，并逐一提到以实践为目的的《奇器

图说》等具体书籍。28
 

的确，利用厚生的问题意识的指向是可以推想的，然而关于这样在利用厚生

前后获得的正德的意味，还留有再探讨的余地。在此，本文将尝试以在正德的意

味上提出更加深刻的观点的燕岩朴趾源、洪大容，以及探求洪大容思想的近代国

学者为堂郑寅普的观点为中心，探讨实学者们所构造的正德意味，并就其意味进

行再论。 

 

 

3.对正德论的再论 

 

关于正德为何的新认识，与其说是在实学者们强调厚生利用的那个时代，不

如说是在进入 20 世纪后对于实学者的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中被提出的。举例来

说，为堂郑寅普在论述湛轩洪大容的学问性格与意味的文章中，一边回顾正德、

利用、厚生的意味，一边对洪大容学问中正德的意味进行新的诠释。对他而言，

对于正德的理解，需要从外来的道德觉醒与修养中更进一步，将其范围扩大到包

含民族觉醒在内之事。 

 

夫學術之於人群大矣，善敗由之。或愼守其本，以正德利厚。或反焉，

致百度失貞，久且深，中於人心。習以若性而不可如何。以是二者而鏡

之於吾近古之世，其所由者可知已。故當其時，論議以相伐者則有人矣，

勢利以相殘者則有人矣，與接爲構，若水火氷炭之不相入，而至其表臬

春秋，眛本剽人己之大分，則無彼此焉，何也？以其中於心者同也。
29
 

 

根据郑寅普的看法，若谨守学术之根本，则正德与利用厚生能顺利进行；反

                                                                                                                                                  

以授貧婦。【見《明史》】 此皆前人之芳徽也。況今奇器妙用，後出者益巧，而唯獨吾東之民，漠然不聞。

牧於爲政之暇，按法運思，作爲農器·織器，以敎民省力，不亦善乎。” 
26 同上书，“利用厚生，次於正德，爲天地間三件大事，聖人其知要矣” 

27 同上书，“龍尾·玉衡·虹吸·鶴飮之法行，則旱天桔槹，終日酸臂之苦減矣。轉磨·轉碓之法行，則

磨麪舂米，盡室脇息之勞除矣。” 
28 同上书，“風磑·輪激之制講，則其運水激水，不難矣，颺車·攪車之制講，則其去塵去核，不難矣。

挽繩代耕之制講，則牛疫不足畏也。斯皆民牧之責，不可忽也。其制並詳於《儀象志》·《武備志》·《奇

器圖說》諸書，今姑略之。” 
29 鄭寅普，《湛軒書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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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则会产生弊害。郑寅普所指摘的，是因论议而陷入无意义的学术争论与因权

势财利而埋头于朋党之争的情况。洪大容的春秋观问题，即所谓的域外春秋论，

是关于孔子与《春秋》的身份性的问题。即，“孔子，周人也。春秋者，周書也。

宜其自內而外。人若使孔子而九夷，則其學自當有域外春秋，所謂毉山問答者是

也”。30郑寅普“眛本剽人己之大分”的这一指摘，更是对于这种民族主体性的自觉。

只有没有实际可行性的议论的学术、政治权力的偏党，以及由于未确立正确的春

秋观而导致的正确学术认识的不足，都被当作问题来看待。郑寅普对于洪大容的

学术功劳作出了以下评价。 

 

今先生之書，其最要者，有曰《籌解需用》，有曰《林下經綸》，或精幾

何算數，或劬心政法，皆佐民之學。而又有曰《毉山問答》，則專以覈本

剽而析人己。在當時所僅見者。嗚呼，豈非豪傑之士哉。31 

 

 前述的二书，是作为助民的学问，于利用厚生至关紧要的著作，而《毉山問

答》，则是关于探求根本之物与人我问题的学问，即以确立学者主体性为核心内

容的著作。到头来，根据郑寅普的看法，洪大容的学术，正确体现了正德、利用、

厚生的学术本质，特别是在确立学者的民族主体性的这一本质领域实现了很大的

进步。郑寅普认为，湛轩学术的内涵能被规定为是把以实心这一道德主体性与正

当春秋观这一民族主体性相结合的正德作为基础，通过实用之学保存国家，追求

助民的利用厚生的实政的实学。32对正德的此种规定，能被理解为是对前述性理

学正德概念的扩充，但同时也能认为，这是身处祖国近代化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

占的历史现实中的郑寅普，对于更重要的德为何这一问题所作的学者式省察。 

那么，从洪大容那里所把捉到的正德的正当意味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参考

郑寅普特意摘录并表彰的《毉山問答》的核心。洪大容指出，“學術遺根棄柢，

不知人己之為誰孰。而虛起偽，偽導虛，於是焉實心實政不可望也”
33，从实心与

实政的角度，对于当时学术标榜的虚伪意识与实质问题进行了尖锐的指摘。 

 

爲孔子之喪，諸子亂之。朱門之末，諸儒汩之，崇其業而忘其眞，習其

言而失其意。正學之扶，實由矜心；邪說之斥，實由勝心；救世之仁，

實由權心；保身之哲，實由利心。34 

 

  容易自满、持有贪图权力的利己心，都是丧失了实心的结果。特意描述孔子

后学、朱门弟子失其师之本旨，自不必说是为了指摘当时朝鲜学术的弊害。正学

之扶、邪说之斥、求仁与明哲，虽然都是当时学者们的根本目标，但对于湛轩而

                                                   
30 同上书 
31 同上书 
32 문석윤(2012), 「담헌의 철학사상」, 『담헌 홍대용 연구』, 사람의무늬, 14면-15면 
33 鄭寅普，《湛軒書序》 
34 同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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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此皆为“虚伪”。对于作为这种认识的社会结果被提出的“卫正斥邪”、“闢

异断”等过度的理论，湛轩从以前就给予了很低的评价。更正确地说，是其转换

了问题意识。洪大容把学问要旨看作是对大众的救济，不紧抓佛儒之别。关于工

夫论的问题，他在与中国学者的交游中指出，“（学问之）要歸於澄心而救世，則

勿論儒釋，俱不害爲賢豪君子，惟不至於絶倫逃空，則是亦聖人之徒也”
35。其认

为，学问进路是灵活的，应当注目于其实质性的成就。 

    湛轩通过探究自然学，解明了日月食之类的天文现象与治乱无关，五行之数

并无定论，这不过是术家将河图洛书与易象牵强附会之类的事实。针对可以说是

非科学的性理学的世界认识，湛轩通过科学的探求，举“现前目证之实”进行说明，

如别白黑一般使那些执迷于过往陈腐之物的人自己醒悟。36如同可以观察到湛轩

的自然学意向一般，我们也可以类推出他所理解的正德为何。 

    现阶段我们已经知道，洪大容通过“实心与实践”，部分提到了正德的意味。

在作为正祖老师的时期，洪大容指出，前代学者中，虽然赵宪的学问“至公血誠, 

五倫全備, 千古無兩”
37，但其师承土亭李之菡。对此，正祖也认为“土亭高士也，

卽其定力，亦絶異於人也”38，听闻此语，洪大容指出，“此等人，成就如此，皆

以其實心實學也。苟不實踐而徒務空言則，當時無所成其業，後世無所垂其名，

非所謂學也”
39。 

    小川氏很久之前就举了洪大容对于实心实学的特笔，来表彰“实心实学”是

18世纪东亚实学的重要发现。 

 

 以秉实心、行实事、日日脚踏实地的态度为真实的本领，为成事之大前

提。以通过实心实事每日脚踏实地的态度作为重视真实的实学态度可以

说是无与伦比的。其一直出现到实心实学的规定登场为止。在对于结党

排异的道学=朱子学的严厉批判中的实心实学，作为 18 世纪东亚的最伟

大创出，与未使用实心实学这一词汇的三浦梅园的实心实学相比肩。
40
 

 

可是，正如从小川氏所言中可以明白的一样，实心实学终究是一种态度。也

如氏所指出的，秉实心、行实事、日日脚踏实地的态度本身究竟是否能够作为真

实的本领还有待探讨。当然，态度引导认识的指向。有像洪大容一样通过实证达

到实用性知识的启蒙，带来大众救济效果的情况，也有提供诊断虚伪意识与恢复

真心的端绪的情况。在洪大容这里发现的对自他的明确觉悟，根据其对于实心实

                                                   
35
 洪大容,《湛軒書》外集 卷 1 <杭傳尺牘·與嚴九峯書> 

36 鄭寅普,《湛軒書序》“明日月之蝕, 非治亂之所係。星辰分野之說, 尤無據可笑, 因及風雲雨雪霜雹

雷霆虹暈之所以然, 海之鹹, 地之有震, 皆有由。五行之數, 原非定論, 術家祖之河洛, 以傅會易象。以

穿鑿生克飛伏, 支離繚繞, 卒無其驗。而一一擧現前目證之實, 若別白黑, 使膠舊者知所自失。” 
37 洪大容,《湛軒書》內集卷 2 <桂坊日記> (甲午 1774 年 12月 25 日) 
38 同上书 
39 同上书 
40 小川晴久(2009),「實心實學 개념의 역사적 사명」,『한국실학연구』 18, 한국실학학회, 152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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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明确认识和态度，还留有进一步深化的余地。 

但是，在成为洪大容提出实心实学契机的与正祖的对话中，正祖指出“土亭（李

之菡）高士也，卽其定力，亦絶異於人也”这一具体事件，是与“豈以濟州女色事

耶”这一道德修养相关联的41。当然，这又是被当作抑制人类的自然本能从而彰显

一定的人格水准这类需要表彰的东西来理解的，只不过在这里是被限定了的。在

此之前的，彰显赵宪的“至公血誠, 五倫全備”
42，也受限于心理觉悟的如何。 

这种侧面，在朴趾源的场合也并未发生什么变化。朴趾源，如其叙述中把粪

与破裂的瓦片当作壮观一样，关注实用的侧面。他进一步感叹炎凉聚散的社会氛

围，也关注友情论的问题。他在《穢徳先生伝》中赞不绝口的人物严行首，就是

靠运能够使当时农业生产率极大化的试肥法糞将军获得报酬的。要点在于，享受

健康的劳动与当得的福乐。严行首不能拒绝一切加诸于他的宿命，默默地接受了

那些。重复着《穢徳先生伝》话题的蟬橘子43的指教如下。 

 

傳（中庸）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夫素也者定也。詩

云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命也者分也。夫天生萬民，各有定分，命之素

矣，何怨之有？食蝦醢，思鷄，衣葛羨衣紵，天下從此大亂，黔首地奮，

田畝荒矣。
44
 

 

顺从天命的宿命论斗士，这种认识的真面目，可以想定，起因中也不是没有

当时的抵抗的侧面。在对利用厚生拥有前所未有关心的正祖时代，在将经典中的

“利用厚生”积极活用于物质改善的瞬间，利用厚生变为了全新的用语，动摇了

以往的秩序，并且能够确认到，当时既得权力阶层的反抗也很激烈。《实录》中

指出，“（正祖）过度体察利用厚生与民之疾苦，以至于民对王提出了达到僭越地

步的上言”，从此中能够理解到，对于国王所推崇的利用厚生，支配层认为其会导

致名分秩序的龟裂，而感到十分不安。45
 

《许生传》中登场，体现燕岩人格的许生，通过囤货惜售，成为了朝鲜巨富，

尽管他通过一些社会实验尝试了实践社会改革的经论，但当他发出“以財粹面, 

君輩事耳, 萬金何肥於道哉”
46的大喝时，其正德依旧停留在中世的理解层面。对

                                                   
41
 洪大容，《湛軒書》內集 卷 2 <桂坊日記> （甲午 1774 年 12 月 25 日） “臣曰李之菡號土亭，東國

異人也。明於乾象，重峯嘗師事之，先知之術，盖亦出於此也。令曰，土亭高士也。卽其定力，亦絶異於

人也。臣曰，豈以濟州女色事耶？令曰然矣。” 
42
 同上书，“至公血誠, 五倫全備, 千古無兩, 實行如此, 其學可知。” 

43
 译者注，李徳懋（1741-1793），朝鲜李朝后期学者，文臣。字懋官，号炯庵，雅亭，青庄馆等。全州人。

北学派创始人之一。正祖时期奎章阁四检书官之一，上文提到朴齐家亦正祖时四检书官之一。主要著作为

《青庄馆全书》71 卷。 
44
 朴趾源, 《燕岩集》 卷 8 別集 <放璚閣外傳>。当然，<放璚閣外傳>是燕岩年轻时候写的，此后，燕岩

的社会认识也不是没有变化的可能。这里不过是确认，燕岩对于贫富的基本认识是如此之物。 
45 이경구(2016), 「利用厚生: 중세의 균열과 근대의 기획」, 『한국의 근현대 개념으로 읽다』, 

푸른역사。 
46 朴趾源，《燕岩集》<玉匣夜話·許生傳> 



 76 

因“君何以賈竪視我”
47
大怒从而“拂衣而去”

48
的许生而言，商业仍然有被当作方便、

难以摆脱末端地位认识的一面，能确认的是，“計口送糧, 度身援衣, 一生如此是

矣, 孰肯以財勞身”
49的心之志向，并非出自要把利用厚生与正德合于自身的这种

存在性的问题意识，而是出于身为治者的职责以及自身氏名的要求这种些许具有

概念性的构想。 

这里我们能够再次回想起朴齐家说明利用厚生与正德关系时所提到的孔子

与管子的论断，其作为治之方策不能被忽视。进一步，对生民而言，作为设置生

存场所的仁政的逻辑基础的《孟子》的“无恒产，因无恒心”
50这一前提，是以一

般民众为对象的，而在士的场合，则是“無恒産而有恒心”。孔子的“君子固穷”
51指出，与小人相别的君子对于穷乏状况表现出一种毅然气象。必须要看到，其

根底对于生活的物质基础具有超然性，并且此超然性被当作德的重要价值把捉，

这正是君子的理念中所具有的洁癖性。 

朴趾源批判道，“讀書而求有爲者, 皆私意也”，并认为，“終歲讀書而學不進

者，私意害之也”。他期待人们“讀聖人之書, 能得其苦心”。他也谈到，“君子終

其身，不可一日而廢者，其惟讀書乎”，并且孔子正是这样再一次责备子路的“有

社稷焉，有民人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52
 

在“有社稷焉，有民人焉”，必读书然后为学这一认识中所探寻到的经典中的

圣人之苦心，虽然并非与正德无关，但其真的能成为被真实的现实基础所支撑的

人民生计的重要指针吗？这应当与“再，士为何”这一《新原士论》的议论并非

无关。 

 

 

   4.余论 

 

 最近的研究指出了茶山学新的一面。即，茶山的学问并非只是单单实践儒学

的人伦理念这种程度的东西，而是把以改善民生为目标的厚生当作中心的新儒

学。也有看法认为，茶山重新提出的问题在于，朝鲜性理学不关心且无能力关心

厚生这一问题，由此可以认为，区分朝鲜性理学与茶山学的关键在于厚生论53。

这是从利用进一步把重点放在厚生上的视点。 

话说回来，也不是没有在很早前就把正德利用厚生理解为由利用至厚生而后

达到正德的结果的学者。谿谷張维（1587-1638），在叙述在他所假设的论辩中反

                                                   
47 同上书 
48 同上书 
49 同上书 
50《孟子 梁惠王上》，“無恒産而有恒心者, 唯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産, 因無恒心。” 
51《论语 卫灵公》，“君子固窮, 小人窮斯濫矣。” 
52 朴趾源, 《燕岩集》卷 10，<罨畫溪蒐逸雜著·原士> “讀書而求有爲者, 皆私意也。終歲讀書而學不

進者, 私意害之也。… 夫讀聖人之書, 能得其苦心者鮮矣。… 君子終其身, 不可一日而廢者, 其惟讀書

乎。 … 不仁哉! 子路之言也, 有社稷焉, 有民人焉, 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53 김영우(2018), 「다산 정약용의 후생론」 『다산학』 32권, 다산학술문화재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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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必须废弃度量衡这一庄子主张的孟子的立场时
54
，对作为人类标准的圣人的职

责作了如下规定。 

 

人之初生，固無以異於禽獸也。聖人者立然後，生厚用利而德正焉。是

故敎化行而人知所從，法度立而人知所守，器械具而人知所用，三者廢

則人不人矣。是故聖人者，人之準則，而使人去禽獸而歸於人者。今若

絶棄聖人，則是畔其所以去禽獸者，而日趨於禽獸也。
55
 

 

把生活的丰足与道具的利用置于正德之前这一点颇有意思。教化、法度、器

械的顺序没有令人感到违和，是因为如此应用是理想的。 

    并且，关于利用厚生的学问探究，包含上文中所检讨一部分内容，少论系学

派中，以李匡吕与洪良浩等为中心，积极地宣传炼瓦与车的使用56，茶山学团中，

关于船舶与车，李綱会留有许多深入的学问著述57。并且，李匡吕与朴趾源是一

言知己，关于车制度也进行过探讨58。从此点看，利用厚生学并非是某一学派的

专有物，而应当是在当时形成了一种趋势的时代精神。59
 

尽管如此，与利用厚生不同，只有关于正德的议论，如青城成大中

（1732-1809）所指出的，专与士的权能关联，其理念、意向依然与士的前途相

关联60。郑寅普对于洪大容学问的认识，正是郑寅普的时代所需要的士的正德。 

（译者：杜络嘉/日本东北大学日本思想史研究室） 

  

 

 

 

 

                                                   
54 張維, 《谿谷集》 卷 3 <設孟莊論辯> “且夫斗斛權衡之設, 而人猶爲姦, 況於去之乎? 是助盜而長姦

也。此數者, 軻之所以爲先生惑, 而願先生之改之者也。” 
55 同上书 
56 정양완(1993), 『강화학파의 문학과 사상』, 정신문화연구원 55-70면; 오수경(1993), 

「이광려의 실학사상과 현실주의 문학세계」, 『교남한문학』 5, 교남한문학회; 진재교(1999), 

『이계 홍양호 문학연구』, 성균관대 대동문화연구원, 99-125면 
57 안대회(2005), 「다산 제자 이강회의 이용후생학」, 『한국실학연구』 10, 한국실학학회 
58 박종채 저, 김윤조역(1997), 『역주과정록』, 태학사, 75면 
59 김용태(2006), 「李是遠의 士의식과 利用厚生의 논리」 『한국실학연구』 12, 한국실학학회, 

227면 
60 成大中,《靑城集》卷 7,<陶岡精舍記> “天之生斯民也, 並使之自食也。聖人者導之, 分其職爲四, 而

正德利用厚生, 卽其事也, 然正德也者, 惟士爲能。故居四民之首, 而縱無恒産, 猶可以食於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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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形尽性——颜元的修身之道 

李伟波 

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 

 

摘要：清儒颜元的实学思想不仅注重外在表征的实践、实用、实行之学，亦

相当关注内在心性问题，强调自我的道德省察与道德践履。他继承早期儒家“践

形尽性”的身心修养传统，提倡明德复性的身心修养工夫，在日常生活中恪守习

恭、规过迁善、常仪功等道德践履工夫，其谨遵古礼的道德严格主义体现了对儒

家道统的崇信及对天神、天命的敬畏，其修身过程中亦展现出与天相通的修养境

界。 

学界以往关于颜元实学的研究侧重于其事功经济之学，有关颜元实学的概貌

亦以注重学问的实践性、实用性、主动性为要，事实上，颜元不仅注重外在表征

的身体践行，亦相当推崇自我的道德内省与道德践履，本文将围绕这一论点阐述

颜元身心修养的工夫与路径。 

一、践形尽性 

早期儒家强调身心一如的修身传统，如《大学》把“修身”看作问学求道的

初阶，“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1 孔子亦曾讲过：“吾日三省

吾身”，孟子特别看重“存心养性”的修身、安身工夫。宋儒则以“静坐”、“主

敬”等涵泳体察之道侧重于内在修养一端，朱子静时存养，动时省察，“惟无私，

然后仁；惟仁，然后与天地万物为一体。”2 “身体”由于附含“食色”、“贪念”

等不利于德性纯正之欲望而成为宋儒排抑的对象。与宋明儒者不同，颜元四书解

释系统的创见之一就是对于“身体”问题的抉发与凸显，“苟时时正吾心，修吾

身，则养成浩气，天下事无不可为也。”3指出“身体”是人之生存、生活的本

根，是一切人伦日用、精神探求得以开展的基础，舍此则无所谓成己成人。 

颜元治学虽以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为主旨，但他对于心性问题亦颇为关

注，4并著《存性编》专论人性修养。他不满宋儒发明的性分为二（天命之性、

                                                   
1
 《大学》。 

2
 朱熹：《朱子语类》卷六，《性理三》。 

3
 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乙亥(一六九五)六十一岁条，《颜元集》，第 777 页。 

4
 梁启超曾说：“习斋不喜欢谈哲理，但他对于‘性’的问题，有自己独到的主张。”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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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之性）的变化气质说，认为“理善气恶”论终归不及孟子极具普世性的性善

说，他从自然主义的气本论出发，推知理在气中，理、气相融为一片，并进一步

论证理气关系，曰： 

若谓气恶，则理亦恶，若谓理恶，则气亦恶。盖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

乌得谓理纯一善而气质偏有恶哉！5 

若无气质，理将安附？”6 

颜元指出了理、气的内在一致性，“理、气俱是天道；形、性俱是天命。7因

而不必分何者为天命之性，何者为气质之性，进而得出义理之性即气质之性的结

论。8所以他得出人与生俱来就有善的气质之性的结论，‘浑天地间一性善也。’” 

9他又进一步指出“恶”的问题：  

气质清浊厚薄，乃有不同，总归一善。至于恶，则后起之引蔽习染也。10 

人性之所以会有善恶之分，乃是由于后天受到外物的引诱，遮蔽了人的先天

善性，积习日久渐成祸端。“贪溺昧罔亦必有外物引之，遂为所蔽而僻焉，久之

相习而成。”11颜元认为即便习染污浊甚重，贵为万物之灵的人之先天本性仍是善

的，所谓的“恶”只是后天习染遮蔽，“祛蔽”之后依然恢复善性。颜元认识到

了“蔽”对纯善之性的侵染遮匿，并设想了净除染蔽的复性途径，这种意识实际

上来自儒家伦理思想中的“耻”的观念，“中国传统中的‘耻’是与被玷污而急

于净化自身相联系的。”12进而他又提出通过后天仁德涵养积存的日新之功逐步恢

复本然善性。他从形、性不二的角度切入，依据孟子所持的据形复性、践形尽性

说，把复性、尽性落实于身体自觉“践形尽性”的修身工夫上，在日常生活中具

体展开，把“践形”视作全尽人的仁、义、礼、智的本然善性的实践路径，如其

弟子李塨所言： 

圣学践形以尽性。耳聪目明，践耳目之形也。手恭足重，践手足之形也。身

                                                   
5
 颜元：《存性编》卷一，《驳气质性恶》，《颜元集》，第 1 页。 

6
 颜元：《存性编》卷一，《棉桃喻性》，《颜元集》，第 3 页。 

7
 颜元：《存学编》卷一，《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颜元集》，第 48 页。 

8
 关于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冯友兰讲过：“习斋以理气‘融为一片’，故以为义理之

性，即气质之性，不可以气质为恶之起源。”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第 985 页。 
9
 颜元：《存性篇》卷二，《性图》，《颜元集》，第 29－30 页。 

10
 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己酉(一六六九)三十五岁条，《颜元集》，第 726 页。 

11
 颜元：《存性编》卷一，《性理评》，《颜元集》，第 9 页。 

12
 信广来：《儒家思想与比较伦理学的研究：方法论的反思》，载刘笑敢编：《中国哲学与文

化》第七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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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心睿，践身心之形也。践形而仁义礼智之性尽矣。今儒堕形以明性。耳目但用

于诵读，耳目之用去其六七。手但用于写字，手之用去其七八。足恶动作，足之

用去九。静坐观心而身不喜事，身心之用亦去九。形既不践，性何由全？此一实，

一虚；一有用，一无用；一为正学，一陷异端：不可不辨也。13 

李塨指出“尽性”必由“践形”，宋儒舍“身”而言性，离“事”而言性，

其性是虚而不实之性，是无用之性。圣人“践形”依身心、感官等层次实然展开，

所全尽之性是笃实之实，是有用之性。道德主体在祛蔽复性、心性葆养的践履工

夫中，其心笃实恭敬，外表肃穆宽厚，此时“身体不是仆役，不是手段，不是过

渡，也不是外壳，而是自我的体现。”14 自我心、性能动自觉地体认周孔正道，

儒者弘道明德的重任首先落实于“以身体道”上面，道就在吾身。颜元曾表述心

迹如下： 

吾愿求道者尽性而已矣，尽性者实征之吾身而已矣，征身者动与万物共见而

已矣。吾身之百体，吾性之作用也，一体不灵则一用不具。天下之万物，吾性之

措施也，一物不称其情则措施有累。身世打成一片，一滚做功，近自几席，远达

民物，下自邻比，上暨庙廊，粗自洒扫，精通燮理，至于尽伦定制，阴阳和，位

育彻，吾性之真全矣。以视佛氏空中之洞照，仙家五气之朝元，腐草之萤耳，何

足道哉！15 

尽性必须征诸吾身，“身”与“性”之间是体与用的关系，“性”与“物”则

是施为与对象的关系，所以尽性工夫必须以身体道，上下、远近、精粗一滚加工，

通过存养省察的明德工夫实现个体祛弊复性的践行路径。 

二、修身的具体工夫 

在日常生活中，颜元持守一套“习恭”的修省体道工夫，以此提防外界的引

蔽习染，收摄葆养本然善性，“觉萎怠，习恭庄；觉放肆，习恭谨；觉暴戾，习

温恭；觉矜张，习谦恭；觉多言，习恭默；觉矫揉，习恭安。”16需要说明的是，

“习恭”虽然形式上看似宋儒“静坐”的修养方式，皆贯之以“敬”，实际上二

者有着实质性的不同。宋儒游离事物而言静敬，颜元称其“静中了悟，乃释氏镜

                                                   
13

 冯辰、刘调赞：《李塨年谱》卷四，五十一岁条，第 129 页。 
14

 杜维明：《一阳来复》，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83 页。 
15

 颜元：《存人编》卷一，《唤迷途•第二唤》，《颜元集》，第 129 页。 
16

 颜元：《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己卯(一六九九)六十五岁条，《颜元集》，第 7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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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水月幻学。”
17
实质上是佛家之空悟，是身心寂然不动之敬。“习恭”则强调即

事见敬，即习见敬，是切实笃恭之敬。为了避免“习恭”与“静坐”混淆，颜元

明确表述了二者差别之所在，这一论述主要见于《颜习斋先生言行录》，譬如： 

杜益斋问：“习恭即静坐乎？”曰：“非也。静坐是身心俱不动之谓，空之

别名也。习恭是吾儒整修九容工夫，愧不能如尧之允，舜之温，孔之安，故习之。

习恭与静坐，天渊之分也。”18 

凡冠不正，衣不舒，室不洁，物器不精肃，皆不恭也。有一于此，不得言习

恭。由此推之，杏坛之上，剑、佩、琴、书，一物狼藉，孔子不得谓之恭矣。此

吾儒之笃恭，所以异于释氏之寂静，而静坐之学，所以入于禅而不自觉也。19 

此外，在《存学编》中他也指出“习恭”与“静坐”二者体现的“敬”的不

同特质，他说： 

敬字字面好看，却是隐坏于禅学处。古人教洒扫即洒扫主敬，教应对进退即

应对进退主敬；教礼、乐、射、御、书、数即度数、音律、审固、罄控、点画、

乘除莫不主敬。故曰“执事敬”，故曰“敬其事”，故曰“行笃敬”，皆身心一

致加功，无往非敬也。若将古人成法皆舍置，专向静坐、收摄、徐行、缓语处言

主敬，乃是以吾儒虚字面做释氏实工夫，去道远矣。20 

 “习”字自“学而时习之”拈出，意在突出主体能动意识下的动态践履，

身心时时操习省察。“恭”字显示了颜元循古礼而于事上修历的笃敬态度，以及

对于礼仪常容等不容丝毫不端的恭谨严苛。“作为一种哲学范式，儒学的‘修身’

不但是儒学的重要内容，更是儒学的独特的话语方式，这种话语方式的体系化便

是所谓的‘礼’。”21所以颜元会说“习恭即是习礼于身”，22作为日常的修省工

夫，“习恭”除了整肃行为仪容，还以自我检视、省察、规过的功能而成为观照

自我心性隐微的规范，能否恪守儒家古礼及礼容之学将直接判定儒者心性的纯正
                                                   
17

 颜元：《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辛未(一六九一)五十七岁条，《颜元集》，第 770页。 
18

 颜元：《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王次亭第十二》，《颜元集》，第 665 页。 
19

 颜元：《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学人第五》，第 639 页。 
20

 颜元：《存学编》卷四，《性理评》，《颜元集》，第 91 页。 
21

 陈坚：《儒家“修身”的哲学形而上性质》。 
22

 颜元：《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教及门第十四》记载：“大学明德之道，无时不可学，

无日不可时习。如时时敬其心，即孔子所谓“齐”，习礼于心也；时时提撕警觉，莫令昏蔽，

即孔子所谓“明”，亦习礼于心也。每日正其衣冠，洁净整齐，非法服不服，即孔子所谓“盛

服”，习礼于身也；至“目容端”，习礼于视也；“口容止”，“声容静”，习礼于言也，

至于“手容恭”，“立容德”，习礼于持行也。凡 “九容”、“曲礼”，无非习礼于身也。

礼真斯须不可去者！”参见《颜元集》，第 6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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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否。 

如此一来，每日自省、改过迁善就显得相当必要了，所以颜元又订立日记、

常仪功、互规功过等“礼”的实践工夫以使自己身心修养“日日新”、“又日新”，

《颜习斋先生年谱》与《颜习斋先生言行录》中有较多笔墨描述其实践古礼的细

节，并且所行的多是一些千百年来不曾行过的古礼。23需要说明的是，颜元之所

以坚定实践儒家古礼，起因于早年居丧的一段经历，期间亲身感受《朱子家礼》

有违自然性情，决然以实践古礼作为体认周孔正道的日常工夫。24难能可贵的是，

颜元终其一生勉力践行冠昏、丧祭、宗庙、会同以及升降周旋、衣服饮食等古礼，

“慎独功甚密，祭必齐，盛暑衣，冠必整，力行古礼。”25以此作为自我涵养的

依据，行礼成为他每日例行不更之事，不只是“盛暑衣”、“冠必整”，甚至病笃

犹必正衣冠，据《颜习斋先生年谱》记载： 

十二日，行中矩，已而习恭，坐如泥塐。……二十七日，张振旅、张智吾来

视，起，冠。智吾曰：“病，何必冠？”先生曰：“卧则脱，起则冠，固也。”

26 

日记作为自我身心涵养的一种锻炼和省察的方式，在晚明清初的士人之间相

当流行，日记的流行与当时儒者修身的转向有关，体现了修身方式由虚转实、由

操存转习行的倾向。关于颜李学派修身日记的书写及其功能，王汎森从思想史与

社会史的角度作过详实明晰的探讨，27认为日记是一种由务实的方法来达到超越

的目的的东西，修身由静悟转向从日常实践中取得中节，“盖必身心一齐竦起，

乃为存养。”28修身不再仅仅是“此心提起万虑不扰”的操存工夫，而是日常生

活中的每一行为细节都须自我检视是否符合古礼的规制，些许得失都记于日记，

这种身心修历显然比宋儒心性操存严苛得多。颜元一生日记共有七十余帙，每岁

日记不下七八十页，每日修省且每日记录，记载终日得失过恶的生活细节，日记
                                                   
23《颜习斋先生年谱》记载颜元“慎独功甚密，祭必齐，盛暑衣，冠必整，力行古礼。”见

李塨编：《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乙巳(一六六五)三十一岁，《颜元集》，第 721 页。 
24 颜元三十四岁为养祖母居丧时险些饿死，始觉校以古礼乃知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艺和

孔子之四教为正统儒学，程朱、陆王之学因杂染佛学而不纯，自此弃绝宋学，以实践周孔正

道为己任。见李塨编：<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戊申（一六六八）三十四岁条，《颜元集》，

第 725-726 页。 
25

 李塨编：《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乙巳（一六六五）三十一岁条，《颜元集》，第 721 页。 
26

 李塨编：《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甲申(一七○四)七十岁条，《颜元集》，第 793 页。 
27

 参阅王汎森《日谱与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颜李学派为主的讨论》，《晚明清初思想十

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18-185 页。 
28

 冯辰、刘调赞：《李塨年谱》卷二，第 41-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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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自我检省的依据，同时也为自己日后回勘修身进退以及与学友、弟子之间互

勘功过保留了书面记录。29颜元三十岁起即与友人王法乾互勘日记，“相期以圣

人之道，订五日会，各为日记，逐时自检言行课程之得失，相规过而劝善焉。”

30这种特殊的交流方式意在修养精进，难得的是他们四十年如一日坚持不辍。颜

元自有一套标记每时心性纯正度的记录符号： 

定日记每时勘心：纯在则○，纯不在则×，在差胜则○中白多黑少，不在差

多则黑多白少，相当则黑白均。31  

习礼、乐、射、御、书、数，读书，随时书于日记，有他功随时书。每日习

恭，时思对越上帝，谨言语，肃威仪。每时心自慊则○，否则 ，以黑白多少别

欺慊分数，多一言 ，过五则 ，忿一分 ，过五则 ，中有×，邪妄也。32
 

由上文可以知晓，颜元时刻自勘心中习染的蔽匿邪妄，省察、改过、迁善是

其自我修省工夫的主要内容，容许“贰过”的同情心以及有过必改的向善决念注

定了他终身用力于“改迁”工夫，他曾明确表达过此念，曰：“吾学无他，只‘迁

善、改过’四字。日日改迁，便是工夫；终身改迁，便是效验。世间只一颜子‘不

贰过’，我辈不免频复。虽改了复犯亦无妨，只要常常振刷，真正去改。久之不

免懈怠，但一觉察，便又整顿。”33李塨“感先生（指颜元）改过之勇，立日谱

自考。”34功过并录，一字不加嫚饰。35他勘心也是纯在则○，纯不在则×，不过

其符号标记方式与颜元并不相同，其标记方式如下： 

多言则×圈上 ，过忿则×圈下 ，有贪利心则×圈右 ，有求名心则×圈

左 ，有怠心则×圈中 ，有作伪心则圈上下左右皆× 。36  

在日常修身方面，颜元每日必定实践常仪功，即拜先祠、拜父母、夫妻之礼，

以及出告反面之礼。自三十一岁始，每年岁首他都会书一岁常仪功于日记首，并

                                                   
29
 李塨认为日记乃“明德功课”，主要用以省察“心之存日密否？身之视听言动中礼否？时
觉其进否？一也。礼乐兵农射御书数之学或诸艺，或祗一艺，月考年计有加否？二也。身心
就范，学问不懈，则天理日有所悟，人情日有所照，经济之术日有所阅历，果变动日新乎？
抑乃旧乎？将灰塌不灵乎？此甚可以验吾学之消长，三也。”《恕谷后集》卷四，《复黄宗
夏书》。可见日记省察的内容不只是德行，还有学艺。 
30
 颜元：《习斋记余》卷九，题记前示锺錂，《颜元集》，第 588 页。 

31
 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丙午(一六六六)三十二岁条，《颜元集》，第 723 页。 

32
 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己巳(一六八九)五十五岁条，《颜元集》，第 763 页。 

33
 颜元：《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王次亭第十二》，《颜元集》，第 666 页。 

34
 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庚申(一六八○)四十六岁条，《颜元集》，第 751 页。 

35
 颜元：《颜习斋先生年谱》凡例，《颜元集》，第 700 页。 

36
 冯辰，刘调赞：《李塨年谱》卷一，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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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斟酌修订常仪功的内容，37其常仪功的基本内容如下： 

每日清晨，必躬扫祠堂、宅院。神、亲前各一揖，出告、反面同。经宿再拜，

旬日以后四拜，朔望、节令四拜。昏定、晨省，为亲取送溺器，捧盥、授巾、进

膳必亲必敬，应对、承使必柔声下气。此在蠡事恩祖父母仪也。归博无亲，去此

仪矣。写字、看书，随时闲忙，不使一刻暇逸，以负光阴。操存、省察、涵养、

克治，务相济如环。改过、迁善，欲刚而速，不片刻踌躇。处处箴铭，见之即拱

手起敬，如承师训。非衣冠端坐不看书，非农事不去礼衣。出外过墓则式，骑则

两手据鞍而拱，乘则凭箱而立。恶墓不式；过祠则下，淫祠不下，不知者式之；

见所恻、所敬皆式。所恻如见瞽者、残疾、丧家齐衰之类，所敬如见耄耋及老而

劳力、城仓圮、河决、忠臣、孝子、节妇遗迹，圣贤人庐里类。非正勿言，非正

勿行，非正勿思；有过，即于圣位前自罚跪伏罪。38  

由上可知，颜元每日习行的常仪功内容极其繁琐，且不说心性涵养，仅只是

那套琐细的仪容规则就不是一般平民所能坚持的。即便是日常生活中的坐姿，他

也有极为严苛的规矩，“坐必直首端身，两足分踏地，不逾五寸，立不跛，股不

摇移，行折必中矩。”
39
颜元晚年“进修益刻厉不懈”，

40
倘若回勘日记发现有过

恶之处，还会以罚跪或责板等方式进行自我体罚，严苛得有些不近人情，颜李担

负圣道之艰苦淬砺于此可见一斑。 

三、修身之境 

不言而喻，颜元这套形式化的礼仪规则之下怀存的是弘道明德的坚毅信念，

他习礼时庄敬慎微的仪态显示了其中隐含的宗教意味，41即一种带有道德严格主

义倾向的敬畏心态，这种道德严格主义的根源当然出自对儒家道统的的崇信戒

慎，亦体现出天神、天命的一种宗教情怀。据《颜习斋先生年谱》记载，颜元习

礼不容有稍许怠慢，时时提撕警醒，希图视、听、言、动的每一细节都合乎礼尤

                                                   
37

 颜元五十五岁时所订常仪功内容更加繁富，包括各种祭祀的时节、家礼、学仪等均有具

体的规定，详情参见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己巳（一六八九）五十五岁条，《颜元

集》，762-763。 
38 颜元：《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常仪功第一》，《颜元集》，第 621 页。 
39

 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甲申(一七○四)七十岁条，《颜元集》，第 794 页。 
40

 王源：《颜习斋先生年谱》，《颜习斋先生传》，《颜元集》，第 705 页。 
41

 笔者认为，颜元并未刻意将儒学宗教化，虽然他习礼的态度带有相当的宗教意味。关于

儒学宗教化的论证，详参黄进兴：《作为宗教的儒教：一个比较宗教的初步探讨》，香港《亚

洲研究》（23）1997 年，第 184-2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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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古礼，“一日习恭，忽闭目，自警曰：‘此昏惰之乘也，不恭孰甚！’”
42
笔

者认为颜元习礼如此小心懔然是出于对宗教化的“天”、“神”的敬惧，他曾说

过：“儒者，何敢不敬神也。”43并且深信“大有功德，天神必加福祉。”44由此

可知，颜元恭谨行礼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相信天神的存在，所以惟恐言行

稍不合礼而遭天谴，而且他经常谈及神，譬如： 

行必习恭，步步规矩，如神临之。45 

近与刚主（李塨）拈出‘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二句作自检自勖工程。46 

他在斋戒时会悬斋戒牌于门外，上云： 

今日交神，不会客，不主医方，亲友赐访，请暂回，或榻他所，祭毕领教。

47 

颜元习礼尤为重视祭礼，他敬事“天”、“神”便是通过一系列沟通人神的

祭祀行为，比如祭拜门神、户神、井身、灶神、中溜神。48《寻父神应记》记载

了他赴辽东寻父期间祷祭家祠、关侯祠、东岳庙、城隍庙的经历以及“神明托梦”、

“父魂显灵”等神应事件。49当然，祭祀中求得人神相通并非易事，所以祭祀必

须保持内心纯正，慎之又慎，故“谓祭神感格之难也，非纯心聚精，不能萃神之

涣；致飨之难也，非明德蠲洁，不足邀神之歆。故事莫大于祭，道莫精于齐，孔

子大圣，亦不得不慎也。”50那么祭祀的适恰与否就显得相当重要，祭祀过程的

所有细节，譬如时间、场所、祭祀者的身份要求等等都必须合乎儒家古礼的规制，

否则即为“妄祀”，51此处以王法乾与颜元论食祭的一段对话为例说明祭祀过程

的严密： 

王法乾谓先生曰：“凡食，祭先代造食之人，敌客，客先自祭；降等之客，

主人先祭导客，客从之。臣侍君食，则君祭而己不祭，若君以客礼待之，命之祭，

                                                   
42

 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庚辰(一七○○)六十六岁条，《颜元集》，第 786页。 
43

 颜元：《颜习斋先生辟异录》卷下，《辟妄祀异》，《颜元集》，第 610 页。 
44

 颜元：《存人编》卷一，《唤迷途•第三唤》，《颜元集》，第 130 页。 
45

 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辛酉(一六八一)四十七岁条，《颜元集》，第 754 页。 
46

 颜元：《四书正误》卷六，《孟子下•离娄》，《颜元集》，第 234 页。 
47

 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辛酉(一六八一)四十七岁条，《颜元集》，第 754 页。 
48

 参见《习斋记余》卷十，《颜元集》，第 578-582 页。 
49

 颜元：《习斋记余》卷二，《寻父神应记》，《颜元集》，第 417-421 页。 
50

 颜元：《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王次亭第十二》，《颜元集》，第 666 页。 
51

 颜元对“妄祀”持否定态度，认为“妄祀无福，且多得祸。”见《颜习斋先生辟异录》卷

下，《辟妄祀异》，《颜元集》，第 6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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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祭。大兄凡食自祭，非礼也。”先生曰：“此礼久废，故吾独行以为人倡，承

教，敢不如礼。”52 

对颜元来说，习祭礼作为修身进境的途径，其意义不只是与神明相通，更是

对儒家正统之道的维系与承扬。吕妙芬指出颜元对儒教家礼的谨守，除了有信仰

层次上直接关乎人神相交、祭享人鬼的灵界意义外，也因着他严明的正统／异端、

真理／邪妄之辨，家礼无疑是儒教正统与天道真理的重要表征，紧密地关系着人

心风俗之正与儒者的社会责任。《存人编》与《颜习斋先生辟异录》记载有颜元

辟佛、劝佛的大量言行， 譬如他说：“君子行合神明，自当上升为圣，为贤，为

神。彼灭伦败类不作生理之佛、之僧，生时已背叛人纪，脱离人群，不可以为人

矣，死后其可对冥府之神乎？不知神之所钦重福利者，其在忠君孝亲者乎，其在

无父无君者乎？且不忠之臣，但愧忠臣耳；不孝之子，但愧孝子耳。”53这里，颜

元试图以“神”的力量警醒佛僧，使其还归儒门正道，“神”在他那里除了宗教

意味的虔诚敬畏之外，还是他靖除异端、端正世道人心的手段。 

在颜元的修身过程中，出现过几次与天地共鸣的修身经历。颜元三十多岁时

曾有一次感通天地的心身体验，几至身心一如、与天地通的精神境界，并作《柳

下坐记》描述其时状态，曰： 

独至柳下铺褐坐息。仰目青天，和风泠然，白云散聚，遂朗吟“云澹风轻”

之句，不觉心泰神逸。覆空载厚，若天地与我外更无一物事。微闭眸视之，浓叶

蔽日，如绿罗裹宝珠，光耀在隐露间，苍蝇绕飞，闻其声不见其形，如跻虞廷，

听九韶奏也。胸中不觉空焉洞焉，怡焉畅焉，莫可状喻。孔子曲肱疏水，颜渊箪

瓢陋巷，当日不知作何心景，自谓今日或庶几矣。54 

在其晚年的道德修养历程中，颜元身心修习进境更高，有关他修身境界的描

述分别见于五十七岁和六十六岁： 

时时习恭，心神清坦，四体精健。时疫气流行，兼之斧资不给，而先生浩歌

自得，绝不动心。55 

六月二日，觉天清地宁，风和气爽，身舒心泰，诚如象山所云 “欲与天地

不相似不得”者。倘如是以死，子张所称“君子曰终”，其庶乎！ 思昔年工程，

                                                   
52

 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甲寅(一六七四)四十岁条，《颜元集》，第 741-742 页。 
53

 颜元：《存人编》卷二，《唤迷途•第四唤》，《颜元集》，第 139 页。 
54

 颜元：《习斋记余》卷二，《柳下坐记》，《颜元集》，第 421-422 页。 
55

 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辛未(一六九一)五十七岁条，《颜元集》，第 7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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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敬中检昏惰，近日昏惰中检静敬。
56
 

 总的来看，儒家的修身方式不外乎“体道”、“存心尽性”、“习礼”、“改过

迁善”等表现方式，但是不论何种修身方式，其实质都是在以“身体”来解释和

体知先王之道，修身就是儒者以身体道、以身践道的践履过程，所谓的修身境界

就是儒者与道合一、与天地通的妙境。晚年的颜元谈及修身必称“身心一致加功”，

57存养亦是身心俱得，他对于修身境界的看待更多地是从身心一如的角度出发，

涤除了不切实际的玄虚想象，展现出来的是身心康泰之貌，何其幸哉！ 

在现代工业文明社会里，社会整体普遍追求物质生活与科技发展，却忽视了

人的精神世界与道德意识的建构，涌现出社会精神层面的道德危机。同样，人们

对于自然界的疏忽和破坏亦导致生态环境危机。清儒颜元有关自我道德省思、身

心修养的思考启示我们正确看待自我内心、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现代社会个

体道德圆融与生态治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56

 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庚辰(一七○○)六十六岁条，《颜元集》，第 786 页。 
57

 颜元：《存学编》卷四，《性理评》，《颜元集》，第 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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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的实心实学与近代的暴走》 

魏义霞 

谭嗣同具有浓郁的实学情结，研究他的实心实学对于拯救近代的暴走具有重要意义。以

“北游访学”为契机，谭嗣同的思想发生巨大转变，以至于他自己评价为“前后判若两人”。

尽管如此，谭嗣同对实学的痴迷并没有变，变化的只是之前推崇格物之实学，之后推崇实心

实学。由格物之实学转向实心实学的谭嗣同断言“惟一心是实”，并沿着实心实学的逻辑揭露

了科学技术对人的异化，进而提出了拯救之方。具体地说，他将“惟一心是实”之心划分为

两种：一种是机心，一种是愿心。在此基础上，谭嗣同一面指出机心是导致人之异化的罪魁

祸首,一面将愿心奉为化解危机的灵丹妙药。这就是说，心既是造成苦难的根源，也是解除苦

难的良药。一方面，由于机心的存在，人与人妄生分别，导致君与臣、官与民、人与我之间

层层累级，由此演绎出森严的宗法等级以及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另一方面，以愿心化解机

心，消除人我、彼此，就可以共建人类理想的大同乐园。 

一、哲学转变与实学情结 

对于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学术界通常有前后期之分。谭嗣同本人也声称，自己三十岁之

时思想发生转变，这一转变如此之大，以至于“前后判若两人”。学术界对于谭嗣同哲学思想

的前后期之分与他本人所说的三十之变，尽管具体说法略有差异①，实质都指向 1895 年甲午

海战的失败。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份，对于中国思想界的震撼不亚于 1840年的鸦片战争。

正是在这一年，康有为发动在京举子“公车上书”；也正是在这一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

连续发表《原强》、《论世变之亟》、《辟韩》和《救亡决论》等一系列时政论文，走向了思想

启蒙的前台，“救亡”一词正式出现。对于中国人的觉醒，梁启超的说法得到普遍认同。他

在《戊戌政变记》中将 1895年（“甲午战败”）说成是中国人觉醒的真正开端，发出了如下

感叹：“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②谭嗣同思想的

的递嬗历程印证了这一点。 

中国在甲午海战中的惨败极大地刺激了谭嗣同，促使他痛定思痛，由此图谋新的救亡之

路，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也随之大变。谭嗣同曾经这样描述自己对于甲午战败深入骨髓的剧

痛和化悲痛为力量的蜕变过程：“经此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当馈而忘食，既

寝而累兴，绕屋彷徨，未知所出。既忧性分中之民物，复念灾患来于切肤。虽躁心久定，而

幽怀转结。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远验之故籍，近咨之深识之士。不敢专己而

非人，不敢讳短而疾长，不敢徇一孔之见而封于旧说，不敢不舍己从人取于人以为善。设身

处境，机牙百出。因有见于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不恤首发大

难，书此尽变西法之策，……而变法又适所以复古。”③ 

事实上，正是在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直接刺激下，谭嗣同意识到救亡事业和启蒙

措施之所以一再受挫，是因为自己从前的哲学理念和救亡路线是错误的。他将之概括为“两

虚”，即“所愿皆虚”，“所学皆虚”。其中，“所愿皆虚”，是指从前的愿望和救亡路线是虚妄

的，不切实际；“所学皆虚”，是指自己之所以会“所愿皆虚”——尽管胸怀报国之志，到头来

却一事无成，根源在于从前的想法无补于现实。对此，谭嗣同这样写道：“京居既久，始知所

愿皆虚，一无可冀。慨念横目，徒具深悲，平日所学，至此竟茫无可倚。夫道不行而怨人者，

道之不至者也；道必倚人而行者，亦自必穷之势也。因自省悟，所愿皆虚者，实所学皆虚也。”

                                                   

①学术界大都以 1896 年开始的“北游访学”为界，而不是像谭嗣同那样以自己的三十岁即 1895 年为界。 

②《戊戌政变记》，《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81 页。 

③《兴算学议》，《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1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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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是他对自己的反思，也是对从前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彻头彻尾的颠覆。 

进而言之，由于认为自己从前的思想观念错误，所学非所用，谭嗣同开始放弃旧学而寻

找新学，为救亡图存、变法维新谋求他计成为他此时最迫切的愿望和此后奋斗至死的目标。

带着这种目的，谭嗣同于 1896年春开始从湖南老家沿长江顺流而下，先到了湖北、上海、南

京和苏州，之后又到了天津、北京等地。这便是著名的“北游访学”，这次访学给谭嗣同思想

的转变以决定性影响。 

在“北游访学”的过程中，谭嗣同看到的都是哀鸿遍野，生民涂炭。由于各种天灾人祸

引发的人间悲剧时时刺痛着谭嗣同的神经，面对各地民不聊生的景象，他一次又一次地发愿

拯救之。寻找“度一切苦恼众生”之方成为“北游访学”的主题和动力。谭嗣同在描述当时

的情形时这样写道：“去年底到鄂，意中忽忽如有所失；旋当北去，转复悲凉。然念天下可悲

者大矣，此行何足论？且安知不为益乎？遂发一宏愿：愿遍见世间硕德多闻之士，虚心受教，

挹取彼以自鉴观；又愿多见多闻世间种种异人异事异物，以自鉴观。……到天津，……及出

郭，见上年被水灾之难民，栖止堤上，支席为屋，卑至尺余，长阔如身，望之如柜。鹄面鸠

形，无虑数千，……见难民作种种状，悚然忆及去年家乡之灾，……遂复发大心：誓拯同类，

极于力所可至。”② 

稍加留意即可发现，谭嗣同所发宏愿除了救生民于水火，还包括“愿遍见世间硕德多闻

之士，虚心受教”，“又愿多见多闻世间种种异人异事异物”；并且，二者之间具有内在联系，

前一宏愿的达成仰仗后者“以自鉴观”。正因为如此，通过“北游访学”，在了解各地的实际

情况和官场内幕的同时，谭嗣同拜访、会晤了宗教界、知识界等各界人士，接触、熟悉了五

花八门的各色学说。在他所拜访的西方传教士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当属英国传教士傅兰雅

（John  Fryer，1839-1928）。通过在上海多次拜访傅兰雅，谭嗣同了解并接受了耶教（基督

教）的一些基本教义。此外，傅兰雅向谭嗣同展示了西方先进的科学仪器，并让他了解了西

方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彻底改变了谭嗣同对西学的看法。谭嗣同日后回忆说：“于傅兰雅座

见万年前之僵石，有植物、动物痕迹存其中，大要与今异。天地以日新，生物无一瞬不新也。

今日之神奇，明日即已腐臭，奈何自以为有得，而不思猛进乎？由是访学之念益急。又见算

器，人不须解算，但明用法，即愚夫妇，可一朝而知算，局稽繁隐，无不立得。器中自有数

目现出示人，百试不差；兼能自将数目印成一张清单送出。此虽至奇，然犹有数可计，推测

而致者也。又见照像一纸，系新法用电气照成，能见人肝胆、肺肠、筋络、骨血，朗朗如琉

璃，如穿空，兼能照其状上纸；又能隔厚木或薄金类照人如不隔等。此后医学必大进！”③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谭嗣同再一次到上海拜见傅兰雅时，尽管正赶上傅兰雅回国而未见

到傅兰雅本人，却从傅兰雅处获得了对谭嗣同后期哲学以重要影响的《治心免病法》（Ideal 

Suggestion  Throught  Mental  Photography）一书。此书于 1893 年出版，作者乌特亨利

（Henry  Wood，1834-1908）是美国职业心理精神病医生，傅兰雅的汉译本由上海格致书室

1896年刊行。谭嗣同 1896年在上海从傅兰雅处最早见到此书时，感到“奇喜”，以为找到了

新的出路，不禁盛赞。在写给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谭嗣同多次提到《治心免病法》，从

中可见他对此书的折服和此书对他的影响： 

西人之学，殆不止于此。且其政事如此之明且理，人心风俗如此之齐一，其中亦必有

故焉，而未得察也。遍访天主、耶稣之教士与教书，伏读明辨，终无所得，亦滋疑惑。

                                                   

①《上欧阳中鹄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459-460 页。 

②《上欧阳中鹄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458-459 页。 

③《上欧阳中鹄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4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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殆后得《治心免病法》一书，始窥见其大原。今之教士与教书，悉失其真意焉。① 

重经上海，访傅兰雅，欲与讲明此理，适值其回国，惟获其所译《治心免病法》一卷，

读之不觉奇喜。以为今之乱为开辟未有，则乱后之治亦必为开辟未有，可于此书卜之也。

此书在美国已非甚新，近年宜更有长进。然已入佛家之小乘法，于吾儒诚之一字，亦甚

能见到。由此长进不已，至万万年，大约一切众生无不成佛者。学者何可不力争上流，

而甘让人诞先登岸耶？……此书所言感应之理，皆由格致得来，是即化电之根原。各国

苟能讲心学，一切杀人之具自皆弃置勿复道。此是必有之事，可为众生豫贺。然必由格

致、政务入手，方不杂于曼秋太史专精诚之说，故曰：下学而上达也。持此以读《六经》，

往往可得神解，独惜《易》学尚未昌明耳。《易》冒天下之道，大约各教之精微诞谬，《易》

皆足以括之，故曰至赜而不可恶。其精微处，船山《易传》多已发明；惟诞谬处，尚待

旁通耳。今仅购《治心免病法》呈览。其所用字样，各就本教立名，于大义无涉，读者

可随意改之，初无伤也。② 

在这里，谭嗣同一面惊叹西学的发达，一面肯定《治心免病法》可“窥其大原”。在他的

视界中，该书集西方的格致之学、宗教学和心学于一身。在格致之学方面，“此书所言感应之

理，皆由格致得来，是即化电之根原”。同时，谭嗣同认定《治心免病法》与佛学、中学相合，

不仅“已入佛家之小乘法”，而且与儒家所讲的诚相印证。因此，以此书解读六经，可以独辟

蹊径。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他以为找到了“以心挽劫”，消弭战乱的法宝——“各国苟能讲心

学，一切杀人之具自皆弃置勿复道”。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谭嗣同对《治心免病法》如获至宝，

此书也由此毫无悬念地出现在《仁学》之中。他写道：“心力不能骤增，则莫若开一讲求心之

学派，专治佛家所谓愿力，英士乌特亨立所谓治心免病法。合众人之心力为之，亦勿虑学派

之难开也。各教教主，皆自匹夫一意孤行而创之者也。”③ 

傅兰雅翻译的《光学浅说》完成于 1890年，以太一词随之传入中国。就是在傅兰雅那里，

谭嗣同第一次从《光学浅说》中了解到以太说，并由以太产生丰富联想。他将以太传播声、

光、热、电的媒介作用与中国古代哲学所讲的仁的相互感通相提并论，并借此创建了仁学。 

“北游访学”使谭嗣同既开阔了眼界，又增长了知识。正是在“北游访学”所见所闻的

各种学说的综合作用下，他的哲学理念和政治主张发生骤变。1896年春开始“北游访学”的

谭嗣同在同年秋写给欧阳中鹄的信——《上欧阳中鹄十》（又称《北游访学记》）中，详细讲述

了自己思想的演变过程。他在信中披露：“自此猛悟，所学皆虚，了无实际，惟一心是实。心

之力量虽天地不能比拟，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嗣同既

                                                   

①《上欧阳中鹄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459 页。 

②《上欧阳中鹄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461 页。 

③《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3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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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心源，便欲以心度一切苦恼众生，以心挽劫者，不惟发愿救本国，并彼极强盛之西国与夫

含生之类，一切皆度之。”
①
可见，面对甲午海战的巨创，经历一番徘徊、抉择之后，在“一

无可冀”的现实面前，谭嗣同最后找到的出路是“以心度一切苦恼众生”。与宗教的救世情结

一脉相承，他的宏愿是不仅拯救内忧外患的中国，而且拯救包括西方列强在内的一切“含生

之类”。这既流露出宗教家的世界主义意趣，又催发了他有关全球规划的大同思想。具体地说，

谭嗣同将普度众生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心，先是宣布自己“所愿皆虚”、“所学皆虚”，接着断言

“惟一心是实”。至此，他在哲学上由“北游访学”前的气学而转向了心学。正是由于对人的

主观精神力量顶礼膜拜，谭嗣同对心寄予厚望，试图凭借心去改造世界，拯救由近代暴走而

异化的人与人以及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对于这套主张和纲领，他本人称之为“欲以心度一

切苦恼众生，以心挽劫”。《仁学》就是“以心度一切苦恼众生”的尝试，也标志着谭嗣同哲

学向实心实学转变的最终完成。 

二、由物之实转向实心实学 

“以心度一切苦恼众生”，也就是“以心挽劫”。谭嗣同确立“以心挽劫”的思想路线和

行动纲领而转向实心实学，具有诸多深层原因：第一，近代是人心思变的时代，人之主体性

和主观精神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身处这样一个火热的斗争时代，发愿救生民于水火的谭嗣

同不可能对心之力量的发挥无动于衷。这一切转为哲学的表达，便是他对心之力量的极力夸

大和过分彰显。这成为心学之滥觞。于是，谭嗣同声称：“人为至灵，岂有人所做不到之事？

何况其为圣人？因念人所以灵者，以心也。人力或做不到，心当无有做不到者。……当函丈

焚香告天时，一心之力量早已传于空气，使质点大震荡，而入乎众人之脑气筋，虽多端阻挠，

而终不能不皈依于座下，此即鬼神之情状与诚之实际也。……即如射不能入石，此一定之理。

理者何？即天也。然而至诚所感，可使饮羽。是理为心所致，亦即天为心所致矣。大约人为

至奇之物，直不可以常理论。古人言冬起雷，夏造冰，以为必无之事；今西人则优为之。再

阅万万年，所谓格致之学，真不知若何神奇矣。然不论神奇到何地步，总是心为之。若能了

得心之本原，当下即可做出万万年后之神奇，较彼格致家惟知依理以求，节节而为之，费无

穷岁月始得者，利钝何止霄壤？傅兰雅精于格致者也，近于格致亦少有微词，以其不能直见

心之本原也。……心不公，则道力不进也。佛说出三界，三界又何能出？亦言其识与度而已。

故凡欲为教主者，不可自说我是某国人，当自命为天人，俯视万国皆其国，皆其民也。立一

法不惟利于本国，必无伤于各国，皆使有利；创一教不惟可行于本国，必合万国之公理，使

贤愚皆可授法。以此居心，始可言仁，言恕，言诚，言絜矩，言参天地、赞化育，以之感一

二人，而一二人化，则以感天下，而劫运可挽也。”②第二，脑科学、心理学等新兴学科方兴

未艾，对神经（即谭嗣同所说的“脑气”或“脑气筋”）、意识的研究使人类第一次领略到了

人之精神、心理的神奇神妙，不可思议；加之牛顿力学的影响，谭嗣同对心、心力的威力萌

发了诸多畅想。这些都坚定了他的心学意趣，也成为他转向实心实学的主要动机和原因。第

三，佛教之“一多相容”、“三界唯心”使谭嗣同心识互证，佛教之心、识尤其是慈悲之心为

他找到了“以心挽劫”的具体出路——以慈悲之心化解“机心”。对此，谭嗣同不禁一次又一

次地宣布： 

“达则兼善天下”，不知穷亦能兼善天下。……盖天下人之脑气筋皆相连者也。此发一

善念，彼必有应之者，如寄电信然，万里无阻也。即先圣先贤，死而不亡。生人之善气，

                                                   

①《上欧阳中鹄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460 页。 

②《上欧阳中鹄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460-4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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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易感动，则冥冥中亦能挽回气数，此断断无可疑者，特患人不专精耳。……所以第一

当知人是永不死之物。所谓死者，躯壳变化耳；性灵无可死也。且躯壳之质料，亦分毫

不失。西人以蜡烛譬之，既焚完后，若以化学法收其被焚之炭气、养气与蜡泪、蜡煤等，

仍与原蜡烛等重，毫无损失，何况人为至灵乎？此理不深，愚夫妇亦能解。愚夫妇能常

念此，则知生前之声色、货利诸适意事，一无可恋，而转思得死后之永乐，尤畏死后之

永苦，于是皆易相勉于善。吴雁舟曰：“西人虽日日研求枪炮，一切杀人之具，而其心却时

时愿諟天之明命。”故其政俗几乎开五大洲太平之局；亦彼教灵魂之说足以竦动其心，遂亹

亹于善也。今察其乐，和平中正，迥非中国梆子、二黄噍杀之音，其得力自有在矣。至

于生前欲为功于天下，尤易见效。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至诚之道，不可诬也。

① 

大劫将至矣，亦人心制造而成也。西人以在外之机器制造货物，中国以在心之机器

制造大劫。……无术以救之，亦惟以心救之。缘劫既由心造，亦可以心解之也。见一用

机之人，先平去自己机心，重发一慈悲之念，自能不觉人之有机，而人之机为我所忘，

亦必能自忘。无召之者自不来也。此可试之一人数人而立效。使道力骤增万万倍，则天

下之机皆可泯也。道力不能骤增，则莫如开一学派，合同志以讲明心学。心之用莫良于

慈悲；慈悲者，尤化机心之妙药。……又况以天地民物为量，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之大

慈悲乎？亦勿虑学派之难开也，患道力不足耳。各教教主，皆自匹夫一意孤行而创之者

也。即天津在理教最新而又最小，然从之者几遍直隶；其教主力量，亦自可观。② 

第四，基督教（谭嗣同称之为耶教）的基本教义与天堂地狱、灵魂不死等让谭嗣同看到

了宗教的威慑力量，试图凭借宗教笼络人心、教化万民，并由此坚信精神的永恒。事实上，

他所推崇的慈悲之心在他看来与灵魂一样是各种宗教的基本教义，而并非专门的佛学术语。

对此，谭嗣同断言：“然不论何教，皆有相同之公理二：一曰慈悲，吾儒所谓‘仁’也。一曰

灵魂，《易》所谓‘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也。言慈悲而不言灵魂，止能教贤智而无以化愚顽；

言灵魂而不极其诞谬，又不足以化异域之愚顽。吾儒鄙外教之诞谬，外教亦不喜吾儒之无其

                                                   

①《上欧阳中鹄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461-462 页。 

②《上欧阳中鹄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466-467 页。 



93 
 

诞谬，二者必无相从之势也。惟佛教精微者极精微，诞谬者极诞谬。佛之精微，实与吾儒无

异。偶观佛书，见其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往往与船山之学宗旨密合，知必得力于此。若

夫诸儒所辟之佛，乃佛家末流之失，非其真也。……缘不论何教之精微及诞谬不可究诘，佛

书皆已言之，而包扫之也。尤奇者，致格家恃器数求得诸理，如行星皆为地球，某星以若干

日为一岁，及微尘世界，及一滴水有微虫万计等，佛书皆已言之。”①这表明，慈悲与仁异名

而同实，是各种宗教的共同教义；只不过在各种宗教中，谭嗣同首推佛教而已。因此，他设

想：“故言佛教，则地球之教可以合而为一。”②谭嗣同寄予厚望的慈悲、仁以佛教为主而非佛

教所专有，是佛教、孔教和耶教的共同教义。第五，西方的坚船利炮让中国人羡慕不已，也

促生了中国近代的自然科学热。力、电、脑、以太等自然科学知识为谭嗣同的心学论证提供

了自然科学方面的支持，以太甚至成为谭嗣同之仁的代名词。 

“以心挽劫”表明，谭嗣同的哲学思想以“北游访学”为分水岭，前后之间变化巨大，

以至从一个哲学阵营跳到了另一个阵营。谭嗣同对自己的总结不仅印证了这一判断，而且道

出了其中的原因。谭嗣同在写给自己的“刎颈之交”——唐才常的信中说：“三十以前旧学凡六

种，……三十以后，新学灑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

嗣同学术更大变，境能生心，心实造境。”③从哲学上看，谭嗣同前后期思想的属于两个不同

的阵营：早期主张元气是世界万物的本原，推崇王充、张载和王夫之等人的气学思想，属于

唯物论；后期宣布仁是天地万物的本原，推崇佛学和庄子的思想，建构了杂糅佛学、中学与

西学的仁学体系，属于唯心论。换言之，谭嗣同早期的哲学是气学，后期的哲学是心学。谭

嗣同以“北游访学”为契机和标志的哲学嬗变从本质上说是由气学向心学的转变。 

 “不敢专己而非人”，“书此尽变西法之策”是谭嗣同在甲午海战失败后痛定思痛的心

得，也预示着他经过转变的哲学建构和心理意趣摈弃了固守中学之念，转向接纳西学，笃信

佛学。此时，谭嗣同将希望寄托于平等、自主和民权，并由此对三纲展开批判。他对平等、

自主的论证和对三纲的批判所运用的理论武器是佛学、庄子以及被他说成是庄子后学的明清

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思想，同时包括对西方民主思想的向往和借鉴。

在哲学上，谭嗣同宣布仁是世界万物的本原，尽管他所讲的仁是慈悲，仁学以佛学为主要来

源，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仁学体系是借助以太、电、力、元素、脑科学等名目繁多的西方

自然科学成果完成论证的。谭嗣同断言：“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④这意味着

他所推崇的仁就是心，正由于心仁互证，《仁学》才能达到“以心度一切苦恼众生”的目的。

谭嗣同所讲的心主要指佛学的慈悲之心，这与仁学的佛学主旨相映成趣。与此同时，西学在

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除了力与心并提，推崇心力，电与脑相混，借助电解释脑以及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论证意识的精微神妙之外，还有宗教学和心理学知识——前者表现为对基督教

的“爱人如己”、灵魂不死、天堂地狱等教义的吸收和教阶制度的借鉴，后者的集中表现则是

对乌特亨利的《治心免病法》的发挥以及对人的各种心理、意识现象的分析。经过如此诠释，

谭嗣同得出结论：“夫心力最大者，无不可为。”
⑤
 

谭嗣同一面极力夸大心之力量，一面宣称“惟一心是实”。这使他的实心实学在中国近代

最富有代表性。 

一方面，近代哲学家从严复到孙中山、章炳麟都经历了从早期的唯物论到后期的主观唯

心论的哲学嬗变，这使心学成为中国近代哲学的主流和归宿。在这方面，以善变著称于世的

梁启超始终如一地恪守心学，尽管没有由物学到心学的转变，哲学以心学为主流和归宿则是

                                                   

①《上欧阳中鹄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464-465 页。 

②《上欧阳中鹄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465 页。 

③《与唐绂丞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259 页。 

④《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292 页。 

⑤《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3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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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争的事实。就谭嗣同的哲学而言，经历了由物论到心论的嬗变轨迹，呈现出近代哲学的一

般特征。中国古代哲学的重镇是以天命论、理学为代表的客观唯心论，此外则是元气论代表

的唯物论，心学并不发达，始终没有成为“显学”或主流。概而言之，古代心学可以分为三

种形态：第一，道家式的超越心学，以庄子为代表，注重个人的内心体验和顿悟，以此彰显

个体生命的价值。第二，儒家式的道德心学，以孟子、陆九渊和王守仁等人为代表，主要侧

重由“自存本心”的内圣开显出外王之道的修养工夫。第三，佛教式的宗教心学，在万法皆

空、“三界唯心”中凸显真如恒常。古代心学的三种形态相差悬殊，分别代表了追求个性自由、

道德完善与精神解脱的立言宗旨和人生目标，却共同指向了个人的超凡入圣、由俗向真或超

拔脱俗。与此不同，近代心学并非个人的超越之路、修养之方或解脱之道，而是改造社会的

理论武器。这决定了近代心学不可能像古代哲学那样侧重修养或解脱工夫，而是贯穿本体哲

学、认识哲学、人生哲学和价值哲学等诸多领域。作为近代心学的一部分，谭嗣同的心学也

不例外。 

另一方面，谭嗣同所讲的心学具有迥异于其他近代哲学家的独特意蕴和理论内涵，那就

是更侧重实心实学。就后期的仁学来说，他所推崇的心，名之曰仁。从这个意义上说，谭嗣

同与康有为一样奉仁为世界本原，两人一起建构了近代心学的仁学形态，也由此成为仁学派

的领军人物。所不同的是，谭嗣同在宣布“仁为天地万物之源”的前提下，强调“故唯心，

故唯识”。这使他的“惟一心是实”的实心实学以佛学为主体内容。以佛学为主体的仁学建构

既是谭嗣同实心实学的基本形态，也是他的心学有别于其他人的独特之处。正因为推崇佛学，

谭嗣同以慈悲之心化解机心，开出了以愿心化解近代暴走的哲学之路和拯救之方。 

三、以愿心化劫运 

谭嗣同之所以由气学转向实心实学，是为了以心之力量普度一切含生之类，拯救由于近

代的暴走而导致的人的存在的异化。有鉴于此，谭嗣同的实心实心对于化解人与人、人与万

物之间的紧张关系大有裨益。 

谭嗣同在“北游访学”中拜访了众多的宗教人士，接触到各种宗教思想。在佛学方面，

通过会晤北京的吴雁舟、夏曾佑和南京的杨文会等著名佛学家，他对佛学有了全新了解，并

由此而深受佛教影响。在耶教（基督教）方面，除了傅兰雅，谭嗣同“遍访天主、耶稣之教

士与教书”①。此外，他还对在理教兴趣盎然，以至为了了解其“底细”而不惜拜师探秘。对

于这些，谭嗣同不止一次地回忆说： 

此次在京，极力考求在理教，宛转觅得其书，乃刺取佛教、回教、耶稣教之浅者而为

之。然别有口传祕诀，誓不与外人说，仍无由求之；不得已至拜一师，始得其传，则亦

道家炼气口诀而已，非有他不善也。赖有灵魂、轮回、果报之说，愚夫妇辄易听从。② 

在京晤诸讲佛学者，如吴雁舟、如夏穗卿、如吴小村父子，与语辄有微契。又晤耶稣

教中人，宗旨亦甚相合。五大洲人，其心皆如一辙，此亦一奇也。于是重发大愿，昼夜

精持佛咒，不少间断：一愿老亲康健，家人平安；二愿师友平安；三知大劫将临，愿众

                                                   

①《上欧阳中鹄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459 页。 

②《上欧阳中鹄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4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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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咸免杀戮死亡。渐渐自能入定。能历一二点钟久始出定，目中亦渐渐如有所见。① 

也是在“北游访学”的过程中，谭嗣同结识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维新党人。由于谭嗣同

初次拜访康有为时，康有为不在，谭嗣同通过梁启超了解了康有为思想的大概；受此影响，

开始对大同思想津津乐道。总的说来，谭嗣同“北游访学”会晤的人士以宗教界居多，各种

宗教教义促成了他皈依佛教、借鉴耶教、重建孔教的救亡路线。这一切归结到哲学领域，便

是“以心度一切苦恼众生，以心挽劫”的心学。 

谭嗣同认为，中国的病症在于纲常人伦造成的不平等以及君与臣、臣与民之间的重重相

隔。这就是说，现实世界是苦难的，苦难的根源在于等级森严，等级的根源归根结底并不在

于社会制度而在于人的妄生分别。正是由于人的妄生分别，才有了人我、彼此之分，于是衍

生出人与人之间包括君臣、夫妇、父子在内的诸多不平等。大同，“致一”之谓；“致一”是

仁的基本内涵，也是通往大同社会的不二法门。“致一”的具体途径分两步走，旨在消除人妄

生出来的种种分别而致于同、致于一：第一，超越体魄，独任灵魂。有体魄便有亲疏，正因

为拘泥于体魄，人与人之间才有了亲疏之别，由此又衍生出种种对待和不平等。因此，为了

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和对待，必须泯灭亲疏之别；而为了彻底泯灭亲疏，就必须超越体魄，

独任灵魂——父与子的关系如此，所有人的关系概莫能外。基于这一思路，谭嗣同大声疾呼“超

越体魄之上而独任灵魂”。第二，断灭意识，“一尘不隔”。为了杜绝别亲疏必须超越体魄，若

想进入大同，超越体魄是必须的，同时也是不够的；在超越体魄、独任灵魂的同时，还必须

进一步断灭意识，以此消除人的思想、观念之别。人之所以会有人我、彼此之分，是因为有

名言之对待。只有破除名言之对待，才能破除由名言对待而带来的人我、彼此和是非等一切

对待。因此，他认定，破除名言对待是进入大同的关键，具体办法则是断灭意识，使人与人

之间“一尘不隔”。为了做到这一点，受美国心理学医生乌特亨利的启发，谭嗣同提出了改变

人之脑气筋②动法的主张。对此，他解释说：“原夫人我所以不通之故，脑气之动法各异也，……

今求通之，必断意识；欲断意识，必自改其脑气之动法。外绝牵引，内归易简，简之又简，

以至于无，斯意识断矣。意识断，则我相除；我相除，则异同泯；异同泯，则平等出；至于

平等，则洞澈彼此，一尘不隔，为通人我之极致矣。……此其断意识之妙术，脑气所由不妄

动。”③可见，谭嗣同提议通过切除人的神经，断灭人的意识来统一人的思想观念，幻想在断

灭意识之后，人与人之间不再有观念上的差异，便可以达到“洞澈彼此，一尘不隔”的状态。

“洞澈彼此，一尘不隔”是“通人我”的极致，也是他理解的大同状态。正因为如此，谭嗣

同将断灭意识，“一尘不隔”说成是进入大同的必经之路。 

 

                                                   

①《上欧阳中鹄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461 页。 

②谭嗣同有时又称之为“脑气”，英文写作 nerve，现在通常译为神经。 

③《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364—3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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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学报》、实学教育与近代中国政教变革的思想基础 

袁晓晶
 

（上海大学 社科学部） 

 

摘  要：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实学报》创办，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癸卯学制”

颁布，在晚清政教变革的过程中，实学之风日渐兴盛。《实学报序》以“欧罗巴学上窥九流

者”为据，将西学与先秦学术之精神视为一元，建立了近代以来政教变革过程中，重实用轻

思辨的思想基础。从《实学报》对西方报纸、学术的译介到“癸卯学制”制定出“中西并重”

的学科体系，近代中国求实务真的学术精神逐渐渗透至社会的普遍教化之中。首先，由《实

学报》所倡导的实学研究，改变了传统政教体系中，追求道体的理学精神。其次，对“器”、

“术”重视的不断提升，也改变了传统政教体系中，士大夫的求学理路和传道思想，进而对

社会普遍之风俗气象产生了影响。最后，肇始于《实学报》的西学传播，所带有的强烈的功

利主义色彩，也改变了传统中国政教观念中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近

代中国政教变革过程中热衷功利的改革倾向，并由此为日后的政教分离埋下了思想的伏笔。 

 

关键词：《实学报》；实学教育；政教改革 

 

 

一、《实学报》对传统实学精神的继承与超越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实学报在沪上创刊，该报《序言》阐发实学之义，认为：

“空不足持世，惟实乃可以持世”“而况职志六籍，实事求是之学乎？”据此为依据，《实学

报》1作为晚清实学思想风潮的号角，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儒家的实学精神，另一方面又为晚

清实用主义思潮滥觞的源头之一。姜光辉认为，“《实学报》的创刊，标志‘实学’走到了它

的历史尽头。”2但梁启超则认为，“‘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

大反动，以‘复古’为其职志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又

“纵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3梁启

超将清代学术思潮视为“启蒙”时代，其特征又是从“复古”的格局中去寻得一个当时思想

                                                   
作者简介：袁晓晶（1984—），甘肃兰州人，哲学博士，上海大学社科学部（筹）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儒家哲学、近代儒学思想史。邮箱：panny.happy@163.com 

1 本文所引用《实学报》内容皆出于《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八十辑（影印版），台北：文海出版社有

限公司。为避免重复，引用只标明册数及页码，不再多作脚注。 

2 姜广辉：《“实学”考辨》，辑自汤一介编，《国故新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第 315 页。 

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 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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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的来源，并认为清代学术的衰落最终属于“四时之运，成功者退”的历史必然。出版十

四期的《实学报》，兼备了清代思潮“以复古为解放”的正统做法和翻书译报的革新举措，

以不求功名利禄的诚实态度，完成了传统实学的历史生命，并进而开启了现代学术实用主义

的价值追求。 

首先，《实学报》之主旨精神，坚持了以“名”论实，以“诚”达实的传统实学精神。

章太炎在发刊词中，对当时无论中西讲学的浮躁学风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并指出“是故能持

之有故，言之成理，犹愈于漂薄无所邸者，而况职志六籍实事求是者。”而实事求是之法，

又在于能够名实相符、诚论其事。所谓“则正负乱以施之中学，则名实乱，然则彼且以此涂

智者之耳目，而况中人乎？”又“吾党之士，或学矣而未达；或怏郁愤悱而未遂，则吾将与

之共蹈于实学之域。”无论中西之学，不求名实之关系，只靠着对于名词的一知半解和经典

的随意解读，便讲中西之学的特点，是当时学风浮躁、人心游离的最大弊端。所以，《实学

报》的出现，实际上最直接的目的是要解决这样一种现状。如果我们非要从中心之辨的角度

去理解它，则很可能会误解其创办的本身意义。因此，章太炎认为“以译书为鹄的，以译事

为乏相为裨辅，以成是报。”是《实学报》的板报总之。又因为“夫报章者，诚史官之支与

余裔也。”（《实学报叙》第一册）等种种议论，《实学报》的“实”其核心在于名，精神在于

诚。所以，《实学报》择选的译稿，事多而议简，凡议论之文章，又多持平论，而无太多激

进之说。可见此实学之基底立于踏实朴素之义。 

其次，《实学报》之朴素真诚，亦可在其议论文稿中得以发现。在《实学报》中所刊登

的议论文章，以《实学平议》（第一册）为首，仍是一种传统的中学底色。王仁俊在《实学

平议》中指出：“乖于政，乱于刑，毁于教，实学之不讲也，祸遂中于人心。彼必谓西法有

利无弊，抑亦知二五而不知十矣。”又因为素王孔子之学，乃是建诸于一切实物之上，即“必

以一物为原质，以不物於物为起点。……则维素王经制之学乎。”所以，真正讲求实学实际

上是要回到孔子之学的源头所在。中学之底色，即是孔子所创立的实学，或者说，真正的孔

学其精神在于实学，而非当时《时务报》所倡议的变法之学。 

但是，与王仁俊的《实学平议》不同，章太炎在《实学报》执笔期间，将实学精神的落

实，放置在了孟荀之别和儒墨之判上，为孔学的传承树立了另一条全然不同与康有为等人的

春秋变法之路。在《实学报》第二册《后圣》中，章太炎认为：  

 

浸寻二百年，以踵相接者，惟荀卿足以称是。……是故《礼论》以键五经，《正名》以

键《春秋》之隐义，其他王制之法，富强之论，议兵之略，得其枝叶，犹足以比成康归乎，

非后圣孰能不见素王而受其？翼铜瑁者乎，而治孟学者碁之，以论性恶为敌逑。呜呼！性恶

者，非同人性与禽豸也，而异人性非圣王之制礼，有善不粹，斯谓之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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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荀子能够以礼论、正名来树立礼制之规范，以王制、富强、议兵来讨论实际的政

治事务，皆是章太炎极为重视的“实学”之质。区别于当时谭嗣同等人的“排荀”思潮，章

太炎专敬荀学，其实就是要在一定程度上扭转维新派出于政治立场而发出的不经推敲的荀学

思想。维新派认为荀学最大的弊端在于维护了君主专制，又缺乏思想的开放性，但章太炎却

认为荀子最大的贡献在于“隆礼重法”，荀子思想中对于外在制度的重视程度，使其思想有

了现实的抓手和落脚，而非孟子心性哲学所能比拟。章太炎认为，“近古曰古，大古曰新。”

又因“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故荀子

所谓后王者，则素王是；所谓法后王者，则法《春秋》是。《春秋》作新法，而讥上变古易

常。”荀子之能够接续孔子之真意，皆在于荀子能以孔子为本，“从夏之忠”，而对于儒墨之

判，也是基于此。在《儒墨》一文中，章太炎认为，“钜子之传，至秦汉间而斩。非其道之

不逮申、韩、商、慎，惟不自为计，故距之百年而堕。”章太炎对荀子、墨学的推崇，不仅

是要以子学的进路来重塑孔子之学的实学精神，强调礼制的现实性和实践的真实性，同样，

他还通过与西学——斯宾塞思想的互证，来正名传统儒家，即在孔子那里，儒学之精神全然就

是实学的精神。 

章太炎的论述，一方面为《实学报》的实学精神寻找到了中学的内涵，另一方面，也恰

恰反映出了当时对于儒学之核心精神的争论。但无论如何，章太炎已经从明代的实学论述中

走了出来，他不仅确立了孔学的实学渊源，同样还通过对子学的推崇，撕开了西学进入中学

的缺口。 

最后，《实学报》因秉承着对孔学的实学精神的发扬，虽多有西方文明的介绍，但仍没

有摆脱“中体西用”的思维结构。在《浙抚廖中丞请专设书院兼课中西实学折》中，浙江巡

抚廖中丞书表“图治以培养人才为第一义，居今日而育才以讲求实学为第一义，而讲求实学

要必先正其志趣以精其术业，大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古今中外而不易者也。”这与当

时之“中体西用”的风潮不无密切之关联。但是，相较于将纲常圣教视为中体的实质而言，

《实学报》所重之体，更契合于王韬所言的“道”。王韬认为，“孔子圣之时也，......于三代

之典章制度，斟酌得中，惟求不悖于古，以宜乎今而已。”4《试办苏学会简明章程》“使通

省皆知实学……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 

因此，《实学报》以切近现实的关注点，从清代学术对理学的反动中另立门户，以一种

更为踏实方式来进行实学传播。换言之，“中西古今”的差异性，因着重考辨名实，尊重事

实的诚实态度，在《实学报》中始终处于隐而不彰的情景之下。虽然它所继承者，仍未能冲

破中体西用的思维格局，以及重视“制度沿革与执掌、实务与实政、音韵与训诂、 舆地之

学与社会政治、礼学与道德人心的维系、经学即理学、封建与郡县之辨、对明朝灭亡的反思、

                                                   
4 王韬:《变法(上)》，《弢园文新编》，上海:中西书局，2012 年，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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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与经世之学和经世文的编纂”5的实学内容，但却引起了一种关注实学以救国事，轻议

论重操作的实学风潮，联系其后所发生的学政改革，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晚清中国社会变革

的另一条道路——依“实”救国救学的实用主义路线。 

 

二、学政改革与实学教育的兴起 

在《实学报》依据“实学”救国救学的实用主义路线影响之下，《实学报》中多有辑录

有关实学教育的内容。如《又请添设武备学堂试辨情形片》中倡导，“武备学堂能否于各省

一律添设并著安筹”，提议建立武备学堂。 

又，《实学报》第三册中有记录“十中人入教，百中人入教，千万中人入教，即西国多

十人多百人多千万人，而中国少十人百人千万人。……而政治法律为富强之根本，一切工艺

之学，犹富强之末务。” 

又，《实学报》第四册中译日本报纸有两则，记录了日本开办新学校的消息。一则幼年

学校，一则普通师范、中学、医学、商业、高等女学校及高等寻常各小学校的开学。 

由此可见，建立新式教育，尤其是在新式教育体系中设立实学教育乃是《实学报》之实

践宗旨之一。这些思想，最终都反映在了晚清的学政改革之中。光绪二十九年（1904 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含《学务纲要》《大学堂章程》附《通儒院章程》

《高等学堂章程》《中等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初等小学堂章程》《蒙养院及家庭教

育法章程》《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实业教员讲习所章程》《高等农工商

实业学堂章程》附《实业补习普通学堂章程》及《艺徒学堂章程》《译学馆章程》《进士馆章

程》《各学堂管理通则》《实业学堂通则》《任用教员章程》《各学堂考试章程》《各学堂奖励

章程》共 20 件。6《奏定学堂章程》是在清廷学制改革的第一次尝试“壬寅学制”《钦定学

堂章程》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该章程的执行制定者，在原有的大臣张百熙和荣庆的基础上，

新加入了张之洞。作为洋务运动的中坚力量，张之洞已在湖北等地兴办了许多新式学堂，在

当时被称之为“当今通晓学务第一人”，他的加入，使得癸卯学制有了更为完备的制度设计；

且确立了“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和“以西学淪其智识，练其艺能”7的“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指导原则。癸卯学制自 1904 年颁布以来，一直延续到 1912 年国民政

府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凡此八年间，事变不绝，但《奏定学堂章程》却是在各种风

云之中，对于近代的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石之用，同时，也改变了传统儒家教化观念的发展曲

线。在《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后两年，1906 年清政府的学部分别呈请《奏陈教育宗旨折》，

                                                   
5 鱼宏亮:《知识与救世:明清之际经世之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 56 页。  

 

 

7 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管学大臣张、荣鄂督重订学堂章程折并片》，《大清新法令(1901-1911)》 第三

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83 页。  



100 
 

对癸卯学制的指导原则又作出了详尽的补充，基本上标志着一场以教育实业为基础的国学制

之形成，并对传统的中国学政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道器关系”的并重。建立实学教育，首先需要确立实学教育的价值地位。因此，

在学政改革期间，器的地位不断得到提升，最终超越了原有的道器关系，逐渐形成了“道器

并重”的一种结构。这种结构的形成，即是对中国传统教育理念的突破，更是对于世界教育

局势的一种认清，即“近日世界各国并处地球之上，必国力之平等，乃能并存；……欲国力

齐等，必教育齐等。欲教育齐等，则凡教育制度及各级科 目无不齐等，不得以意更其次序，

增损其学科。”8为达到“教育齐等”之目的，实学教育必须在新的学政之中得以体现。 

第二，实学与西学密不可分。新的《学务纲要》明确地规定了“器”——即实学的内容。

通过这些内容，可以发现中，实学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均是西方的质测之学。如，《初等

小学堂章程》规定，学生七岁入学，学制五年，每星期 学习西学的时间仅有一个小时，小

学一年级至四年级所学“格物”课程“讲乡土之动物、植物、矿物，凡关于日用所必需者，

使知其作用及名称”；至第五年“格物”课程“讲人身生理及卫生之大略”。9学生升至高等

小学后，西学的内容进入到“地理”科目中，讲授“外国地理之大要”。10  

又比如在《实业学堂设学要旨》中，开宗明义：“实业学堂所以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

为富国裕民之本计；其学专求实际，不尚空谈，行之最为无敝，而小试则有小效，大试则有

大效，尤可确实可凭。”11建立起“实业教员讲习所、 农业学堂、工业学堂、商业学堂、商

船学堂，其水产学堂属农业，艺徒学堂属工业。” 等各类实学教育机构。 

在这些实学教育中，不难发现，实学的主要内容以变为西学为主，这《实学报》期间，

讲求实学时注重中西并重的特色已大有不同。可以说，到学制改革期间，实学已几乎成为了

西学，而这一转变的发生，恰恰说明了在实学在晚清以来的发展，已不再是传统实学所能囊

括的内容的。在面对带有极强实用主义特色的西学冲击时，实学似乎也不得不接受了以实用

主义为底色的西方学术，并由此开始了走向了传统实学的最终时刻，迎来了以实用主义为普

遍精神的近代学术体系。 

 

三、结论：在古今中西之外的“实学”精神 

如果稍加留意，便会发现，从《实学报》开始就蕴含着一种超越了古今中西之争的“实

用”底色。《实学报》通过平时的议论，和对于西方报纸、政论及数学、地理等朴素的物质

知识的翻译，实际上为晚清至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关注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另一条思路，即

                                                   
8 罗振玉:《教育赘言八则》，《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年，第 159 页。 

9 《初等小学堂章程》，《大清新法令(1901-1911)》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218-235 页。 

10 《高等小学堂章程》，《大清新法令(1901-1911)》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204-217 页。 

11 《学务纲要》，《大清新法令(1901-1911)》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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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复古”或者“改制”的话语体系和政治立场，纯以学术的实用主义为落脚点，开始教

育与文化的改造。 

这一努力，在晚清的学政改革中，尤其是在对西方的引介和发展中，得到了非常充分的

体现。从实学教育的兴办开始，社会结构也得到了一定新的发展。唐才常在《孟子言三宝为

当今治国要务说》中指出，当今之治“创银行”、“修铁路”、“设民厂”等等，大力开放工商

业，才可达成人才崛起，国权可保之目的。王韬强调要使民“厚其生”“恒其业”，因此鼓励

民间兴起“自立公司”“制造机器”等等工商事业。张之洞在《呼吁修备储才折》中强调，

要速讲商务，“商务盛责交涉得手，国势自振”；又要讲求工政，“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

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因此，新的学政改革，导致了对原有社会结

构的新认识。“为士为农为工为商，……下足立身”的要求，改变了以往仅求成为“学而优

则仕”的“士”阶层的社会风气。实业学堂那种“意在使全国人民具有各种谋生之才智技艺，

以为富民富国之本”逐渐成为了新的社会结构得以产生的现实背景。 

所以说，从《实学报》到实学教育，尽管其表面看起来，仍囿限在“中体西用”的思维

结构之中，未能突破传统实学的思想。但就其发展及影响而言，却早已超出了“中体西用”

或“古今中西之争”的价值争论框架。兴办实学，并通过实学的兴办，新的农、工、商阶层

逐渐兴起，原有之“士”阶层也由学为君子走向学为“人才”。整个社会教育的风尚均开始

倾向于实用主义的立场。以富民富国之本，来强调四民之对于功的追求，是新学制中对西学

之“实用”的最基本贯彻。 

至此，我们可以大胆地假设，自晚清以来的实用主义风潮，实则是传统实学完成“历史

使命”被超越后的一种新的实学形态。在内容上，它开始有了西方学术的介入和影响，更重

视科学性和学科性；在价值底色上，它更重视实用主义，并与传统中国的实学不同，它在很

多时候尽量拉开自己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而直接落实于学术对社会、国民的改造之上，

这就使这一时期的实学看似是为富民富国为本，但却多了几分学术独立的色彩。这些趋向，

在近代之后的中国学术发展中，都起到了不小的影响作用，值得继续深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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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韩国实学活用情况的宏观考察 

李坰丘 

（翰林大学 翰林科学院） 

中文翻译：闫秋君（东北大学大学院） 

 

序论 

    本发表主要对以下两个问题进行探讨。第一，对实学及关联语义的宏观变化进行分析，

由此可以得知，目前在韩国已经常识化的“朝鲜后期实学（者）”的形象只是暂时性的认识，

并且该认识目前仍在不断“变化中”。本发表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来考察该问题点。第二， 

关注“实”的概念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尤其对儒学语境下的传统实学概念产生动摇、新旧

概念互相竞争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活用情况进行考察。具体来说，在朝鲜时代的后期，

现实性变强的实学已经包含了实业、科学、近代学制等新的内容。而另一方面，儒学者则对

实学进行了保守的再定义从而应对该变化。到了近代以后，被赋予了新定义的实学通过对实

学者系谱化以及教科书的传播从而变为大家熟知的常识。那么活跃且持续的实学活用是韩国

特有的特征么？实学活用是对过去进行再解释的合适事例么？综合以上分析后，本发表将对

以上两点进行发问及思考。 

 

1、朝鲜时代的实学、多层次含义 

    朝鲜时代的文献中实学一词被频繁使用。其中对《朝鲜王朝实录》及《韩国文集丛刊》

中实学使用次数的检索结果如下： 

* 文集出自韩国古典翻译院 韩国古典综合 DB（2019年 8月~10月） 

实录在 15、16 世纪得到广泛使用，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存在着围绕政治策略的争论，也

就是关于明经科与制述科
1
的比重设定、成均馆的经学教育等问题的辩论。该时期的实学大

部分是作为“经学”，更具体的来说是作为“为应对科举而进行的以背诵为主的经学学习”

的用例而被使用。(李坰丘、2012)该语义就如同日常用语的定着一般被广泛认知。例如，

“人言讀實學。則不能作文。予殊怪其說。”
2
 该引用是当时宣祖在经筵

3
上提出的感慨。再

比如“半日学实学、半日学文章”之类的语句也反映出实学多半已经固定为该语义。但是，

经学的学习与科举考试却是互不相容的组合。例如，“我國科擧之法。惟取背誦音吐。其誦

有一處之差者落之。… 以是士之治經應擧者。只求口熟音吐而已。至於文理意味。全然不

                                                   
1 （译注）明经科，制述科：高丽王朝时期科举制度科目中的两科。明经科为儒教经典相关的考试，而制

述科为论述及政策相关的考试。 
2 柳希春《眉巖集》巻之十八“經筵日記 丙子”(1576) 
3 （译注）古代君王为讲论经史致道而特设的御前讲席。 

时期 14世纪 15世纪 16世纪 17世纪 18世纪 19世纪 20世纪 

实录  19 35 7 9 10 3 

文集 

4 4 34 72 203 168 122 

 7 0 14 42 80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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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故爲是者率多不識義理。不識文字。終於庸陋同然也。世稱不通於文理者。謂之實

學及第。”
4
 与以文章为中心的学问相比，实学被认同为实的学问，但由于实学又是应对科

举考试的学习，所以又是不实的学问。上文中的“實學及第”一词看似是认可实际上则是轻

蔑的表现。而 16世纪后期实学的新定义开始浮出水面。其中《韩国文集丛刊》中实学的用

例从 17世纪开始突增也反映了该现象。该时期的学问存在多样性，出现了与过去无关联的

纯粹儒学、君主之学的圣学、为变通而以时务为中心的学问等等。（预定将对《朝鲜王朝实

录》以及《韩国文集丛刊》的共通用语 co-occurring words 进行分析） 

 

2、18世纪的变化与近代的活用 

在探讨实学的近代概念变化之前，必须要对“实”的概念中的双重含义进行整理。“实”

本来就是相反且多重意思的复合体。第一，与真实・真理相关的意思，非可视・非感觉的抽

象属性。第二，与实际存在相关的意思，即现实・现在・感觉・宏观领域。当然这两种领域

并非完全相反的，现实有时会覆盖隐藏住真实，而真实有时也等同于现实，因此会存在多重

的含义。众所周知，实学主要作为相对于背离佛教的性理学、不同于词章的经学、或者是相

对于真正的儒学等学问的存在而被使用，这种情况下实学就接近于第一种意思。 

16世纪中叶以后，与第二种意思相近的用法开始浮出水面。以栗谷・李珥(1536-1584)

为代表的变通论者反对虚学的空疏，他们主张由于学问始于日常生活，所以必须要重视其实

质性的效果。当然，因为他们的关注焦点在于唤醒儒学本来的主旨、克服当时性理学的缺点，

所以他们也只是一味地在性理学思维体系下进行了问题提议。而到了 18世纪前叶，此类主

张则已成为不分学派的系统化理论。以下则是少论
5
 学者梁得中向英祖上书的内容。“大抵

居天位治天職食天祿。乃三皇五帝開物成務之實事。自與生民之利用厚生。同條而共貫。… 

伏願殿下惟以實事求是爲務。… 是知盈天地之間。只是一箇實理而已。理則實理。心則實

心。學則實學。事則實事。無一毫私僞參錯於其間。則實心淡然虛明。而實理潔靜精微矣。”
6
 如开物成务、利用厚生、实事求是所言，古代圣人的精神与态度是现实中具体作用的实理、

实心、实学、实事等的根本。在该时间点上，抽象（实理-实心）与现实（实学-实事）并非

对立而是互相补足的。然而李瀷(1681-1763)强调的观点却有所改变。“汝旣實學。須留心

事務。不爲鑿空之歸也。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如近世叉手低眉。謂致力于本原者。啞羊僧何異。”
7
 李瀷联想到孔子的言论来强调现实性

的事务，而在此与实学相反的则是重视本源的学问。虽然前人已把仅有词章・文章的学问视

为问题，但李瀷则进一步明显地将非实用性看做问题。从此之后，抽象的学问与实学成为对

立的存在。再比如朴趾源(1737-1805)，他颠覆了一般的观念，并且明显地将虚实对立，加

强了对实用的强调。“後世農工賈之失業。卽士無實學之過也。… 莫不有裕民益國之效。

此皆農之故實而古聖人開物成務之遺業也。… 逮至豫泰盈盛之日久。而駸駸然文滅其質。

末傾其本。士或高談性命而遺於經濟。或空尙詞華而罔施有政。… 漢之二千石。必有孝弟

力田之擧。安定學規。乃設農田水利之科。無他貴實學也。”
8
 朴趾源的言论与近代的实学

理论产生了共鸣，因此被近代实学者积极的引用。以下是金允植(1835-1922)对朴趾源的评

价。“天將啓開物成務之運。必挺生異人於數世之前。以肇發其端。而其效乃著於數世之後。… 

今試考集中所言。與今日最要最重之時務諸學。不謀相合者。… 農說曰四民之業。皆待士

                                                   
4 趙翼《浦渚集》巻之十一“因求言。條陳固邊備改弊政箚。”(1579-1655 的文集、初刊：1688) 
5 （译注）少论为朝鲜后期派生出的群党。 
6 梁得中《德村集》巻之二“辭別諭召命疏 丁巳”(1737) 
7 李瀷《星湖全集》巻之三十七“答秉休 甲戌”(1754) 
8 朴趾源《燕巖集》巻之十六別集“課農小抄 諸家總論。”(1737-1805 的文集、初刊：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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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後世農工賈之失業。卽士無實學之過也。… 此今日農學工學商學之意也。”
9
 朴趾

源将开物成务、利用厚生视为古道的精髓，批判性理学的空疏，强调现实中实学・实业・实

效，其观点作为近代学问受容的理论发挥了作用。金允植则进一步得出结论说，朴趾源追求

的思想与西洋近代主义者无异，西洋出色的法律完全适用于东洋的六经。 

实学利用古代的理想与中世的衰退为西洋学问的受容提供了依据。而此时的实学也已经

借助国家的教育政策以及对科学与实业的强调而得到了内外两面的扩展。（盧官汎、2013） 

该观点在近代杂志的实学活用中也得到了相同的体现。发表者所属的翰林科学院建立了

20种杂志的语言全集数据库，近代杂志中“实学”的用例有 81 件，关键词有 97 个。但是

由于检出资料很少，所以“实学”与关键词的关联值均为“0”。但是如果把关键词按种类

来分，则存在教育・学问用语（硏究、應用、科學、理化、講究、學校、學堂）、强调实用

的用语（實業、實地、實力）、时空间用语（平壤、世界、外國、今日、古人、時代）等等。 

 

3、儒学者们的保守对应 

在包括大韩帝国期在内的近代转换期，儒学者对实学的使用也很频繁。上述的《韩国文

集丛刊》中也频繁地使用了 19～20 世纪的实学用例。原因之一就在于频繁使用实学一词的

郭鍾錫(1846-1919)、田愚(1841-1922)等儒学者的存在。特别是郭鍾錫对实学一词的使用

共有 106 次，这在《韩国文集丛刊》整体中也是使用最多的一个事例。本发表就对郭鍾錫

的实学使用的特点以及意图进行简略的分析。 

郭鍾錫大致从 40岁前半开始对实学的概念产生了一定的理解，大部分主要是“从日用

和事物中追求理”的意思，属于“下学而上达”这种程度的用法。而 50 岁中期则处于“卽

事窮理、據理身踐、無往而非實學矣”
10
 的程度。自此以后，郭鍾錫经常使用“勉究實學”

作为书简的结句，甚至并将居所命名为“實齋”、“實齋箴”等借此明显地强调“实”的精神。

郭鍾錫通过上述理论来批判堕于惰性的性理学，对其陷入高谈空论以及粉饰文章的恶习，已

经失去古代圣人的实行・实事・实效等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如此看来，郭鍾錫致力于再

发现儒学的经世精神、补足性理学、检证性理学的生命力以及普遍性(Kim Yun Kyeong、

2019)。实际上这并不是多么新鲜的主张，这与朝鲜时代中期以来批判虚学强调日用经学的

态度并无较大的差异。 

不过如果说存在差异的话，那就是郭鍾錫利用自己的理论对应了近代实学概念的抬头。

随着近代的实学・实业浮出水面，郭鍾錫对实学的使用也就愈发频繁，以 10 年为单位进行

的统计结果如下： 

 

郭鍾錫意识到了新流行的实学以及实业，并想要探究两者间存在的普遍精神。“頃所謂

實學實業者。初非別樣奇事。只觀古聖人所以爲敎者。自洒掃應對禮樂射御書數。一一皆有

節度課程。不以空談。長而進於大學。亦必卽事卽物以窮理。… 則如近日之列國史誌及政

                                                   
9 金允植《雲養集》巻之十“燕巖集序 壬寅”(1902)(1835-1922 的文集、初刊：1930) 
10 《俛宇集》巻之六十八“答崔仁卿 戊戌”(1898)(1846-1919 的文集、初刊：1925) 

 1860‘s 1870‘s 1880‘s 1890‘s 1900’s 1910‘s 不明 計 

使用 

回数 
1 2 4 18 46 19 16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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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公法兵制農務工藝氣化等書。皆不妨購看而料理之。以資來頭之實用。”
11
 虽然采取了接

受的态度，但其对近代学问和教育的批判也是不惜余力的。例如，“略聞自方伯有設施于列

郡。而其所擧錯。若將一掃六經。專驅之以功利之末。嗚呼聖賢之道。何其厄哉。竊恐荑稗

未熟。而赤子遽已化爲豺狼矣。傷如之何。亦須有實學君子者任其責而制其規程。然後國家

生民庶有依賴。而此不可得。秪益擾亂。何裨之有。”
12
 郭鍾錫对“实学”的独一无二的强

调，与其说在理论方面，不如说在对应儒教内外变化的方面具有特殊性的。也可以说这是以

接纳与批判为主的“实学的保守的再定义”吧。 

 

4、现代韩国的实学用例概括 

如果将上述韩国实学活用的经过与中国・日本相比较则会很有意思。发表者认为，在近

代再次活用原本是批判中世性理学的实学概念，进而为西洋文明的受容提供依据的这种战略

性认识，其实三个国家大体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儒学者们活跃地提出对应理论这一现象，

应该是朱子学格外繁荣的韩国的独特之处。 

另一方面，韩国在历史上从 1910 年开始沦为殖民地，因此存在着对遗失的民族以及近

代的积极性企画。作为自生近代的证据，实学以及实学者被再定义以及系谱化。在现代的韩

国，实学已经成为近代化论谈中担保主体性近代思想的象征，韩国的教科书中实学的内容也

占有重要的比例，而受教科书的影响，在 21 世纪的韩国实学仍然维持着生命力。 

作为旁证，本发表对 1950 年代至 2010 年代《東亜日報》中实学的使用频率进行了调

查。 

 

 

《東亜日報》1945-2014“实学”相对频度(左：年度別 绝对频度／右：年代別 相对频度) 

 

 

 

 

 

 

 

 

 

 

 

 

 

 

 

通过上表可以得知，《東亜日報》的实学用例从 1960 年代开始增长，至 1970 年代达到最

盛，虽然 1990 年代稍有减少，但进入 21 世纪后又再度增加。 接下来，通过关键词来确认

语义网的关联情况。 

 

                                                   
11 郭鍾錫《俛宇集》巻之九十三“答河聖權 丙午”(1906) 
12 郭鍾錫《俛宇集》巻之三十六“答河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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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表格可以发现以下几点特征。除去教授、研究、讲座、学者等词语，1960 年代以

后引导实学用例变频繁的关键词是“思想”，但在 2000 年后该词的使用频率逐步减少。与

此类似的还有“精神”和“讲座”二词。在实学用例最多的 1970 年代，与“思想”相关联

的“精神”与“讲座”二词也多次出现，然后也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1970 年代初可以

看到“实学思想讲座的精神（文化）传播”之类的记事，这正是朴正熙政权所谓的“韩国的

民主主义”的宣传口号与精神文化的复兴策略中活用韩国实学的事例。但另一方面，也存在

着与之相反的趋势的词语。比如“朝鲜”一词的使用频率逐步升高，“哲学”一词也从 1990

年代开始登场并且使用频率逐步升高。1990 年代以后，实学存在着作为朝鲜的学问而褪去

理念色彩的倾向。但茶山与博物馆则展现出别样的趋势。对茶山-丁若鏞的关心程度逐步升

高，博物馆则在 2000 年代成为使用频率上位的关键词。这是因为 2000 年代实学使用频率

的复兴与“建造于茶山遗迹处的实学博物馆”相关联。针对该现象，通过对 2000 年代后韩

 50s’ 60s’ 70s’ 80s’ 90s’ 00’s 10s’ 

1 

- 

研究 思想 思想 朝鮮 研究 研究 

2 思想 研究 研究 研究 朝鮮 茶山 

3 李朝 講座 性理学 思想 博物館 朝鮮 

4 教授 教授 社会 後期 茶山 博物館 

5 茶山 博士 教授 教授 思想 教授 

6 後期 茶山 後期 性理学 丁若鏞 丁若鏞 

7 韓国 精神 学者 韓国 後期 哲学 

8 性理学 性理学 朝鮮 丁若鏞 世紀 後期 

9 丁若鏞 韓国 茶山 哲学 教授 世紀 

10 世紀 世紀 世紀 茶山 時代 思想 

11 文化 後期 丁若鏞 李瀷 哲学 韓国 

12 社会 文化 学問 学問 韓国 李瀷 

13 

- 

学問 韓国 時代 性理学 時代 

14 社会 李瀷 近代 精神 性理学 

15 朝鮮 近代 世紀 学問 近代 

16 時代 時代 精神 文化 講座 

17 近代 精神 社会 学者 文化 

18 学者 文化 文化 社会 精神 

19 李瀷 

- - 

李瀷 学問 

20 
- 

講座 学者 

21 近代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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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四大主要日刊报纸的语言数据库（http://corpus.korea.ac.kr/）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茶

山、丁若鏞、博物館、祝典、京畿道、南楊州、遺跡地”等固有人物、特定区域、文化设施

等用语在 2004 年以后占据了使用频率上位关键词的 50％。也就是说，1960 年代中期象征

着近代的实学，之后被作为朝鲜哲学对待，目前正逐步变为某特定区域的文化图标。 

 

 

 

参考 

Kim Yun Kyeong“近代转换期实心实学的多重含义” 《阳明学》53、2019。  

盧官汎“大韩帝国期实学概念的历史的理解” 《韩国实学研究》25、2013。 

李坰丘“概念史与内在的发展：以‘实学’概念为中心” 《历史学报》213、2012。 

http://corpus.korea.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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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学研究会（东北大学会议）                       2019 年 12 月 21-22 日 

东亚的“儒教型近代”和日本的“兵学型近代” 

北九州市立大学  金凤珍 

翻译：东北大学（院） 杨世帆 

 

要旨  在韩国、中国、越南等东亚地区国家，儒教传统根深蒂固，至今仍被继承。换言之、

儒教是构成上述诸国的固有近代=“儒教型近代”的核心要素。本文将在探讨宫岛博史提出的

东亚“儒学型近代”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寻上述诸国的“儒教型近代”的样态。但是，在日本，

比起“儒教型近代”，“兵学型近代”的占有率占有压倒性优势。因此，有必要建立起能够适用

于日本的“兵学型近代”理论。本文将考察日本的兵学，以及兵学式的思考的特征和倾向。在

最后，将会简洁地讨论一下“固有的近代”和“混合型近代”的理论框架及其视点的意义。 

 

 

序 

 

儒教是以“修己治人”（正德、利用、厚生 出自《书经 大禹谟》）为根本的学问。因此，“修

己”=为了“正德”的实心之学，治人=为了“利用厚生”的实用之学，也就是“实心实学”。或者

可以称之为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实心实学”。后世的朱子，更在扬弃老、佛的虚空之理的

基础上，建立起了发明实理（性即理）的性理学=朱子学的理论。并且将其与佛老的虚空之

学相对，称之为“实学”。他的“实学”当然包涵有“实心实学”的意义。朱子学是叩问实（=真、

诚）心（=性+情）的学问，也是穷尽实理，并将其活用在日常实事中的，建立在实理基础

上的“实用”之学。并且是基于性善说的，追求自然与人类社会的道/理的道学/理学。一言以

蔽之，朱子学是“理学/道学”、“气学/物学”、“心学”三位一体的实心实学1。 

朱子学=实心实学是属于儒教文化圈的东亚共通的传统。当然，有意识的提倡“实心实学”

这一概念的主要是 17.18 世纪的朝鲜儒者=朱子学者。在此特别值得说明的是，他们对“朱子

学=实心实学”的再发现/再发明2。换言之，他们再度确认了“朱子学本来就是实心实学”这一

事实。虽然容易被误解（实际上已经被误解了），但他们并不是在提倡批判朱子学、或者说

反朱子学的实心实学。反而是“回归朱子学的本来状态，有意地提倡实心实学”
3。在这个过

程中，产生了对朱子学的部分批判和再诠释4。这样在当时的朝鲜再生的朱子学，带有新的

实心实学的样态。 

在 1930 年代，殖民地时期的朝鲜，这种实心实学的样态重新被注目5。当时兴起“朝鲜学”

运动的一部分韩国学者，将上述的“朝鲜朱子学=新的实心实学”命名为“实学”，并高度评价

了其意义。但其视角偏重于实学中的实用性/实益性，而忽略了实心的意义。并且将朝鲜实

学视为“批判朱子学的反朱子学”。比如，将朱子学视为“前近代、保守后退”的“特殊的、负”

的学问。并把实学作为其反面，从中寻找出近代式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要素。这样的

研究，虽然也有一些成果，但大致可以视为缘木求鱼。朝鲜实学虽然是“新的实心实学”，但

其本质还是朱子学，是与西洋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所对峙的学问。因此，上述的缘木求

鱼的研究方法，终将走向失败。然而，这种失败反而被称为“朝鲜实学的局限性”。这种看法，

是在近代主义和近代知识影响中形成的“朱子学的误解”下产生的偏见6。 

那么儒教，尤其是朱子学的传统（虽然受到误解和歪曲），在现代的韩国、中国、越南等

东亚国家，仍然被深刻继承。也就是说“儒教的近代”或者说“朱子学的近代”仍在继续。这里

                                                   
1 属于朱子学一脉的阳明学偏重“心学”，但同样是实心实学。 

2 “朱子学=实心实学”的再发现/在发明，并不是仅存于十七八世纪的朝鲜。这样的现象在几乎同时代的清

国和日本也有发生。当然各国的思想现象同时具有共通性和异质性。 

3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种思潮的产生，可以认为有以下两个原因。其一是对朱子学的虚学化的批判意

识。朝鲜的朱子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体制教学。因此逐渐失去了其本来样态，陷入了实心实学的活力、

实践力缺失的倾向。其二是现实改革的必要。也就是在受到“两乱”的侵害后，重建朝鲜政治、经济的需要。

“两乱”指的是壬辰倭乱（1592-1598、文禄 庆长之乱）和丙子胡乱（1636）。 

4 因此，这些思想中混杂着一些“反朱子学式的”想法和要素。但并不能以此判断其为“反朱子学”。 

5 具体请参照小川晴久《朝鲜实学与日本》（花传社、1994） 

6 这里提到的“误解”包括了歪曲、偏见、误读等概念。“对朱子学的误解”在今日依然根深蒂固。笔者认为，

解开这种误解，重新探寻对朱子学的正确理解，是我们今日的一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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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的是，近代的多义性。 

任何国家的传统，无论多少，都影响着当下。换言之，任何国家的传统都构成了该国固有

的（inherent）、本土化的（native）近代性。这里的近代，意为“对今日造成影响的之前时代” 

（近代 I）。这才是近代的本义。“modern”的本义为“modernus”（拉丁语：modo（just now，

lately，recently）+rnus），也就是“刚才”、“最近”、“近来”之意。因此，“任何国家的传统都

构成了其固有的近代”这一命题便得以成立。这里的固有的近代，指的是“基于传统的近代”

或者说“传统中的近代”。不管是西洋近代，或是非西洋式的近代，都同属于固有的近代=近

代 I 的范畴。 

然而，人们往往认为只有西洋的近代才是近代。近代的这一概念，被西洋所独占（近代

II），并由此形成了一套支配理论。但这种近代 II 其实是与“近代”的本义相悖的。这种西洋

的近代观，很容易成为无视非西洋式近代 I 的有色眼镜，或是孕育出对非西洋式近代的无知、

偏见、误解和歪曲。这种近代观，成为了孕育出西洋中心的近代主义和“东洋趣味”的牧场，

并同时形成了酿就成“西洋的咒缚”
7的框架。因此，对于西洋近代即固有的近代的这种观点，

我们应当从后述的“混合型近代”的概念和视角对其进行批判和解构8。 

另外，非西洋的诸国同时拥有本国的近代 I 和“另一个近代”。也就是在吸收/模仿西洋近代

的过程中派生出的近代（近代Ⅲ）。也就是说，本国的传统（近代 I）和西洋近代所杂交的产

物，可以称之为“混合型近代”。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近代Ⅲ往往受到西洋式近代有色眼镜的

评价。因此，这种“混合型近代”当中的非西洋近代 I（本国传统）的部分往往受到误解和扭

曲。为了克服这种扭曲，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近代Ⅲ就是混合型近代”这一事实。必须要摘

掉西洋视角的有色眼镜，重新审视各国的近代 I 和本国的传统9。 

总结一下以上内容，也就是说我们有必要对“西洋型近代”展开批判和解构。重新构建“固

有的近代”和“混合型近代”的新概念框架和新视角。 

那么，构成日本的“固有的近代”的传统要素都有哪些呢。也许有神道、佛教、儒学（儒教）

和兵学。其中，本文特别着眼的是日本的兵学这一传统要素。因此，有必要设定“兵学的近

代”的概念框架和视角。在过去的日本，兵学是占统治地位的学问。这种传统和遗产，在现

代日本仍然被继承下来。本来，江户时代思想史的发展中，生成了一部分（日本特有的）儒

学、朱子学的传统。这部分，能够适用“儒学型的近代”。但是，这并不能说是日本的主流思

想。日本的儒学、朱子学一直被兵学所压制，并且往往被兵学式的思考所影响，从而变质。

这是由于在幕府体制、武士阶级的统治下，兵学和兵学式的思考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地位。 

与此对比，中国、韩国、越南等国，儒教是构成其“固有的近代”=儒教型近代的重要组成

要素。也就是说，儒教传统至今仍被根深蒂固得继承下来。虽说描绘这儒教型近代是一项极

为庞大的工作。本文的第一节将在参考宫岛博史提出的东亚“儒教型近代”论的基础上，尝试

一窥东亚儒教型近代的样态。但是，如上文所述，在日本，比起“儒教型近代”，“兵学型近

代”的比重占据了压倒型优势。因此，在本文第二节，有必要建立起能够适用于日本的“兵学

型近代”。并且对日本兵学以及兵学型思考的特征和性质进行考察。最后将简单的论述一下，

固有的近代和混合型近代的概念框架和视角所拥有的意义。 

 

1 东亚的“儒学型近代” 

 

宫岛博史在 2010 年发表了论文——《作为“儒教型近代”的东亚近世》10。其主旨为，用“儒

                                                   
7 关于“西洋的咒缚”以及对其的超越，请参照拙作《韩日共通的共同课题》，收录于《翰林日本学》（翰林

大学日本研究所出版，第 14 辑，2009 年 4 月） 

8 近年来，出现了不少关于解构西洋式近代，讨论非西洋地区的“固有的现代”的研究。可参照金相俊《孟

子之汗、圣王之血：多层近代和东亚儒教文明》；Alexander Woodside, Lost Modernities : China, Vietnam, Korea, 

and the Hazards of World Histo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另外板垣雄三也提出了“伊斯兰的近代性”

理论，提出了从 7 世纪开始，“伊斯兰的近代”影响到了从东亚到欧洲的广大区域。 

9 这样一来，资本主义萌芽论、内在发展论、殖民地近代论等既存的近代论，应当被舍弃，抑或是以新的

概念框架、视角来修成。因此，有必要将西洋近代和非西洋近代（Ⅰ和Ⅲ）进行相对化，了解两者的共通性

和异质性，并比较考察各自的积极消极两侧面。并且，从非西洋近代中批判扬弃西洋近代的消极侧面，寻

找出其中的“反近代、脱近代”要素。这样批判性的考察各自的近代，也许就能启发“横断近代/性 trans-or 

transversal modern/modernity”的新地平。 

10 宫岛博史、《作为“儒教型近代”的东亚近世》，收录于《东亚近现代通史》第一卷《东亚世界的近代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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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型近代”这一概念框架・视角取代“东亚近世”的概念。也就是说，一直以来“东亚的 16 世

纪到 19 世纪中叶这段时期”往往被称为近世。而宫岛博史并不将这段时期视为近世，而是将

其视为“近代=儒教的近代”。他批判性的考察了东亚近世论，指出了其局限性和问题点。首

先，近世这一概念仅仅是在“古代、中世、近代”的历史三分法的基础上所添加的概念。这种

简单的历史区分法，不能对世界史认识的旧范式展开批判。另外，近世的提法，有前近代的

含义，隐含着受到西洋冲击后才近代才得以开始的意思。因此，宫岛博史认为，旧有的东亚

近代论的视角没办法对近代史观展开再考察。 

接下来，本文将对宫岛氏的“儒教型近代”展开讨论。只是在那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东亚

近世论的发展历程，并进一步探讨其问题点和局限性。接着，在阐明“儒教型近代”的意义的

同时，讨论其问题点。最后，讨论“儒教型近代”论是否能适用于日本史，并指出其能适用的

界限。 

 

（1） 中国“近世”论和东亚“近世”论 

 

“近世”一词，是内藤湖南（1866-1934，又名 虎次郎）的造语，也就是所谓的和制汉语。

英语为“early modern （period）”，意为前期（初期）近代。这是“近世”二字的本义。其中

含有“近代 modern（period）”的意思。因此，近世是内包着近代的概念。或者说近世从属于

近代的范畴。但是如果只看“近世”这一词语，很难感受到其内含着近代的概念。从这个角度

说，“近世”是一个暧昧模糊的概念。 

尽管如此，“近世”这一概念，是西洋史的时代区分，特别是“近代中的前期近代”有着充分

认识的基础上所提出的。这种认识同时带有遵从和对抗意识的两面性。一方面遵从了西洋史

的时代区分和西洋式近代的定义，与此同时也有着与其对抗的意识。这种对抗意识，起源于

对比中国史与西洋“前期近代”时产生的中国式的“前期近代”意识。并且对西洋中心的近代主

义和“东洋趣味”的批判意识也有可能起源于此。但是在内藤湖南身上却很难看到这种批判意

识的存在。他的著作中，陷入这种西洋中心的近代主义、“东洋趣味”以及日本型的近代主义

（作为西洋中心的近代主义的变形）的地方并不少见。 

消除“近世”这一概念的暧昧模糊性是一件简单的事。只要遵从它的本义，用“前期近代”

这一概念代替“近世”，并且同时用“后期近代”（late modern（period））来代指东亚 19 世纪

以后的“近代”，就足以消除“近世”的暧昧性。这样一来，“近世”的暧昧模糊性得以被消除，

同时似乎也确保了“近世=前期近代”和“近代=后期近代”的一贯性、整合性。但是事实上，这

并不能视为真正的一贯。就算用上述概念代替了“近世”，仍然可以认为东亚“近代”的前期和

后期之间同时有着某种连续性和断层（=由西洋冲击带来的大转换）。为了扬弃这种连续和

断层，真正确保东亚近代的前期和后期的一贯性和整合性，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笔者认为，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新的概念框架和视角。这种概念框架和视角需要能够适用于东亚的“前期

近代”和“后期近代”之间（尤其需要让前期能够无断层的过度到后期），并且能让我们正确把

握东亚传统和西洋近代所杂交产生的历史样态。也就是所谓的“混合型近代”的概念。 

中国近世论 内藤湖南是东亚近世论的先驱。但是他的理论是围绕着中国史所展开的，准确

来说应当称为中国近世论。他的中国近世论的成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他的

著作《支那论》（文会堂书店、1914 年）的第 1 章《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中的理论。简单概

括一下其主旨，大概为以下内容：“从唐中期到五代、北宋”（8 页）“中国政体开始从贵族

政治转向君主独裁”（9 页），与此同时“平民政治”（11 页）的要素也有所增加。作为其结果、

“人民的财产私有”（46 页）、“人民的权利、实力”（47 页）也受到承认。在这种理论基础上

支那（中国）的近世论得以萌芽。 

第二阶段的代表作为载于《历史与地理》（第 9 卷第 5 号、1922 年 5 月）杂志上的《概括

性的唐宋时代观》11。这篇论文简明得整理了第一阶段的理论。在其开篇，就写明“宋代是

近世的发端”（191 页）。因此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宋代之后近世”论的确立。其主旨为以下内

容。在“唐末到五代的过渡期”贵族政治逐渐衰退，“君主独裁政治”开始抬头。因此北宋时代

“君主和人民直接相对的近世政治”开始出现。而支撑这种“近世政治”体制的，正是科举制度。

                                                                                                                                                  
世纪》，和田春树等编，（岩波书店、2010 年），53-78 页 

11 该论文收录于砺波护编、内藤湖南著《东洋文化史》，（中央公论新论，2004 年），191-2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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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典型的现象是“货币经纪的发展”和“学术、文艺的质变”。比如说，在学术上“经典的新

解释”风潮风靡一时。文艺开始成为“庶民的所有物”。 

第三阶段形成于他的遗作《中国近世史》12。这本著作的第一章《近世史的意义》可以视

为湖南晚年整理的中国近世论的框架。其小标题分别为 1）贵族政治的废颓和君主独裁政治

的兴起。2）君主地位的变化。3）人民地位的变化。4）官吏录用法的变化。5）朋党性质的

变化。6）经济上的变化。7）文化性质的变化。将其重新整理一下，可以总结为六个要素：

①君主制（=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和郡县制。②科举制的兴起和由此产生世袭制的崩坏。③

朋党政治化=政党化。④平民权利的发展。⑤货币经济的发展。⑥庶民文化的发达13。这些

可以称为中国“近世”论的构成要素。 

内藤湖南的中国“近世”论在其弟子宫崎市定的著作《东洋的近世》中被继承下来14。该作

的构成分为以下几章：序论《东洋近世史的意义》。1）世界和东洋的交通概观。2）中国近

世的社会经济。3)中国近世的政治。4）东洋近世的国民主义。5）近世的文化。结语：东洋

近世和西洋近世。在该作中，宫崎市定同时使用了“中国近世”和“东洋近世”这两个词语。尽

管如此，该作的内容仍围绕中国历史及其变动展开，因此论述的仍然是中国近世论。 

宫崎市定的该作中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首先，第五章《近世的文化》，着眼于“人民=庶

民文化”和“宋代的新学”=宋学朱子学。并将其意义定义为“一种思想解放”（111 页）。第二，

在结语《东洋近世和西洋近世》中，将西洋近世划分为“文艺复兴之后的近世”和“工业革命

后的最近世”两阶段。这里的“近世”和“最近世”分别相当于西洋史中的“early modern”和“late 

modern（period）”。第三，该作特别强调了中国（东洋）的近世的“先进性和指导性”（134

页）。在近世，中国（东洋）在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科举制度、国民主义等政治领域自不必

说，在经济、学问、科学、技术等领域也远远领先于西洋。 

在宫崎市定之后，日本在 1950-1960 年代，围绕着中国“近世”论，展开了一系列“近世论”、

“中世论”的论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近世”论也自然在日本学者中广为流传。不仅是日本

学者，中国近世论的主旨也被收录在 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 和 John King Fairbank(费正

清)的共著《East Asia：The Great Tradition》的第六章《The Late T’ang and Sung: 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 Culture》中15。因此其关联内容非常相似。该共著的第一章《The Nature of the 

Period》中的“early modern(phase, period)”一词正是由中国的“近世”翻译而来。因此该作也可

以说是中国近世论流传到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基础。 

东亚近世论及其问题所在 后来，日本的一些学者，在中国近世论的基础上发展出其变体——

东亚近世论。其代表例是岸本美绪的著作《东亚的“近世”》（山川出版社、1998 年）。该作

中特别考察了明清时代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往来，比如说货币原料的银的交易和武器制造

技术的交流等等。她所使用的“近世”一语，被限定在“日本史中的近世”和“欧洲史中的‘近世

（初期近代）’”（4 页）几乎重合的 16 世纪到 18 世纪。在这个时期，明清时期的中国和日

本“商品经济开始活跃，社会的流动化也开始显著”。并且由此出现了“新的国家、新的秩序”。

（4 页）。虽然仅限于中国和日本，东亚“近世”论得以被讨论。 

对比岸本美绪的东亚“近世”论和内藤湖南的中国“近世论”，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极大的问

题。也就是中国近世论的框架几乎已经形骸化。在岸本的东亚“近世”论中，上文所整理的中

国近世论的六大要素中①②③④⑥都被抽出，只剩下第⑤点。本来，第⑥点的庶民文化的发

                                                   
12 该论述的原作书名为《支那近世史》，收录于《内藤湖南全集》，（1969-1976 年）的第十卷。战后，书名

被改为《中国近世史》（弘文堂、1947 年）并重新出版。新刊本为《中国近世史》（岩波书店、2015 年） 

13 ④平民权利的发展，这里的权利和西洋的权利概念对比后，可以认为是基于朱子学的理（或者儒教的仁）

的概念。笔者曾使用“天理自然权”这一人造概念来解释这里的权利。理、天理，作为人类的自然权，包含

有权利（义务）的概念。请参考拙作《西欧“权利”概念的受容和变容：俞吉濬与西周对比》、收录于《人权

的政治思想》（理学社，2010），375-413 页。See BongJin KIM “Rethinking the Traditional East Asian Regional 

Order: The Tribute System as a set of Principles, Norms, and Practices,” in Taiw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Vol.14,No.1,June 2017,pp.147-150。另外，关于儒教和朱子学的人权思想还有许多研究论著，其中下

川玲子所著《从朱子学中思考权利的思想》（ぺりかん社、2017 年）很有参考价值。  

14 初刊本为《东洋的近世》（教育タイムス社、1950 年）。后收录于《宫崎市定全集》（岩波书店、1992 年）

的第 2 卷。其后，该作与其它论文被编入砺波护所编新刊本《东洋的近世》（中央公论新社、1999 年）。本

文引自新刊本。 

15 Edwin O. Reischauer and John K. Fairbank, East Asia: The Great Tradition (A History of East Asian 

Civilization: Volume 1),(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1960) 1st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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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本来也许可以属于岸本所说的“社会的流动化”的范畴。但由于她没有对此进行说明，最

后只有第⑤货币经济的发展还存留着。也就是岸本所说的“商品经济的活跃”。另外，她有提

到“新秩序的出现”。关于这一点，她没有做太多说明，也许指的是东亚传统的互市体制中出

现的中日间的贸易新体系。但仅凭这些来论证东亚进入近世，无论如何显得有些证据不足，

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那么“近世”这一概念，是由谁，从什么时候开始适用于日本史的呢？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

都没有将“近世”概念适用于日本史。那么，“日本近世”这一用语是在何时被广泛使用的，并

在今日被普遍接受的呢？关于“日本近世”的时代区分，学界有两三种分法。但所共通的是，

都包括了江户时代。那么，我们可以试着整理一下江户时代的构成要素，并与中国“近世论”

的六要素做一个对比。首先我们可以看①德川幕府和幕藩体制、封建制②无科举制、世袭制

的存续③无朋党这三点。把江户时代的这三个构成要素和中国的近世做一个对比，我们很容

易发现，两国存在着明显差异。 

另外，中国近世构成要素中的④平民权利的发展，这一点也很难在江户时代发现类似的现

象。其原因可以认为是由于朱子学普及度偏低。但是⑤货币经济的发展、⑥庶民文化的发达,

这两项要素在江户时代的历史中随处可见。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①②③点上日本和中国

的明显差异和日本第④点的缺失。因此不得不承认中日两国的“近世”并不能并列。两国的政

治体制、制度、运营都几乎是完全对立的，有着极大的差异性。因此东亚的“近世”论最后只

能是一个虚像/虚构。但是也许我们还有别的办法，比如说朝鲜、越南几乎大致共有了中国

近世的各种构成要素，如果我们将朝鲜和越南纳入视野，将其与中国并列，也许还有可能构

成东亚近世的实体。 

 

（2） 东亚“儒学型近代”论 

 

宫岛氏在提出“儒学型近代”时，首先提出了以下五个要点。 

 

① 近代这个概念，本来意指和“现在”直接连接着的时代。 

② 为了掌握中国的历史和现在，有必要提出“儒教型近代”这一新的范式。 

③ “儒教型近代”的核心在于理解朱熹的思想=朱子学的近代性。 

④ 中国的近代确立于明代，其基本构造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以后的现在。 

⑤ 受到中国近代影响的东亚诸地区的历史，也应该在儒教型近代这一概念基础上进行重新讨

论。 

 

以上五点，可以整理为三个重点。首先，应当立足于“固有的近代”来理解中国史（①④）。

第二，应当在“儒教型近代这一范式、概念”的基础上考察明代（1368-1644）以后中国和东

亚的历史（②⑤）。第三，理解“朱子学的近代性”（③）。 

宫岛氏在引用木下铁矢的著作16，论述了“朱子学的近代性”的构成要素（61-65 页）。其核

心要素在于“民间的公共空间”的产生和能够接受“社会驱动力”的新秩序的形成（65 页）。可

以将这两个要素理解为“儒教型近代”论的成立基础。并且他认为，这些遗产在现代中国依然

被继承下来。并在《朱熹思想的视野和中国社会的共鸣关系》这一章节中描绘了其样态。就

这样，建立起了“理解中国的新范式”，也就是“儒教型近代”论。 

接着，宫岛氏认为，如果能够将“儒教型近代”与“西洋式近代”平等对待的话，就能够勾画

出完全不一样的“近代中国”像（72 页）。而关于近代中国所经历的种种“困难”，他认为那不

是因为中国落后，而是因为中国存在着一种不一样的近代。以上内容笔者都很赞成，关于其

学说笔者的一些意见在小结处会详细说明。在这里只有一点想要补充，为了描绘出不一样的

近代中国像，有必要提出“混合型近代”这一概念框架、视角。 

宫岛氏的“儒教型近代”论的意义极为重大。其中最突出的是，阐明了东亚的“固有的近代”

或者说“传统中的近代”。另外也启发了“混合型近代”的概念框架、视角的形成。这个过程中，

打开了正确理解儒教传统的新的地平线。同时，重新省视了历来对儒学，尤其是对朱子学的

                                                   
16 木下铁矢《朱熹再读：朱子学理解的一序说》（研文出版、1999 年），《朱子学的位置》（知泉书院、2007

年），《朱熹哲学的视轴——续朱熹再读》（研文出版、2009 年），《朱子——“工作”与“义务”的哲学》（岩波

书店，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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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解，并且重申了追求对儒学正确理解的方法。如果能在此基础上解构西洋近代的标准，超

越“近代的咒缚”，也许就能够去除掉无视非西洋近代的有色眼镜，并消除对非西洋传统的无

知、误解与歪曲。 

但是，宫岛氏的“儒教型近代”论，也有着几个问题点。这里笔者想围绕着着“儒教型近代”

的时间、地域上的适用范围，提出两个问题点。首先，上文的④中有着“中国的=儒教型近代

确立于明代”这一论点。从这里衍生出儒教型近代的时代范围问题。这里的论点表现出，反

驳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论”的问题意识。尽管如此，上文的第③点中认为“儒教型近代的核

心是朱子学”，而朱子学起源于宋代（准确来说是南宋）。如果承认朱子学是儒教型近代的核

心，却将宋代排除与“儒学型近代”的时代之外，在这一点上就显现出问题。而且，如果将明

代之后视为儒教型近代，这一时间段能够适用于朝鲜王朝时代（1392-1910 年），但却很难

适用于日本的江户时代（1603-1868 年）。 

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问题点，就是上文的⑤所说的“东亚诸地区”的范围能适用于那些国家。

关于这个问题，在该论文的最后一节《东亚的儒教型近世》（73-75 页）中提出，可以适用

于中国、朝鲜、越南、琉球四国。而判断标准为“以朱子学为理念的国家体制”（73 页）、或

者是“科举制的导入和以科举官僚为基础的官僚制国家体制”（74 页）。那么，这儒教型近代

也就不能适用于日本。但是宫岛氏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保留，他认为，“虽然日本没有接受科

举制和官僚制的支配体制”，但是“日本仍然有不少应当从东亚儒学的近代的视角加以探讨的

课题”（74 页）。 

 

（3） 日本“儒教型近代”论及其界限 

 

那么“儒教型近代”论，能够适用于日本史吗？如果可以，能够使用于那些时期、那些领域

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宫岛氏发表了《儒教型近代和日本史研究》这一论文17。其主旨为，

①以 1790 年实施的“宽政异学之禁”为契机，德川时期的日本积极的吸纳了朱子学，②从此

当中形成了明治维新的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宫岛氏提出了日本的“江户后期到明治时代”

可以适用“儒教型近代”论。 

但是与此同时，也许是意识到了“日本儒教型近代”论的界限。宫岛氏也指出了日本吸纳朱

子学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点。比如说，高度评价“对朱子学的批判、再解读”，将其视为“朱

子学的克服”。另外，在阐明日本思想史中“脱朱子学的倾向”的基础上，指出日本儒学中有

着“将国家绝对化”这一倾向的问题（234-236）。当我们直面这些问题点的时候，必须承认我

们很难用“儒教型近代”论的观点去讨论日本史。因此，在这里日本“儒教型近代论”展现出其

的局限性。 

产生这种局限性的致命性的原因在于，幕藩体制和武士阶级的统治。因此，朱子学很难成

为社会的统治理念。因为没有建立科举制度和官僚制度，就算江户时代“民间的公共空间和

社会驱动力”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也有着极大的局限性。从这一系列的史实出发，不得不说

日本的“儒学型近代”论有着极大的局限性。 

在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宫岛氏提出的是“对朱子学的批判、再解读”。概观日本江户

思想史，这种思想倾向极为显著。但是，问题在这里的批判伴随着误解，再解读也伴随着误

读、曲解。在这当中，有一中非常显著的思想现象，就是朱子学的根本概念（理），被消除、

远离和偷换概念，笔者将这一思想现象称为“缺理”。因此，朱子学的本质受到了伤害、变质

和丢失18。众所周知，“理”可以表现为“仁义礼智”四德+“信”这五常。也可以认为是作为“天

理自然”的普遍、公共的道理。就这样“理”的概念构成了价值判断的标准和（道德）秩序原

理19。因此它可以表现为“普遍、公共、公正”等概念。同时在“天理自然”的基础上，也包含

着“自由、平等、权利、义务”的观念。而将“理”虚无化的倾向，就是笔者所说的“缺理”。 

                                                   
17 宫岛博史《儒教型近代和日本史研究》，收录于清水光明所编《“近世化”论与日本“东亚的”把握方法》（勉

诚出版、2015 年），221-237 页。 

18 日本的儒学者中也有坚守朱子学本质的学者存在，但人数稀少，且并没有占据重要地位。因此他们在政

治上、社会上的影响力都比较低下，而且仅限于一部分地区。 

19 朱子学的理论中，理存在于一切事物，以及人们的心中。尤其是心中的理，又被称作性（human nature）。

因为理是纯善，因此导向了性善论。由此形成了性、人格的根本。因此“有道理、知道理”可以认为和“人性、

爱人、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有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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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学的本质象征着在“理、道、天”基础上的普遍性和公共性20。概观日本思想史，这种

普遍性和公共性也发生变质，并被特殊化，从而形成“普遍的特殊化”的思想现象。日本所吸

纳的诸多学问——思想、宗教、哲学——等等，都经历了这种普遍的特殊化。也就是说，普

遍性的要素被抽离，变质为特殊的形态。而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儒学，就是其中的典型。从这

种思想现象中产生了诸多日本特有的学问。如变质的儒学系统中产生的古学、徂徕学、水户

学以及国学等等，这些学问的共通点就在于普遍性的特殊化，以及笔者所说的“缺理”。这两

种现象、倾向，是横贯日本思想史的显著特征。另一个特征是兵学和兵学化的思考。而这三

点又是相互关联的。 

 

2  日本的“兵学型近代” 

 

在幕藩体制和武士阶级控制下的“近世”日本，占有统治性地位的学说是兵学。它的占有率，

不用说朱子学，较之其它任何学问都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兵学、兵学式的思考方式扩散

到日本全国，并且也浸透到了民间。这份传统和遗产，在今天的日本，也被广泛继承，影响

到现代日本人的方方面面。因此，“兵学型近代”论的概念框架、视角的成立根据已经被充分

论证，这些根据不仅在日本“近世”，在几乎全时代的历史、思想史中几乎都可以被发现。那

么，日本化的兵学、兵学式思考的特征是什么呢？兵学型思考的倾向展现出怎样的姿态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通过前田勉和佐伯真一的著作中一窥究竟21。 

 

（1） 日本兵学的特征 

 

前田的著作收录了研究近世日本的兵学（通过与朱子学的对比）的大多数论文。让我们在

该作的序章（《作为近世思想史对立轴的兵学与朱子学》）的基础上，来试着观察一下兵学的

特征。前田氏认为，“近世日本的支配思想是兵学”，而“统治的正当性根据在于武威”，这种

统治原理的极端表现是“非理法权天”这一格言。这条格言来源于元和元年（1615 年），德川

幕府所公布最初的“武家诸法度”中的一条。全文为“法是礼节之本。以法破理，以理不破法。

背法之类其科不轻矣。” 

“非理法权天”通常解释为，“非理不能胜理，但理不能胜法，法不能胜权（权力），权不能

胜天（运数自然之势）”。前田氏着眼于理与法的关系，做出了以下解释。“‘法’就是法度，

也就是幕府权力的命令。在这里，就算民众拥有‘理’也需要服从‘法’。（21 页）”也就是说，

一般庶民的理（=合理的主张、要求）在幕府的法和权力面前，显得极为无力。因此，“理”

对幕府、武士来说并非必要，相反，不如说是需要压制的东西。当然，也不需要像朱子学的

理那样的“普遍、公共的道理、价值标准”
22。因此出现“缺理”的现象或者是倾向也是很自然

的。 

前田氏将兵学的要点整理为以下几点：“军法=军律的规律化和重视职务”（27 页），“绝对

服从、自发的服从”，“否定个体行为，强化物理强制力的支配”（29 页）。然后“主观判断、

行动都被当做个体行为，被军法=军律所否定”。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将荻生徂徕（1666-1728

年）称为“近世日本代表性的兵学者”（30 页）。也许是因为徂徕的《孙子国字解》《钤录》

等兵学书中露骨得将“诈术、伪装”等权谋术数正当化，前田氏才得出这样的结论吧。在序章

的结尾处，前田氏总结道：“近世国家是‘以军事化管理为社会秩序的模板’，抛弃无用之人

的兵营国家。因此兵学是将这种军事化管理理论化、正当化的思想”（35 页）。 

基于以上内容，笔者想试着将日本化的兵学、兵学化思考的特征整理成两个要点。第一点，

是基于性恶论，将敌友二分对立的思维，权宜的、临机应变的思考方式，与道、理相反的功

利主义、（兵学化）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和权力主义等范畴。其二，不仅仅在是战时，在和

平年代也将兵学、兵学化思考运用于社会。因此，兵学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被广泛社会化。并

且构成了日本人特有的政治观、人类观和世界观的要素。也成了各种变质倾向的起因。比如

                                                   
20 另外，从朱子学=实心实学的视角出发，其本来性也象征着实心的基础——性、理。 

21 前田勉 《近世日本的儒学与兵学》（ぺりかん社、1996 年）。佐伯真一《战场的精神史 武士道的幻影》

（日本放送出版协会，2004 年）。 

22 因此，只要不去除朱子学根干的理的概念，朱子学对幕府、武士来说就是不必要的学问。而且朱子学有

否定、动摇幕府统治正当性的危险性，因此常被看作是值得警戒的危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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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产生了被称作对主君的忠诚的盲目服从心、盲信上级等服从权力的倾向。为达目的不择

手段的权谋术数、诡道、诈术等倾向。“诡、伪、欺”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奇术、技术，从而

被正当化。因此“普遍公共的道理、价值判断标准”几乎没有立足之处。 

 

（2） 日本兵学、武士道的实像和虚像 

 

佐伯氏的著作（2004 年）中，考察了各种军纪物语、兵学书，究明了兵学和武士道的虚

像和实像（第 1 章-第 3 章）。在序章中，佐伯氏阐述了自己的问题意识。让我们看看以下几

个问题，也许就能明白其问题意识了。①基于武士道精神的唯美战争，真的是虚像吗？②武

士们当真是遵守着一定的礼义和规则进行战斗的吗？③为了取胜采取暗算等不正当手段，为

了功名欺骗友方等做法，是一般现象吗？根据佐伯氏的考察，问题①的答案更接近“yes”。

大部分战争都很丑恶，因为武士道精神这一概念本就是在进入近代后被虚构、创造出来的概

念。真正存在于近世的“武士道”（=武道、士道）绝非美好的事物。而问题②的回答是“No”，

相反，武士们的“破坏规则、无视礼仪”等行为才是家常便饭。 

值得注意的是问题③，其答案是“Yes”。在各种军纪物语中“暗算、欺骗、不择手段”随处

可见。换言之，“欺瞒、虚伪、谋略”等权谋诈术是常用手段，或者是就是一种兵法。因此，

武士们将其视为必要、当然，加以肯定。日本的兵法书=兵学书将这些权谋诈术视为“智慧、

策略、计谋”大加肯定。用《孙子兵法》（始计篇）中的“兵者，诡道也”作为根据，将权谋诈

术正当化，并且加入了诸多（变质化的）儒教道德，就构成了近世各种的武士道。佐伯在第

3 章的结论部分，做出以下论述。 

 

现代的知识分子中仍然有不少人认为，日本的武士充满着武士道精神（也就是公平竞争精

神）。但武士们的价值观，往往与“公平竞争”恰好相反。真正的“武士道”，本来就是便是在

肯定谋略、肯定虚伪的思维方式中，被孕育出来的词汇。 

 

尽管如此，佐伯氏追问道：“解构原本的武士道，将其解释为‘公平竞争’精神，并且将日

本武士解释为豪不虚伪，依靠着堂堂正正的‘武士道’精神生活的形象，又是何时、怎样发生

的呢？”其答案在第 4 章《武士道的诞生与转生》中被揭明。在这一章中，佐伯氏论道：近

世的武士道是在“谋略的世界中诞生”的产物，其特征是“战斗能力、名誉欲、喜欢争斗、武

略智略、对死的觉悟”等等。这才是产生于近世的武士道的真正样态。 

然而，在进入近代后武士道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样态得以重生。这个过程中，武士道改头换

面，成为一种歪曲的姿态。其典型的例子是新渡户稻作（1862-1933）的著作 Bushido:The Soul 

of Japan(1900,1
st
 edutuon 《武士道》)。被儒教道德所装饰的“武士道精神”这种虚像由此产

生，并成为一般常识。因此，日本的武士往往被误解为“用儒教道德武装的人”。并且让人产

生了“武士道就是儒教道德”的错觉。但是，这只是一种捏造出的假象，真实的武士道，恰恰

是与儒教道德所相对立的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近世日本兵学思想不仅仅影响了兵学者，朱子学者、儒者以及其它学者也

从中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连一般的日本人也同样被其教育、饲养，并在生活中学习活用兵学

的思想。因此，兵学、兵学化的思考在统治、被统治阶级中都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被社会化。

当然，近世以后，兵学的传统与遗产也浸透在日本人特有的人类观、政治观和世界观中。特

别是在近代，在与西洋思想不断进行异种交配的过程中，扩大了其影响力。就这样，经过了

近代，直到现代，兵学与兵学化的思考依然浸透于日本人的气质、行为、人际关系和思维方

式之中。 

那么，现代日本是怎样的国家呢？当然已经不是兵营国家，也不是在兵学、兵学化思考支

配下的军事化统治的规则社会。但是其兵学传统依然被继承发扬，也就是说，性恶说、二元

对立的思考、权宜、临机应变的思维方式、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现实主义、权力主义等传

统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并且从中派生出的诸多变态倾向，也渗透到了现代政治、社会、文化

等诸多领域。特别是在政治状况、统治样态上极为显著。这些传统仍然广泛存在于政治家、

官僚、公务员的政治伦理、行政组织、运营方式中。因此，盲信上级、上命下服、低劣的民

权人权意识、男女差别、官尊民卑、男尊女卑等倾向极强。特别是，官尊民卑的意识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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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中根深蒂固23。男尊女卑也一样24。在这些倾向中，兵学和兵学化思考占据着极重要

的位置。 

 

小结 

 

任何国家的历史、传统都有着积极和消极两个侧面。各国“固有的近代”也不例外。也就是

说，无论是西洋近代、儒教型近代还是兵学型近代都有着积极和消极两个侧面25。因此，有

必要对各自的积极和消极进行比较考察。另外，可以认为构成“固有的近代”的各国传统的思

想学问，都各自有着相应的实心与实学的要素。而各国之间存在着各种共通性和异质性，因

此有必要进行比较研究。而且，如前所述（注 9），有必要在非西洋近代中寻找一些对西洋

近代的消极侧面展开批判扬弃的“反近代、脱近代”要素。因此，在如果批判性的考察各自的

近代，也许就能启发“横断近代性”的新方向。 

如上文所见，宫岛氏将近代中国经历诸多“困难”的理由解释为，并非“中国落后”，而是“中

国已经存在着另一种=儒教型近代”。当然，这种儒教型近代中存在着一些与西洋近代不同的

要素。但并不是完全不同，两者间还是存在着一些共通要素。因此有必要辨别二者的异质性

和共通性，加以对比研究。在这时，我们能够把两者视为“对等的存在”，也就是前文所述的

固有的近代的概念框架和视角。同时也应当兼具“混合型近代”的概念框架和视角，重新描绘

近代中国（+东亚诸国）的实像。这才是解构西洋标准，正确理解近代中国和中国固有的近

代、传统的方法。并且应当在此基础上扔去近代主义的有色眼镜，消除对非西洋传统的无知、

误解和歪曲，找到超越“近代的咒缚”的道路。 

辨别、比较儒教型近代和西洋近代的异质性和共通性并非一项简单的工作。但尽管如此，

大概大家都会同意，这是一件需要推进的重要工作。本文也将在这尝试着推进这项工作，辨

别考察这两种近代的实心实学的要素和其异质性、共通性（从积极和消极两个侧面）。 

在此整理一下儒教型近代的特征。其构成要素是儒教=实心实学，或者说是朱子学=基于

实心实理的“实用”之学。值得注意的是，朱子学的理是一种普遍、公共的道・理，可以表现

为“普遍、公共、公正”等观念。同时含有基于“天理自然”的“自由、平等、权利、义务”等概

念26。关于其中的“权利”概念，如注 13 所述，可以将其理解为基于朱子学的理（或者说是

儒家的仁）的概念，或者是基于“天理自然”的权利=“天理自然权”的观念。这这里的权利非

常接近“rights”的本意。如果将其改称为“权理”或许更容易理解。 

与此对比，接下来试着总结一下构成西洋近代的实心实学的要素。首先，这里实学的要素

是从西洋思想中产生的近代科学。近代科学给人类带来了庞大的恩惠和利益。但它是基于“近

代理性”的产物，有着极强的重实利倾向。也就是重视实利的实用学问。而支撑近代科学的

理论基础是功利主义、理性中心的合理主义和个人主义等等。因此和现实主义、权力主义、

自我中心主义相关联。进而于本国中心主义、人种主义、殖民地主义相关联。而我们应当对

其如何带来负面历史、遗产加以评判性考察和结构。 

其次，这里的实心要素可以说来源于基督教和西洋近代产生的理性。从这当中自由、平等、

权利等概念被发明。这也给人类带来了无可计算的恩惠和利益，应当得到正面评价。尽管如

此，它也与基督教的性恶说，以及将自然与人类、自我与他者、友与敌二分化的二元思考方

式紧紧捆在一起。因此它的负面，也给人类带来了人类中心的自然环境问题、自我中心的他

                                                   
23 尽管如此，官尊民被往往被误解为儒教传统。这种错误理解被广泛认可。这也可以视作，欧美中心的近

代主义、日本型东洋趣味等坏影响的阴影。顺带一提，一般认为是福泽谕吉首个使用官尊民卑这个词，并

以此批判日本官尊民卑的传统。请参考其晚年著作《福翁百话》（1897 年 7 月出版）。 

24 男尊女卑这个词语，也不存在儒教经典中。与此相反《礼记》中与男尊女卑相反的“夫妇有义”才是儒教

思想的主流。另外《春秋左氏传》中也可以见到“夫和妻（妇）柔，夫义妇听（顺）”等词语。这些都表现

出男女互相尊重，尊敬妻子的思想。 

25 值得注意的是，积极和消极的区别，有时存在于“普遍/公共”的场合，有时存在于“特殊/限定”的场合。

前者指的是存在着“普遍/公共的道理，价值判断标准”，并被普遍化/公共化的场合。后者指的是没有“普遍/

公共的道理，价值判断标准”，或者这些标准没有受到普遍化/公共化。或者是随着时间、空间、具体状况，

被特殊化/限定化的场合。 

26 这些观念，并不仅仅是基于朱子学的理和天理自然。在佛教、道教等宗教思想中也能找到这些观念的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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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蔑视和敌对意识等不良因素。同时也造就出西洋中心的近代主义和东洋趣味。而其结果，

使其实心陷入狭隘和普遍的特殊化。换言之，走向了与普遍/公共的道・理不同的道路。当

然这一点也应当成为批判和解构的对象。 

中国与东亚诸国在 19 世纪之后，逐渐受到西洋近代的影响，并与各自固有的近代进行“异

种交配”，从而产生了“混合型近代”。而这种融合，同时伴随着共通要素的亲近、结合以及

对异质要素的批判、抵抗的复杂过程。接下来将以概念史的视角试着考察一下作为共通要素

范例的“翻译语”。比如，西洋近代的“理性”这一翻译语，可以认为与朱子学的“性即理”的命

题有着极深的关联。而且“自由、平等、权利”等概念也是在朱子学的理和“天理自然”的基础

上翻译出来的。众所周知，这些翻译语=和制汉语都产于近代日本。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朱子学对日本型“混合型近代”的生成和近代化做出了极大贡献。因此，将儒教的近代适用于

日本的宫岛氏的观点也有几分合理吧。 

那么，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中国与日本一样，朱子学对中国型“混合型近代”的生成和近

代化也做出了极大贡献。尽管如此，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仍然遭遇了很多“困难”。关于其

理由，宫岛氏解释为那不是因为“中国落后了”，而是因为“不一样的=儒教型近代已经存在于

中国”。笔者虽然也同意其观点，但还有一些问题尚待解决。比如说， “不一样的=儒教型近

代”为何给中国带来了这么多“困难”呢？也就是说，是哪些要素给中国带来这些困难呢。恐

怕在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诸多领域都能找到这些要素的存在。另外，

也有许多围绕着近代中国的国际政治上的诸多原因存在。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思想领域。在这个领域上，儒教型近代对西洋近代的负面进行了诸

多批判，带有很强的“反近代、脱近代”的要素。因此在思想上对与西洋近代产生了诸多龃龉

和对立。而这种思想上的对立也造成了中国吸纳西洋近代时的诸多困难。换言之，儒教型近

代的正面因素恰恰成了中国吸纳西洋近代时的障碍（因为在对抗西洋近代的负的侧面），给

中国的近代带来了诸多“困难”。这样的理解方式，不仅仅适用于近代中国，在朝鲜、越南等

地域也同样适用。 

而与此相反，日本虽然也遭遇了一些“困难”，但依然成功的实现了近代化。其理由大概是

因为日本的固有的近代与西洋近代的共通要素居多。但是，另一方面，也造成日本缺少对西

洋近代进行批判抵抗的“反近代、脱近代”要素。再次强调一下，西洋近代同时具有正负两个

侧面。因此上文的“西洋近代的共通要素居多”，同时也意味着“有很多和西洋近代消极侧面

的相亲和的要素”。或者可以说与消极侧面的共通要素更多。不管怎么说，应当指出日本的

兵学型近代与西洋近代的负的、消极侧面有着诸多共通要素。 

近代以后，西洋近代逐渐压倒非西洋地区的固有近代，并逐渐世界化。在这个过程中，东

亚地区的儒教型近代被无视，儒教传统被误解、扭曲。并被西洋近代的统治理论、标准所评

判。但是时代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兴亡盛衰。在现在，西洋近代已经不再是统治理论，因此也

不再是普遍/公共的标准。因此在当代我们也许可以试着将西洋近代文明，甚至是在此基础

上发展出的世界现代文明相对化，重新叩问它的积极、消极两个侧面。批判扬弃其消极侧面，

从而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尽管如此，“近代是西洋的产物，是西洋的专有物”这一偏见仍然根

深蒂固，因此“近代的咒缚”仍在继续。那么为了打破这种现状，最急需的是什么呢？笔者认

为当下最急需的就是，启发和普及固有的近代和混合型近代的概念框架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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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回日中韩·东亚实学国际学术大会（东北大学） 

2019 年 12 月 21-22 日 

 

长寿社会与现代文明 

——东亚“西方现代”接受共同体的难题与展望—— 

大桥健二 

翻译：黄璐 

 

序 

  

现代文明在名叫全球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理主义的支配下，不断要求每一个人自

立、自我负责、有自决能力，成为“非依存性”的“强大个人”。现代人所生活的文明，是

把经济原理所驱动的活动主义（即前进、扩大、合理、效率、速度、有用、能动、健康、年

轻）当作基本原则，最大限度追求“强大”的文明。这个文明的背景，是把人对自然的支配

视为理所当然的犹太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和分离主体客体，自他分

隔的笛卡儿二元论，以及追求自我的无限扩大、主张自己完全依靠自己的个人主义的“浮士

德式自我”等，也就是所谓的“西方现代”逻辑。 

自 150 年前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比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更积极且纯粹地追求“西方现

代”。而日本的现代社会中显现的种种扭曲和病理现象——如践踏人格尊严的经济差距扩大和

贫富固化、由不平等和不公平感受所产生的社会和代际对立、地域经济的破坏和传统共同体

的解体、人与人之间“联系”的薄弱化与随之而来的个人的孤独和孤立、站在强者立场俯视

和驱逐弱者的社会风潮，以及世界最大规模“老人大国”的出现——这些都产生于这样的“西

方现代”亦即“强大”文明之中。 

今天的日本是走在世界前头的“老人大国”和“老人发达国家”。进入本世纪，日本人

口骤减，少子高龄化越趋严重，世界史中也无先例，在国家规模上成为了人类史上首个“超

高龄社会”（65 岁人口占超过总人口 21%的社会，2007 年日本成为首例）。韩国、台湾相继

出现赶超的势头，然后是中国，再晚一些全世界都要追上。人类首次经历的“超高龄社会”

的未来还不确定，但已经预想到代际对立的激化等问题，前景并不光明。 

东亚世界有阴阳思想，认为天地万物都从阴和阳两种相反又相依的气中产生和变化。我

们所生存的这个宇宙是在阴阳二气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相反相成这种不可分

离的相关相辅关系中形成的。阴阳二气一方绝对需要另一方。渗透今日世界的“强大”文明，

是男性的而且是年轻人的“阳”气的单极支配，因此导致内部产生种种扭曲和病理现象和深

刻的矛盾以及不和谐。 

高龄者，作为现代文明的边缘人（marginal man），——儿童和女性、残疾人、重病病人等

也一样——是“弱者”，相当于与“阳”气相成而不可分离的“阴”气。作为“弱”的象征和

体现者，老人也因其“弱”，反而成为相对于带着病理的扭曲前进的现代世界、即“强大”

文明的替代方案。也就是说，他们把被“强大”束缚住的现代文明相对化了。处在这个位置

上，他们被赋予了现代文明的“变革者”又或者是“救济者”的资格和义务。 

 

1.“不添麻烦”的老年 

 

发源于美国，如今覆盖整个现代世界的全球主义和优胜劣汰的新自由主义加速了社会断

层和差距形成，当中可以看到，自立、自我负责和自我决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强大个人”

逻辑，也就是“强大”逻辑，在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上支配着现代文明。尤瓦尔·诺瓦·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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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利（SAPIENS：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2011）把“个人”和“家族、共同体”及“国

家、市场”的相关关系划分为现代以前和现代以后,并用“弱小个人”与“强大个人”的对

比关系图作出了展示。 

 

现代以前=弱小个人→强大“家族、共同体”→弱小“国家、市场” 

现代以后=强大个人→弱小“家族、共同体”→强大“国家、市场” 

 

现代以前的人是在强大“家族、共同体”中生活的“联系中的自我”，也就是“相互依存、

互惠互酬关系之中的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相反，现代以后，“原子自我”（atomistic self）

占据社会中心，“家族、共同体”成为非必要的。比起亚非等地的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的“联

系中的自我” （interdependent self），每个人分散分离的“原子自我”大步前进成为社会主

流。以“强大”为最高价值而排斥“弱小”的现代文明，倾向于惧怕并以依存性（dependence）

为耻。 

在医科学大学中我所担任的一般教养讲座“哲学与死生观”（对象是大一学生，每年 300

人左右听讲）2019 年度春季学期的考试中，我出了下面的论述问题：①你怎么看现代日本

的高龄者？②你的理想的老年生活是什么样的？对于问题①，多数学生提到近年高发的高龄

者交通事故，并带否定态度地认为不返还驾驶证并继续开车的老人是“危险”并“傲慢”的。

对于问题②，几乎全部人无一例外地回答，理想的老年生活是重视自己的“健康”以及“不

给家人和周围的人添麻烦”。学生们异口同声说出的“不添麻烦”的理想老年人形象，正是

同样源出于现代文明所强调的自立、自我决定和自助努力（非依存性），与其相对应。“终活”

——人生终结活动，亦即不给周围添麻烦地死去——成为潮流也是一样，是现代文明所强调的自

立、自我决定和自助努力（非依存性）精神一个不漏地渗透到年轻一代的结果。战后的日本

教育界一直不变地给儿童学生灌输“成为不给别人添麻烦的人”这种思想，致力于养成以自

立的独立个人为理想的“强大个人”。因此现代的青壮年一代对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理主义

不会感到多么不自然，反而觉得亲切。 

这种可以叫做日本人的集体无意识（Archetypus）的“非依存性”精神和感受的背景，

可以想到①源平以来的武士文化所培养的、以依赖他人为耻的社会风潮；②明治以来，在社

会上广受欢迎的福泽谕吉的“独立自尊”价值观；③1980 年前后开始、日本对由英美政治

家和学者主导的遍布现代世界的新自由主义——以不断竞争、自我革新、自我决定、自我负责

这样的“强大自我”为前提——的无条件接受和全面跪拜；④在反省战前整体主义的基础上制

定的《教育基本法》（1947 实施）把“个人的尊重”——个人主义或者“独立自我”“自立个

人”的强调——放在重点，战后教育把其当作根本价值造成的结果，等等。 

 

2.易受伤性（vulnerability）和非依存性的自我（independent self） 

 

在现代日本社会，退休后，上班族从劳动中解放，变成“终结了的人”，也就是“社会

的死人”。很多日本人，在公司里倾注不少精力，努力得到“有能力”“有用处”的认可。离

开了公司以后愕然发现，无论在公司还是在家庭里都没有容身之所。这样的人，波兰社会学

家齐格蒙·鲍曼（1925－2017）形容为“不需要的人”或“废弃的人”（wasted humans）。这

类不事生产的人对经济活动没有贡献，他们的存在没有价值，为社会所排斥，失去归所。

（Wasted Lives: Modernity and its Outcasts 2004） 

鲍曼把“现代”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是“固态化的现代社会”（solid modernity），后

期是“液态化的现代社会”（liquid modernity）。前期是有明确秩序和强力组织的稳定社会。

相对地，后期是固定秩序和组织解体后，液态化的不稳定、不明确的社会。因此个人被迫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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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责任去获得自己的自我认同。（Liquid Modernity 2000） 

与鲍曼同样出身波兰的社会学家的乌尔里希·贝克（1944－2015）把由于产业革命而形

成于 19 世纪的产业社会称为“第一现代”。以此相对，他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伴随着新

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出现的现代称为“第二现代”。这是现代化的现代化，也就是现代的

激进化，即“再归的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sierung）。在这个时期，人彻底地“个人化”

（Individualisierung）。在这一点上，世界变成“危险社会”（Risikogesellschaft）。（Reflexive 

Modernization：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1994） 

根据贝克所论，这样的“再归的现代化”必然会出现二元对立的状态：一方面享有繁荣

和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却伴随着恐慌、大量失业、民族主义、世界规模的战争以及新的难民。

社会“联系”无限解体，人们“个人化”，核家族分解，结果是无力从事经济活动的高龄者

面临着被家人抛弃的风险。高龄者们一方面享受了经济繁荣和科学技术的恩惠。另一方面，

在海德格尔称为“Ge-stell”的，道具性、材料性和有用性占据基础地位的世界中，或鲍曼

称为“液态化的现代社会”和贝克称为“再归的现代化”中，乃至今天的“全球化现代”必

然产生的没有人情味和冷酷的“危险社会”中，高龄者不得不在巨大的威胁中度过剩下的人

生。 

在今天的全球化现代，也就是“危险社会”中，之所以能看到现代人基于非依存性的“自

立”思维生出“超越依存性”这样的生存方式，是因为人类忘却了自己是“易受伤的”

（vulnerable）和“易碎脆弱的”（fragility）这样的“弱小”存在，从而产生不自然的“非人

性”。现代社会中，渗透着以依赖他人为耻、极端恐惧依存性（dependence）的潮流。现代

人形成于二元对立的笛卡儿范式（Cartesian paradigm）之上，把“非依存性的自我”

（independent self）毫不怀疑地视为理所当然。然而，“弱小”不才是人类固有的存在方式

吗？自己，是在省悟到自身的身心界限之时，积极依靠他人、开心地接受他人的厚意的“弱

小”的自己。而率真地接受这样“弱小”的自己的这种“强大”，不才是要追求的吗？ 

根据近年的人类学研究，初期人类（七百万～二十几万年前）并不是其他动物的 Man the 

Hunter（狩猎者）。相反，人类遭到许多大型肉食动物（老虎、狮子、豹、美洲狮、狼、鬣

狗、蛇、鳄鱼等）的捕食，是非常脆弱的被捕食物种，也就是 Man the Hunted（被狩猎者）。

因为身体上的“弱小”，人类进化出较大的大脑，选择集体生活，提高语言交流能力，并发

展起与他人合作及体恤照顾他人的相互扶助的社会性。（唐娜·哈特等 MAN THE HUNTED 

2005）。人类没有牙没有爪子没有角也没有能迅速逃跑的腿脚，在很长一段生存的历史之中，

都过着身心“弱小”的生活，日夜惧怕命丧捕食者。“弱小”是人类固有的本质，是人类进

化的原动力。 

高龄者在其体验上，必然知道在身体上和本质上“弱小”的人是与他人密切“联系”的

“相互依存的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知道人是凭自己一个人既活不了也死不了的“弱

小”存在者。很多老人在这时候才发现新的自己，发现自己不管愿不愿意都是能动性受削弱

而被动地生存的人，是感谢他人的厚意和帮助的“弱小”存在。被现代文明的“强大”所捆

绑，困于傲慢和狭隘视野之中的自我，醒悟到自身的“弱小”，才第一次能够拥有向他人、

向广阔世界开放的宽大的心。 

 

3.“弱小”哲学 

 

如果在现代世界里有什么能够成为唯一的希望，那不正是“弱小的逻辑”（弱小哲学）

吗？仅强调“强大”而蔑视“弱小”的社会是不健全的社会。美国医疗伦理学家丹尼尔·卡

拉汉（1930－）对于现代偏重“以自立为目标”，也就是“超越依存”这样的生存方式，指

出了下面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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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方面强调“自立”（independence）的社会， “死亡恐惧”和“对自己失控的恐惧” 反

而会蔓延。放弃自己的命运完全由自己掌握这种目标，就需要有与此不同的“别种生存方式”。

人的条件存在于“易碎脆弱性”（fragility）中。现代社会中惧怕“依存”（dependence）的潮

流正在渗透。而且促使每个人自立的目标设定增强着拒绝承担“他人的生活和负担”的风气。

人在一生中，对于一个人办不到的事，依赖他人绝对不是“污点”，而是人类固有的性质，

是被赋予的“依赖他人的才能”。“在依赖他人的才能之中，有价值，也有必需的美德。那是

对他人的照顾打开心扉，自愿委身于强大和同情”。自己直率地接受自身“弱小”才能与他

人产生真正的相互关系，甘愿接受自身“弱小”才能发现与以前不同的“新的自己”。（The 

Troubled Dream of Life 2000） 

海德格尔用“先行的决心”（Vorlaufende Entschlossenheit zum Tode）这个难解的词来表

述哲学的“终活”（死亡准备活动、终结活动）。而根据对海德格尔影响重大的德国哲学家马

克思·舍勒（1874-1928），支配现代文明的是快乐主义和“自我负责”思想。这种思想割断

人与人的联系，把人引向“孤立化，孤独，不确定性，远离共同体、传统和自然，忧虑，以

及生的忧虑”。在这里出现的是，一方面是仅依靠自己和自己的意志，去获得“自我尊敬”

和“非依存性”的努力，另一方面是对他人的不幸和弱小迟钝无感的“紧张”形社会。要从

孤立和孤独中拯救人们，恢复人们与世界及他人的联系，只有走“缓和紧张的道路”（Weg der 

entspannung）。使之可能的，是脱离竞争思想的掌控，转换方向，采取对自身存在“谦虚”

（humilitas）的姿态，和意识到自身“渺小”的态度。重要的是干脆地放弃“自己误以为的

正确、品位、功绩和别人的尊敬”等。（Zur Rehabilitieung der Tugend 1913） 

现代文明以“强大个体”为前提。与之相反，老人和儿童是不得不依赖他人的“弱小个

体”。现代世界与“强大”并肩同行，使各种矛盾和扭曲在今天显现。这里要寻求的、能对

此进行挽救的，是与老人儿童共通的“弱小个体”逻辑，是“弱小哲学”。为此老人首先必

需觉醒。能自觉地、有意识地学习和实践“弱小”哲学，成为“弱小个体”生存方式的主体

的，不是儿童，而是老人。 

 

4. 希律主义（Herodian） 

 

近代以来东洋世界，特别是东亚三国——中国、日本和韩国，是世界上最积极信奉、接受

和追随“西方现代”的国家，并获得了超过西方各国的巨大利益。日本成为东洋世界中“西

方现代”最突出的优秀学生的契机是明治维新。东亚的现代化目标发端于 “西方的冲击”

（Western impact），即从鸦片战争（1840-1842）起西方列强向东方的侵略。受到冲击，明

治政府高举复活神国日本，致力于富国强兵、欧化政策和祭政一致，热烈且专心不二地追求

西方现代的“强大”文明。幕末时期对西方列强压倒性的军事力量的恐惧和水户学的异人恐

惧症（xenophobia）造成的集体歇斯底里反转变成对西方文明的放手接受和追随。 

    某个文明遭到侵略性的外来（alien）文明进攻，自身受到挑战时，有吉洛特主义（Zealot）

和希律主义（Herodian）两种反应。吉洛特主义是依靠自己所相信的神，把自己关在自己的

壳里，全面且狂热地排斥外来文明。相反希律主义的反应——犹太国王大希律王、俄国彼得大

帝以及日本明治维新的指导者们——是冷静且算计地“把入侵的外来文明所持有的武器变为自

己的武器，用借来的武器来从武器本来的发明者的进攻下保护自己，以此不让自己落后于入

侵的文明”。然而这样即使能免于采取吉洛特主义导致的没落的命运，代价却是“自己招来

沦落为侵略方文明生存方式的命运，其本身伴随着自己特有的痛苦和报应”。（阿诺尔德·汤

因比 The Psychology of Encounters between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1956） 

    西方列强侵略东方之时，中国和韩国当初采用了吉洛特主义。日本不同，一开始就选择

了希律主义（西洋派、近代派）。如此选择的明治政府乃至现代日本，都是侵略者文明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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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方现代“强大”文明的热烈模仿者和追随者，不断品尝着“痛苦”和“报应”的代价—

—西方现代招致的种种扭曲以及各种病理现象——直至今日。看到通过明治维新最早实现现代

化的日本，中国和韩国在其后也把路线改为希律主义，直到今天。 

 

5. “阳气”和“阴气” 

 

日本对“强大”文明的追求，终结于军事化大日本帝国的大败（1945 年 8 月）。但战后

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复活，并积极加入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路线。明治以来

的对“强大”文明的追求和信奉并无变化。 

东亚三国共通的是“气”的思想。气是构成自然、人或万物根源的物质或能量。如“一

阴一阳之谓道”（《易经·系辞上》）“阴阳者气之大者也”（《庄子·则阳》）所说，天地万物的

生成变化都在于阴阳二气及其相互作用。 

阴阳二气之中，“阳”气是“天、光、明、刚、火、夏、昼、生、父、表、动物、膨胀、

上升、前进”，表现为“能动、功绩、活泼、兴奋、利益”的形式。另一方面“阴”气是“地、

暗、昏、柔、水、冬、夜、死、母、里、植物、收缩、下降、后退”，拥有“被动、防御、

沉滞、抑制、损失”的性质。如果说前者是男性的“强大”的气，后者就是女性的“弱小”

的气。阴与样总是成对，缺了某一方另一方便不能存在。阴阳二气是万物生成的原理的同时，

也是相互交感、循环、流通、交替、生成消灭、屈伸变化的原理。“天地只是一气、便自分

阴阳、缘有阴阳二气相感、化生万物、故事物未尝无对。天使对地、生便对死、语默动静皆

然”（《朱子语类》卷 53，孟子三“公孙丑上之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宇宙万物由于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而成立。像拉丁语里有“Contraria sunt Complementa”

（对立二者互补），相反的两种气（阴阳）是处于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相反相

成这样的相关、互补、相依的关系中的。天地万物要正确地生成变化，世界要真正地运行，

阴阳两种相反的气的存在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条件。缺乏某一种气，必定会产生偏倚的冲突和

巨大的不和谐。 

犹太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以自他的分离对立为中心思想而追求

不断前进和扩张的笛卡儿二元论以及浮士德式自我，这些内藏某种傲慢的“西方现代”正是

男性的“阳”气排他地单极支配的“强大”文明。近年抬头的英美等国的强权政治高举反全

球主义，但“我国第一主义”也是在其傲慢、排他和攻击性上同属一个范畴。 

日本的现代化（资本主义化、经济化、工业化、城市化、理性化、效率化、组织化、管

理化、信息化、个人主义化），纯粹且热烈地追求着“西方现代”。到头来产生的是潜在的功

能紊乱（latent dysfunction）——即行为者没有计划也没有预料到的负面有害效果和作用，体

现为刻薄的没有人情味的差距社会，以及在世界史中无先例的人口骤减和“老人大国”亦即

人类首个“超高龄社会”的出现。用阴阳理论来说，就是“阳”气的单极支配，形成了在明

朗和丰富包裹下野蛮和不公的怪异社会。 

 

6.共同体主义（communitarianism） 

 

扩展至全球的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主义，是以自立的非依存性的主体、不受一切他人

约束的自由独立的自我，也就是“强大个人”为大前提的。对此，批判现代自由和个人主义

式自我，主张共同体主义（communitarianism）的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美国哲学家，1929-）

认为，身心的“弱小”，也就是“易受伤性及脆弱性”（vulnerability and fragility）才是人的

本质，认为人不是自立和非依存性存在，而是相互依存的智慧动物，把人称为“依存性的理

性动物”（dependent rational anim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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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homosapiens）与其它动物不同，能够想象和思考（sapiens）。反过来，精神上的

“痛苦”（affliction）也是人的宿命，人是“易受伤”（vulnerable）的存在。人不依赖固定的

他人、不从他人处得到保护和支援就生存不了。不仅是老人和幼儿，人都有“易受伤和受苦”

的宿命，那么对他人的“依存”就不是要被否定的负疚和耻辱，不如说是遵循人类存在的本

质的行为。现代的“强大”文明高举个人的自立和自力为理想，要求并称赞“自立的美德”

（virtue of independence）。反之，人作为“依存性的理性动物”（dependent rational animals），

相互依存和依赖他人是“生”的无可避免之事和不可或缺条件。这样的人必需从存在的根源

处，唤起人固有的、在相互依存和互酬关系中培养起来的“被承认的依存的美德”（virtue of 

acknowledged dependence）。（Dependent Rational Animals: Why Human Beings Need the Virtues 

1999）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年代至九十年代热烈展开的政治哲学争论“自由主义-共同体主义争

论”（The Liberal - Communitarian Debate）中，约翰·罗尔斯（美国政治哲学家，1921-2002）

等现代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们强调脱离历史和传统、集团和家族等一切共同体而成为自由的

“自立个人”。另一边，是对此作出批判的麦金泰尔等共同体主义论者，他们认为人不可能

脱离历史和城市、地域、家族等各种共同体，是“处境中的自我”（situated self）的。 

麦金泰尔是与迈克尔・桑德尔（美国政治哲学家，1953-）一同为人所知的共同体论者

代表。他批判把自我与所属的共同体割裂的现代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桑德尔批判地称其为

“无负累的自我”（unencumbered self）——是把自己关在自我满足的道德里的“孤立和自我

陶醉”。在意识到自己是历史和传统，还有家族、近邻、城市等各种共同体的一员之时，人

才发现自己。因为共同体中的横向扩展，历史和传统中的纵向时间感觉，才能为我们打开“未

来的可能性”。（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1981） 

桑德尔与麦金泰尔的这种共同体主义，在战前日本的整体主义国家及同化压力巨大的现

代日本社会，经常被批判为是压抑和妨碍“个人尊严”“个人自由”的恶劣思想。然而把共

同体主义当作一种负面思想，是将个人捆绑在家族、地域、教会等组织集团的“负累”，这

样的否定评价是不正确的。因为共同体（community）不仅对拥有“易受伤和脆弱”的“弱

小”本质的人提供相互扶助和相互依存的场所，而且也是让每个人意识到、在每个人心中唤

起“相互依存的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这个人类的条件的场所。 

 

7.孝（生命连锁性 Generativity）的哲学 

 

    麦金泰尔在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第二版（1984 年）的日语版《无美德的

时代》序言中，承认儒学思想价值很大，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灾难的道德上的治疗”，能够

“依靠从古代所得的传统”。人应该具有的“德”这一概念可以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找到。

亚里士多德与儒学思想在很多方面都大幅一致，如双方都“提供适合于人的所有社会生活的

道德秩序”。与亚里士多德最相近的是中国宋代的儒者程颐（程伊川，1033-1107）和朱子

（1130-1200），以及把这两人的“新儒学思想适用于日本的著述家们”。 

    麦金泰尔没有写出“新儒学思想的日本的著述家们”的具体名字，但我们可以列出江户

时代研学新儒学（朱子学和阳明学）的藤原惺窝、林罗山、中江藤树、熊泽蕃山、山鹿素行、

伊藤仁斋、荻生徂徕、新井白石及山崎暗斋等作为候补。他们信奉的儒学思想中，共同体主

义伦理是“忠孝”道德。然而，对君主的“忠”和尊敬侍奉父母的“孝”，在战后一同作为

支持天皇制整体主义国家的恶劣封建道德，作为与民主主义和现代市民社会对立的东西遭到

彻底清算。 

不过君臣、上下关系的“忠”的道德，在战后的“公司社会”中悄然复活，成为很多日

本人化为“属于公司的人”、为公司竭尽忠诚的动力。与之相反，由血缘结合而来的家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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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孝”现在也没有复活的迹象，并遭到巨大非难。尖锐批判安倍政权的教育政策和改宪案

的前文部科学省事务次官前川喜平，将 2018 年度提升上教科的“道德科”中“把家庭理解

为国家和社会的一个单位，敬重父母”的说法视为问题。他认为“对集团的归属”及“敬重

直系尊亲属这种重视纵向血统”的姿态会导致教育敕语的复权，对此严厉责难，甚至断言“有

违背个人尊严这一宪法价值的嫌疑”（前川喜平《面从腹背》每日新闻出版，2018 年）。 

从前川这个现代日本教育行政的前第一把手的发言中可以看到，他认为儒学的“孝”思

想是强调“敬重直系尊亲属的纵向血统”、否定“个人”的逻辑，是导向教育敕语复权、向

战前回归的阴魂不散的亡灵，也是与“个人尊严”的宪法基本精神对立的有害思想。然而，

“孝”本来并不是单指对父母的思念仰慕及家父长性质的报恩关系这样狭窄而有局限的概

念。“孝”，在对双亲的爱情、在生命的尊严和延续这一点上，是极为自然的美德，而且也是

人这种“依存性的理性动物”（dependent rational animals）必需从其存在的根基处唤起的“被

承认的依存的美德”（virtue of acknowledged dependence）中的首要美德。 

江户时代的新儒学思想家中，不仅着眼于支持幕藩体制主从关系的“忠”，而且例外地

重视“孝”，并把“孝”从祖先崇拜和报恩关系这种家族/宗族中心主义中解放出来，升华至

大格局的、深远的哲学概念的，是中江藤树（1608-1648）。藤树是继承了王阳明认为恋慕父

母的感情“孝”才是人原本的根源性的心的存在方式这种思想的哲学家。他如此说道： 

 

舍此宝（孝）则人之道不立。非仅人之道不立，天地之道亦不立。非仅天地之道不立，

太虚的神化（宇宙万物的生成变化）亦不发生。因太虚（宇宙生成的本体、宇宙万物的

根源）、三才（天地人）、宇宙、鬼神（神灵）、造化（万物的生长化育）、生死，皆悉包

含于此宝。（《翁问答》上卷之本，1641 年） 

 

    根据藤树，“孝”超越了对父母的敬爱和孝顺养育等家族主义美德的现世维度，被升华

为深远的哲学概念，是天生的真情、生命的流淌及延续性、以及人的本性，是贯通于天地人

的普遍原理，是人应该践行的最高道德，是万物生成的根源（太虚）。“孝”所指示的“太虚

（宇宙生成的根源）—天地万物—人类—祖父母—父母—我—子—孙”这个纵向的无限血缘连锁，

与批判现代个人主义，把人看作“依存的理性动物” （Dependent rational animals），认为因

人的“易受伤性和脆弱性”（vulnerability and fragility）而当然需要“对他人的依存”的麦金

泰尔的重视传统的共同体主义十分接近。 

 

8.祖父母型（Generativity） 

 

战后日本民主主义社会所厌恶而彻底避忌和无视的“孝”，是老（弯腰拄拐杖的老人）

和子（头大手脚柔软的幼儿）组成的会意文字，是老（面向死的存在/死）与子（面向生的

存在/生）这组方向相反的对立者或相反者的一体化。这与其说是父母与孩子，不如说更接

近祖父母与孙子的关系。 

美国精神分析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自创了“Generativity”（生命连锁性）或者

“Grand-generativity”（祖父母型生命连锁性）这样的词语，表达了类似儒学的“孝”的思

想。（The life cycle completed 1982、Vital involvement in old age 1986）generate（产生）与

generation（一代人）组合起来的 generativity 被翻译为“生殖性”“世代性”“代际继承性”

及“下一代人培养能力”等。可是 generativity 表达的是不同代人的一体化和相互关系，翻

译成“代际交流”或者“生命连锁性”不是更恰当吗？ 

祖父母型 Generativity 与儒学的“孝”基本一致。老（祖父母）与子（孙子）的相互关

系“Grand-Generativity”，在“亲缘角色的极致”这一点上，“向老年人提供了一个老年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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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致的生命联系（vital involvement）”。无法改变“走向死亡”命运的老人们，被期待去努力

连结“下一代人”，创造与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寻求“相互关联与相互依存的成熟”。

“人类的未来的唯一的希望，正是这种相互依存的认识和接受，这才是地球这颗行星生存下

去的唯一的道路”。（爱利克·H·埃里克森 等，Vital involvement in old age 1986） 

埃里克森用编织物的“横线”和“竖线”的关系来说明“Grand-Generativity”。老人是

历史和传统这些祖先流传下来的价值的守护者，为在社会这个“横线”中生存的下一代人提

供从历史和传统经验中得来的智慧这种“竖线”。横线和竖线的相互连结，会加强所有世代

间人的相互依存性，为确立和谐社会的整体性作出贡献。在这里问题是，现代的老人要怎么

样才能成为共同体中不可缺少的“共同劳动者”，怎么做才能让他们提供经过经验验证的“智

慧”（wisdom）这一点。 

要让他们提供“智慧”，埃里克森提出了一个方法，就是创造一个“共同学习体系”，造

就让各个年龄层和不同世代的人一起学习的场所。“我们几乎没有上过共同学习体系的学校，

没有经历过与不同代人一起学习。”“几代人聚在一起，几乎只有家人团聚的时候。因此年轻

一代无论是在预想即将迎接的人生阶段及其课题，还是对一同回忆老一代人以前的人生阶段

并敏锐地作出共情和理解都很困难。对老年人来说这是一个损失，虽然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

到。”（Vital involvement in old age） 

“总是跟自己同辈人相处，有时候会疲劳。老人们跟比自己年轻的男生女生作伴，会很

开心，可以感受到孩子自然的童趣之心。…可以断言，对老年人来说没什么意思的、习惯性

的同代人交往，是老人歧视这个今日社会问题的根源”。（同上） 

年轻一代有必要积极争取与老一代人接触和交流的机会。在这里我们要得到的是，“教—

被教”——老年人的提供“经验和智慧”年轻人提供“活力与希望”——的互酬性质的“助力与

交换”。老年人应该做的，是作为拥有“悠长历史与故事”的“时间搜集者和记忆保存者”，

把积蓄的“智慧”和“过去的技术”，面向未来让渡给下一代的年轻人。 

老年青年无论哪一代人都与他人产生深刻联系——即使其中会产生不少对立和纠葛——是

丰富人生和人性的不可或缺的条件。特别是高龄者与年轻一代无隔阂的代际交流，也就是儒

学的“孝”（生命连锁性 Generativity，Grand-generativity），或者说不同代人之间的相互依存

的“照顾”——内尔·诺丁斯的“caring”，海德格尔的“sorge”——的实践，难道不是改变同是

“弱小”的老人和年轻人双方的生存方式、意识和人格的力量吗？其中会产生“照顾—被照

顾”“教—被教”“帮助—被帮助”这样的相互辅助和互补的深入关系。这种关系不正是促进老

人和年轻人相互的人格成长，唤醒人本来拥有的对他人的亲切和关心等高贵心性的东西吗？ 

 

9.终生学习与“不朽”之道 

 

在近世日本，接受了把老庄和佛教的思辨结合到孔子思想之中的新儒学（朱子学和阳明

学）的儒者之中，享有“终生学习”（lifelong learning）的实践者和提倡者的声名的，是在

71 岁辞去筑前福冈藩儒之职到 85 岁故去之间书写了数量庞大的著作的贝原益轩

（1630-1714），和幕末期儒学界的泰斗佐藤一斋（1772-1859）两位。 

享年 88 岁的一斋，用 42 岁到 82 岁的 41 年间所书写的哲学性质的文集《言志四録》，

由《言志録》（刊行时 52 岁）、《言志后録》（66 岁）、《言志晚録》（78 岁）和《言志耋録》

（82 岁）四卷所构成。“士以独立自信为尊。不可起依热附炎之念”。（《言志録》）“士应赖

己所有。惊天动地之大事业亦凭一己缔造”。（同上）“提一灯行暗夜。勿忧暗夜。仅赖一灯。”

（《言志晚録》）“志学之士，应赖一己。勿依人之热（恩惠）”。（《言志耋録》）在这些语句中

看到的，是追求自身坚定的“独立”精神和自立的强大个人的武士的特性。这些思想变成战

后教育总纲领《教育基本法》（1947 年实施）一贯强调的“个人尊重”“个性尊重”，一直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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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到今天。 

贯穿一斋学问的，是人必需尽其一生去学习这个强烈信念，即“终生教育”（lifelong 

education）或者“终生学习”（lifelong learning）。“此学为吾人一生之负担。死而后已。”“孔

子从志学起至七十，每十年觉知自己之进步，孜孜进学，不知老之将至”（《言志后録》）。“老

学最适宜老力应鼓励”（《言志耋録》）。下面这句有名的话表达了一斋终生学习的核心，即人

以“死而后已”（《论语·泰伯》）的精神努力活到老学到老： 

 

少而学则壮而有为，壮而学则老而不衰，老而学则死而不朽。（《言志晚録》60） 

 

一斋这句话，是根据朱子和吕祖谦所编《近思录》（1176 年刊行）的“不学便老而衰”

（《近思录·为学》）而来的。“老而学则死而不朽”中的“不朽”，一般被理解为“名声”的

永续。儒学之徒期望通过践行“德”，在现世得到“长寿、健康和财富”，在死后得到“留存

后世的名声”的报酬。（马克思·韦伯 Konfuzianismus und Taoismus 1920-21）然而一斋说“人

看月，皆为赏玩之看。应在此思及宇宙无穷之模样”（《言志録》）。把月看作在诉说宇宙的永

恒性和无限性，从这种看法中可以得到与“不朽”的一般理解不同的解释。 

通过不断学习，人能够上升为“不朽”（永恒）的存在者。这个存在论上的强烈信念，

与斯宾诺莎“人的精神不能完全随身体之消灭而消灭，但是它的某种永恒的东西仍然留存着”

（《伦理学》V 命题 23）所表达的，人通过获得最高的认识而觉醒到自己是永恒的思想相通。

如果宇宙是永恒、是无限，那么如此相信的精神也拥有永恒性和无限性。在“永恒之相下”

（sub specie aeternitatis）认识这个世界的所有事物，也就是对永恒且无限的“神”（有秩序

的宇宙、造化的法则）的爱中，会产生无上的喜悦。（《伦理学》V 定理 42） 

一斋所说的“不朽”的意思，是不断学习使我们能够参与和到达永恒和无限。有死的人，

通过学习，而在其中发现永恒和无限的自己。人的生并不因死而断绝。“老而学则死而不朽”，

可以理解为，是对狭小有限的人通过学习而转变和升华至不灭和永恒的信念或者说愿望，是

表达巨大喜悦的字句。 

72 岁死去的孔子（公元前 552/551-公元前 479）在“十五志学”55 年后的 70 岁时，表

述自己所到达的老年心境是“七十而从心，欲不逾矩”——到了七十岁放开心，所欲是不逾越

规矩。“从心”——唐代《开成石经》（中国现存最古老又最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儒教经典的石刻，

837 年）中，记载着“七十而从心欲不逾矩”。而唐代诗人柳宗元（773-819）是在“七十而

从心”这里断开，后面再接“欲不逾矩”（《与杨晦之书》）——就是放纵、放开心、放宽心及

任性随心的意思。这应是意味着面朝天空的明朗放松的心境。这样的老年期特有的超越境界

或者说解脱的境界——继承了埃里克森的终生发展理论的拉尔斯·托恩斯塔姆（瑞典社会老年

学家，1944－2016）把同样的心境称为“老年的超越”（gerotranscendence）——产生于为达到

成熟而不断学习的老年心境。但是这种自我提升的努力，并不是像现代日本畅销书里明显罗

列的、充满了自我爱惜和自我怜悯的“孤独的推进”或“孤独礼赞”这种非依存性自我

（independent self），或集中并沉湎于自身的沉浸的自我（self-absorptional self），而必需是向

他人、向世界，并向未来大大敞开的心境。 

 

10.作为变革者或者救济者 

 

孔子问弟子们（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各自的志向时，曾皙——《孝经》的作者及

作为“孝”的实践者而知名的曾子的父亲——答道：“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

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孔子对这个回答心生感动。他之所

以表扬曾皙，在于“老龄者，本应寻求老人为友，却向往与冠童（年轻的青年与少年）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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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能有这种行为，多少是因为他们拥有异于常人的大格局精神。（佐藤一斋《言志晚録》） 

将一生奉献给儒教理想主义的熊泽蕃山说“幼而学，壮而行，老而教”。尼采在《查拉

图斯特拉》里写到的“三种变化”中，是忍耐顺从地进学的年轻时期的“骆驼”——有攻击性

和行动力的壮年时期的“狮子”——老年则变成肯定万物及承担新的创造的“幼子”。而蕃山

认为年老之人的任务和存在意义在于“教导”青少年。 

 

人幼而学，壮而行，老而教，理所当然。违反者叫国贼或者谷贼（吃白饭的）。老后从

现役退下，回到乡里，教导子弟及邻里的孩童，不浪费天授的生命和精神，这叫不谷。

（蕃山《论语小解·宪问》） 

 

埃里克森的祖父母型生命连锁性（Grand-Generativity），在儒学世界极其寻常，从以前就一

直被践行，决非稀有之事。 

    今天的“强大”文明，形成于相对化并阻止它的“他者”不存在的状况中。都拥有依赖

他人的“弱小”性的老人（senex）和儿童（puer），二者的一体化——儒学的根本原理“孝”

也是面向死的“老”和面向生的“子”这两个相反之物的结合——，在古典拉丁文中是“puer 

senex”（老人一样的少年或少年一样的老人）。“puer senex” 也用来称赞显贵之人，在罗马

古代末期与基督教古代的各个世纪，被赋予“小孩和老人的结合的特色”。世界各宗教皆当

他们是“带来救济的人”。（恩斯特・Ｒ・库尔提乌斯 Europäische Literatur und lateinisches 

Mittelalter  1948） 

资本主义被自助努力和自我负责的现代“自我”所诅咒，它是“非人称性、无差别性、

匿名性的暴力”，生于其中的是“全球化且无情地对他人持续侵蚀的自我的自我中心主义”。

野蛮无情的资本主义之所以能无限制地全球化并进展到欲望赤裸暴露的新自由主义，是因为

没有相对化和阻止它的“他者”。能“外在”地对抗资本主义的“他者”，亦即“绝对他者”

的消失，正是这样非人的资本主义世界存在和站得住脚的究极原因。20 世纪风靡全世界的

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或者各阶层市民开展的“市民运动”，无论哪个，只要是在资本主义

整体性的“内部”发生的，便不能成为在强力的资本主义之前使其相对化的“绝对他者”。

能变革今天非人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不是“市民”和“市民运动”。只有通过不能被还原到

资本主义整体性“内部”的“绝对他者”的存在，以外部的“他者”为前提，才可能做到。

（青木孝平《“他者”的伦理学—读列维纳斯、亲鸾以及宇野弘藏》，社会评论社，2016 年） 

对于现代世界，如果“绝对他者”或者“外部的他者”不能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意

识形态中，也不能在民主主义和人权思想等之中找到，那能变革野蛮无情的资本主义世界的

“他者”，要从哪里找呢？生存于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市民”，也同样不能成为相对化

这个世界的“他者”。在“内部”又有这个资格的，是老人和儿童——女性、病人或残疾人们

也是——等“弱小个人”。 

现代文明在明朗丰富和经济繁荣的表面下，在僵硬化的歧路上前进。能促进现代文明变

革和轨道修正的，不是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而是被现代文明边缘化的高龄者和儿童、病人

和残疾人——在现代日本也包括女性——等“弱小”地生存着的社会的“弱者”们。他们这些“弱

小主体”“通过经验知道自己是易受伤的（vulnerable）、弱小的存在，是拥有向多样性敞开

的人的丰富性的肯定的存在”。正是他们“带来相对化由‘强者’构成的今天的闭塞社会的

视角”。（细田满和子《过中风生活的意义——疾病与残障的社会学》，青海社，2006 年） 

资本主义世界，也就是现代文明，是极度肯定“强大”以及以“强大”——现代日本议论

的宪法改正或者核武装论等也是“日本强大”化的一环——为目标的文明。可以把它相对化并

带来变革的主体，只有“强大”的另一极“弱小”。在肉体上及社会上都是弱者的老人，是

必然要依赖他人的“弱小”。他们不能被还原到以非依存性的“强大”为核心的现代文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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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拥有“绝对他者”的资格。老人，作为位于现代“强大”文明另一极的“弱小”的体

现者，作为“绝对他者”，是把表现出各种扭曲的今天的“强大”文明（新自由主义、市场

原理主义、军事力量强化、非依存性个人主义）相对化的唯一强有力的存在。避免沉浸于仅

考虑自己年老后的幸福安定的自我满足、自我怜悯和自我享乐，即使是微弱的力量，也要意

识到自己是现代文明的“变革者”或者是时代的“救济者”。这是对老人们的要求。 

 

结语 

 

全球主义（普遍主义、经济增长主义、个人主义）把地域主义（localism）与共同体主

义（communitarianism）认作是不适合“西方现代”的“弱者”而将其从日本社会中废除、

分解和破坏。扎根于地域的传统共同体（community），是对我们每个被赋予“易受伤性和

脆弱性”、作为“相互依存的自我”的个人，唤起相互扶助的生存方式和人类存在本质意识

的场所。现代的全球主义必然产生的“强大”文明的单极支配——如果说能将其相对化的是“弱

小”文明，那么身心皆不可避免地“弱小”的老人，以及与我们人所持有的“弱小”有深切

关联的共同体，则应该承担核心工作。 

老幼两个“弱小”世代结合体的“孝”，与支配现代世界的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原理主义

残忍破坏的地域社会共同体——近年“municipalism”在欧洲抬头。它不仅限于选举形式的间

接民主主义，而更重视扎根于地域的自治民主主义和达成一致意见这种参政形式。由于这种

地域共同体的思考方式，这个词被翻译为“地域主权主义”或“地域自治主义”——都是最贴

近我们的、引领更美好未来的希望。人仅封闭于利己的“个体”、被隔断、人的相互关系被

无限稀释的现代社会，以共同体主义（communitarianism）及“孝”（生命连锁性 generativity）

等反现代的“联系”为开端，世界或将变为真正适合人生存的世界。 

瑞典的年轻环境活动家格雷塔·埃恩曼·通贝里（2003-）受联合国邀请，于 2019 年 9 月

23 日举行的防止全球变暖的“气候行动峰会”上，作为年轻人代表发表了演讲。她激烈抗

议，说：“你们大人，在嘴上就空谈可持续经济发展，却不当一回事地破幻生态系统和我们

的权利和未来。”“下一代的眼睛看着你们。如果你们背叛我们年轻人，我绝不原谅。”她的

话里表达了年轻一代对上一代的愤怒、怀疑和不信任，显示了世代之间的对立。韩国以前就

有“世代间憎恶”的说法，最近终于在日本也登场了。（《对维持现充状态死去的高龄世代的

拒绝 隐藏于“老害”中的世代间憎恶》 《AERA》2019 年 9 月 23 日号） 

生存在现代的老人们该做的，不是夸耀自己多么有精神，或者自己“强大”能自立而不

依靠别人，而是在“弱小”中发现新的自己。在追随和接受自他分隔的笛卡儿范式的现代世

界，要复兴值得我们生存的社会，不是从同一代人之间，而是从共同持有“弱小”的不同世

代之间的交流开始。其中有真正联结自我与他人的道路，能够提供“强大”文明的替代方案

（alternative）。本世纪是世界整体朝着“超高龄社会”直线前进的世纪——2018 年是日本、意

大利、葡萄牙、德国等六国，2060 年将曾至一百个国家。寻求与现代“强大”文明不同的

或者说扬弃它的新哲学、经济繁荣以外的价值观和真正属于人的社会，以及新的大文明的道

路，是人类的一大课题。对此，跑在老人大国领头位置的日中韩东亚三国的老年人有义务率

先于其他国家，相互团结合作，共同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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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初叶徂徕门派与朝鲜通信使的交流 
以太宰春台的《韩馆唱和稿》为中心 

河宇凤 

（全北大学名誉教授） 

中文翻译：樊传燊（东北大学大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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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序论 

江户时代来到日本访问的朝鲜通信使在 18 世纪共计有四次。18 世纪初叶，在日本的文学界及思想界

备受瞩目的徂徕学派，即古文辞学派在此时登场。徂徕学派（1）在登场之初就与通信使行的交流活动保

持着密切的关系。他们通过积极参与和通信使的交流助力门派的自立与成长。并且在徂徕门派登场之时，

通信使交流的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711年的辛卯使行是徂徕门派的学者最初参与的通信使交流。接着，

1719年，乙亥使行之时活动更加积极。到 1748年的戊辰使行的时候则站到了交流的最前列。1763年的癸

未使行可以称之为完全主导了笔谈唱和。他们在与通信使行员笔谈交流的过程中，围绕经学展开对宋代的

性理学批判，保持与朝鲜同等的地位，在诗文唱酬也保持竞争的意识，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诗论。 

本稿以 18 世纪初叶的 1711 年辛卯使行和 1719 年的乙亥使行期间徂徕门派与通信使行员的交流为考

察中心。通过徂徕门派的代表人物，荻生徂徕以及太宰春台的交流，和他们的著作中关于同通信使的文化

交流的理解，来对朝鲜观，自国文化和汉字即同文意识进行比较。二人为师弟关系，因此采用对照的观点

来审视对先前所述的问题是具有深刻意义的。特别是以 1719 年，太宰春台的笔谈唱和集《韩馆唱和稿》

为主进行分析，来了解他关于交流与认识的具体理解。 

2、1711年 辛卯通信使行与徂徕门派的交流 

1）新井白石的通信使制度的改革与门派对立 

1709年，作为六代将军德川家宣的侍讲，掌握实权的新井白石（1657-1725）提出于 1711年的辛卯使

行之时，长期存在的以林家为中心的通信使接待中会所存在问题，并试图对通信使制进行改革。他批判至

今为止的礼仪和交流方式是带有耻辱性的，认为必须矫正这种有伤国体的不合理的外交礼仪。表示有笔谈

唱和的缘故因此必须选拔有文才之士来接待通信使，并选拔了同为木下顺庵门下的室鸠巢（1658-1734）

等人参与交流。同时，新井白石认为日本的文人无差别的向通信使行员索要诗文的行为可称国耻，对附属

于幕府和藩以外的民间人士和通信使的交流（私客之通刺）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关于以上围绕使行的种种问题的原因，我们可以认为是 1682 年壬戌使行时进行频繁的文化交流，而

交流结果的一大特征就是造成了门派之间的对立。（2）大学头林凤冈与新井白石之间激烈对立的结果就是

只参加文化交流。《鸡林唱和集》和写本《正德辛卯韩客赠答》（1 册）《韩客赠答别集》（1 册）等著作就

是这次交流的成果。木下顺庵（1621-1698）在 1682年以幕府儒官的身份参与了和通信使的交流，此后他

的弟子当中不少人都在幕府担任职务，与林家形成了对峙局面。1711年辛卯使行的时候，新井白石在通信

使接待过程中掌握主导权，这使得与林家的对立表面化。新井白石选择了与林家完全不同的以木下顺庵门

下为中心构成的七家来参与通信使交流。在江户，和朝鲜通信使的四文士举行了两次正式的文学会，并在

1712年，出版了完全区别于《鸡林唱和集》的刊物《七家唱和集》。（3） 

2）徂徕门派与通信使的交流 

徂徕门派对文学十分重视，因此对于通信使的交流怀有着极大的热情。但是由于新井白石对作为异端

的徂徕门派十分排斥，因此没有得到正式的交流机会。（4）伴随着 1709 年作为侍讲所侍奉的五代将军德

川纲吉的离世以及伴随而来的主君柳泽吉保的失势，荻生徂徕离开江户开设萱园塾，把精力都倾注在古文

辞学和门人教育上。（5）1711年辛卯使行时，荻生徂徕为了实现与通信使的交流尽心尽力，对门人们取得

紧密联系显示出了极大的热情。《问槎二种》作为交流成果得以出版。对于为什么会单独出版，这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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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鸡林唱和集》等全国规模的笔谈唱和集将徂徕门派彻底排除在外。徂徕门派独自发行的唱和集，

使他们与通信使的交流广为人知。 

《问槎二种》由《问槎畸赏》与《广陵问槎录》（６）两部分构成，两部分的成书都和荻生徂徕有着

密切的联系。徂徕门派的山县周南和安藤东野希望自己的唱和集能够收录在《鸡林唱和集》当中，但没有

如愿。对这样的结果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两人就另外发行了《问槎畸赏》（3 册）。本书是由山县周南、

入江若水、藤其香、安藤东野、秋本须溪等五位荻生徂徕的弟子完成的笔谈唱和集。并收录了荻生徂徕的

题词，他给门人及松浦霞沼的书信，服部南郭的跋文等。《问槎畸赏》对于现实徂徕门派的存在感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下面就以《问槎畸赏》为中心考察徂徕门派的交流情况。 

（1）在赤间关的交流情况：1711 年抵达的通信使一行在萩藩的记室举行了交流会。山县周南亦

（1687-1752）参与其中。 山县周南是荻生徂徕最早的弟子，与安藤东野并称徂徕门派的双壁。他在 1705

年拜入荻生徂徕门下。1708年返回故里，成为萩藩的记室。之后担任藩校明伦馆的馆长。这次交流，山县

周南引起了被认为十分难缠的四文士的关注，被雨森芳洲赞誉为“海西无双”。荻生徂徕通过大阪的入江

若水得知了这次成功的交流，满意之余向山县周南发去激励的贺信。另一方面，返程的通信使行在赤间关

长期逗留（7），并举行了四次交流会。山县周南在参加的过程中得到了制述官李东郭的高度评价。并由雨

森芳洲推荐，得到了与正使赵泰亿直接进行唱和的机会，获得了极大的荣誉。 

通过这些交流山县周南在得以扬名于世的同时，也使徂徕门派广为人知。 

（2）在大阪与入江若水的交流：由于严格的统制方针入江若水没能直接见到四文士，而只是通过雨

森芳洲进行了诗歌交流，并得到了四首和韵诗。虽然入江若水为与通信使行的会见做了长期准备由于统制

政策而付之东流，不过得到的和韵诗还是能够缓解失落的心情。但是他也只能仅仅满足于雨森芳洲的好意

和四文士的和韵诗。对此，荻生徂徕在信中好言安抚，并对新井白石进行了批判，“去年开始有的人近乎

发狂的进行了一系列的行动，也不知道我们对这人做过什么。”（8） 

（3）在江户与安藤东野和秋本须溪的交流：他们也没有与四文士的直接交流，而是仅仅送去了书函

和七言律诗，得到了和韵诗和回信。安藤东野在书信中对于自己的在野身份和突如其来的统制政策造成的

无法会面惋惜不已，并发出了“二十年间所育之志毁于一朝”这样的感慨。（9） 

另一方面，荻生徂徕还在期待能与通信使交流的机会。当通信使来到江户时，他去参观了通信使的行

列，并将感受以书信的方式传达给了山县周南。 

昨予走驰道上。纵观夫西来使者。衣冠仪从。尚仿佛乎明典章。鼓吹炮震。旗帜缤纷者状。所贡胡

马海东青。几诸瑰玮奇谲可娱耳目。及都人士男女靓袨竞丽。扶耄携倪。群聚咨嗟不已。皆太平盛事。

（10） 

关于荻生徂徕，山县周南另外给四文士送去了书信，希望他们能在到达江户之后和作为老师的荻生徂

徕进行交流。然而在 1711 年辛卯使行的过程中，荻生徂徕始终没有和四文士进行直接交流。对于対马藩

士松浦霞沼提出的与四文士交流的建议，荻生徂徕以弟子已经进行交流没有必要再强求直接交流为由予以

了谢绝。他对于门人们的交流予以支持，并对取得的结果表示满意。太宰春台曾提出与通信使进行交流的

申请但是没有得到许可。对此太宰春台难掩自己心中的受辱之感和随之而来切齿之怒。 

3、1719年 乙亥通信使与徂徕门派的交流 

1）与乙亥使行的交流 

在 1711年的辛卯使行和 1719年乙亥使行之间的这一段时间，对于笔谈唱和幕府的方针发生了重大变

化。1711年，新井白石主导的通信使聘礼改革使两国都陷入了紧张状态，同时也使幕府和藩主导了与通信

使的交流。而到了 1719 年乙亥使行的时候，随着德川家宣的死去，新井白石退出政治前台。八代将军德

川吉宗在即位之后，荻生徂徕获得了作为政治顾问的机会，形势随之一变。关于通信使的接待政策恢复了

1682年壬戌使行时的旧制，两国之间的关系恢复了友好的氛围，剑拔弩张的对立与紧张情绪随之消失。由

此，不仅限于幕府的大学头林家为中心的一派，一般的文人也被允许参与交流。徂徕门派再次活跃起来，

积极参与交流活动。在这样氛围之中，荻生徂徕，太宰春台都可以与通信使行员进行直接交流。 

荻生徂徕在 1716年确立的古文辞学，并将它运用到了经学的研究上。荻生徂徕直接参与了与 1719年

乙亥使行的四文士的交流，至少也是通过太宰春台转交了诗文并得到了回赠的和韵诗。太宰春台也得到了

和通信是直接交流的机会，大阪、尾张藩、萩藩、熊本藩等地所在的徂徕的弟子们也积极的参加了交流活

动，多种笔谈唱和集被出版。 

2）徂徕门派的交流 

（1）在地方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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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萩藩：本次交流，主要以山县周南为中心主导交流活动。交流的成果有《两关唱和集》。

本书分为上关部分和下关部分，由六名萩藩藩士与通信使的交流情况的记录进行编辑发行的笔谈唱和

集。 

② 大阪：入江若水和水足屏山（1671-1732）参与了交流。入江若水在申维翰为首的四文

士在大阪的西本愿寺逗留期间与之进行了交流。1711年辛卯使行未能得以相见的申维翰，此时终于进

行了诗文交流。获得了“其诗有若干之风雅之趣”的评价。（11）申维翰在返程途中与入江若水相见，

两人进行了笔谈。 

熊本出身的水足屏山最初跟随浅见炯斋（1652-1712）学习朱子学，之后与荻生徂徕的门人结缘。水

足屏山与其子在 1719 年 9 月 8 日，在大阪与四文士以及裨将郑后侨、良医等六人进行了笔谈唱和。交流

成果就是在 1721年出版发行的《航海唱酬》（1卷 1册）。主要由目录、序文、唱和诗、笔语、韩客会宴录、

唱酬所座次之图等部分构成。另一方面，荻生徂徕经由熊本藩的薮慎庵的介绍为本书写了序文。水足屏山

以此为契机成为了荻生徂徕的门下。 

③尾张藩：在尾张藩进行交流的徂徕门派的学者主要有木下兰皋（1681-1752）和朝比奈文渊（？

-1734）。他们在 1719年 9月 16日与四文士进行了笔谈唱和，并与 10月 25日在四文士返程时进行了交流。

成果分别以《客馆璀璨集》和《篷岛遗珠》两本笔谈唱和集的形式得以出版。 

（2）在江户的交流 

通信使一行于 1719年 9月 27日抵达江户的东本愿寺。10月 1日前往江户城传达了国书，10月 15日

离开江户。 

①荻生徂徕：可以得知荻生徂徕自 1711年以来对朝鲜通信使的关心相当的高。 

荻生徂徕在 1711 年辛卯使行的时候出席参观了通信使的江户入城行列，期待与兴奋溢于言表。称赞

通信使行行列“仿佛眀之典章”，评论通信使的访问是“太平盛世”。1719年乙亥使行的时候，荻生徂徕

参观了马上才的表演并为之作诗。在 10月 5日举行的马上才表演之后，借参观之余兴创作了长达 66句的

长诗《丽奴戏马歌》。他专心于弟子们的唱酬诗和唱和集的检查和修改，并书写提言和序文。从他自己所

写的《赠朝鲜使序》来看，在 1719 年乙亥使行的过程中，荻生徂徕和四文士是有着直接接触和交流的。

另外又通过太宰春台给四文士转交了诗文，并获取了和韵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荻生徂徕的积极

活动。（12） 

②太宰春台与石川大凡、秋元澹园，稻富原泉：次节详述。 

4、太宰春台的交流和《韩馆唱和稿》 

1）太宰春台与朝鲜文人的交流 

1719年的通信使一行从 9月 26日到 10月 15日期间在江户的东本愿寺进行了逗留。太宰春台通过対

马藩的记室雨森芳洲的介绍在 10 月 5 日见到了位于东本愿寺的通信使一行。参与会晤的通信使成员包括

制述官申维翰和书记姜栢、成梦良，张应斗等四文士以及裨将郑后侨，共计五人。太宰春台一行共计四人，

其他三人为同为徂徕门派的同僚石川大凡、秋元澹园（13）、筑前的藩儒稻富原泉。太宰春台与通信使四

文士的笔谈唱和的内容收录在《韩馆唱和稿》之中。 

太宰春台对于这次会谈谈到“天降良缘于下，纯至于阶下，以能仰其德范”，显示出了些许夸张的喜

悦和激动之情。（14） 

太宰春台一行与通信使交流的形式是先互通姓名，在太宰春台一行自我介绍完毕之后太宰春台提出一

首准备好的七言绝句，对此通信使提出一首和韵诗。他们对和韵诗表示称赞和感谢。四文士也对春台的人

的诗表示“有古人之风”予以回应。在对话达到高潮的时候大学头林凤冈一行到来，四文士不得不离席，

春台一行之后与郑后侨继续笔谈。太宰春台之后谈到，“诗性有所削弱之时已是黄昏，最终在意犹未尽的

情绪中不得不返回”，显露出遗憾之情。太宰春台等人在匆忙之中未能将准备的古风诗送给四文士，只能

由雨森芳洲予以转交。他期待着能够再次接受朝鲜文人的邀请与之再会，然而最终未能如愿。 

太宰春台在之后的 10月 13日，通过雨森芳洲分别给四文士送去了诗文和送别文章，但是当时依然没

有收到和诗和回复，在 15 日通信使离开江户之后的 20 日左右终于得到了回复。《韩馆唱和稿》中收录了

19日收到的成梦良的和韵诗和 20日收到的张应斗送给荻生徂徕的和韵古风诗。11月下旬雨森芳洲收到了

已经到达大阪的姜栢送来的古风诗风格的和韵诗。接着在 12月收到了成梦良的和韵诗。1720 年 3 月四文

士从蓝岛再次发出了对经由雨森芳洲收到的太宰春台的诗进行回复的和韵诗。 

2）《韩馆唱和稿》的体裁和内容 

《韩馆唱和稿》（15）主要由①序、②笔语、③诗文、④序文、⑤和诗等五部分构成。由于是个人的

作品，分量相对较轻，体裁也比较简单。交换得来的诗只选取了太宰春台自身的部分，同行的其他三人的

诗及交换过程则完全没有涉及。当然在这种个人的形式下的文集只选取个人相关的内容是个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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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序：对最初相会时的经过进行了简单说明。 

②笔语：最初见面时的相互问候。当中太宰春台个人的介绍进行了相对较长的描述。 

太宰春台介绍了自己出身于信浓，成长于江户，壮年时与荻生徂徕先生相遇学习古文辞学，十年间在

京都、大阪、奈良、富士山之间游览的经历。但是对于没有机会去海外游览表示遗憾，把通信使行员的旅

行形容为“壮游”，表现出了憧憬之情。接着谈到徂徕门派的所有成员都喜欢音乐，对乐器和歌有着很深

的造诣，自己也能演奏中国的古乐。接着表示日本残存着古乐，并为以此为基础恢复先王的礼乐而努力。

他还对在欢迎通信使的活动中没有演奏古乐的幕府进行了批判。 

③诗文：太宰春台送给四文士每人一首共计四首古诗。形式为五言律诗，长度为 16行 80字的长诗。

这四首诗均为事先准备而当日没有来得及展示，之后由雨森芳洲代为传达。交流期间的 15 首唱和诗收录

其中。全部为七言绝句，形式为太宰春台诗一首、申维翰的和诗一首、太宰春台的再和诗一首，太宰春台

诗一首，姜栢的和诗一首，太宰春台的再和诗一首等，还有以同样的方法和成梦良、张应斗、郑后侨创作

的诗。再和诗不仅仅限于交流活动创作的诗，可能也包括之后相互赠送的诗。 

④序文：收录了包括送给四文士和郑后侨的每人一篇送别文共计五篇文章。在送给申维翰的《奉送朝

鲜制述青泉申公序》一文中表达了对四文士的诗文唱和能力的赞叹和朝鲜文艺水准的尊敬之情，称申维翰

为“大邦君子”等可以反应出这一点。对两国文化交流的现状和日本文人的斗争进行了批判，从内心深处

表现出对交流的欢迎和认真思考。接着强调了音乐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自己的音乐论。 

在送给姜栢的《奉送朝鲜正使记室耕牧姜公序》中表达了从内心深处对于通信使进行笔谈唱和的渴望，

并提出了学习“上国”礼仪的必要性和对朝鲜文化的尊重。在送给成梦良的《奉送朝鲜副使记室啸轩成公

序》中引用司马迁的事例对游览和使行的意义进行了解释，羡慕通信使的海外游览是拓展君子之大志的

“壮游”。 

在送给张应斗的《奉送朝鲜从事记室菊溪张公序》中，对德川家康以来百年的文治政策，到五代将军

德川纲吉的儒学和文化的发展进行了说明。接着介绍了徂徕门派的古文辞学，表示日本也有成为中华的可

能，显示了对日本文化水准的自信。同时强调了作为同文世界的同质性。 

⑤和诗：会谈之后，对于通过雨森芳洲得到的四文士的古诗，在 10月 15日，在通信使即将离开江户

之前回赠给成梦良和张应斗的和诗。成梦良对于太宰春台给予了才知优异、性格豪放、爱好游览、深通音

律有蔡邕之才，可称“日本之奇士”的高度评价。对于太宰春台的诗也有很高的评价。张应斗评价太宰春

台是日本的“国宝”。11月下旬，在大阪送出的姜栢的和诗称赞了日本的文化水平，接着记载了太宰春台

对这首和韵诗的称赞。在委托的其他文人的三首诗当中还有姜栢和成梦良的作品。成梦良评价太宰春台是

“国中第一人物”。最后收录了 1720年三月，四文士在蓝岛所作的和诗。 

5、荻生徂徕与太宰春台的认识 

1）荻生徂徕的认识 

对于荻生徂徕的认识可以通过《问槎畸赏序》（16）、《丽奴戏马歌》、《航海唱酬序》、《赠朝鲜使序》

等资料来进行分析。可以以此为基础来了解荻生徂徕的通信使观、对于文化交流的认识和朝鲜观。 

（1）通信使观 

荻生徂徕确实对通信使充满了憧憬和好奇心。因此在 1711 年辛卯使行时参观了江户的入城行列，并

在 1719年乙亥使行的时候参观了马上才的表演。 

在 1711 年辛卯使行的时候，荻生徂徕在拿到入江若水得到的朝鲜文人的唱和诗之后，发出了“得此

书信，读朝鲜人之诗有茫然自失之感。不备之事勿论，只因循宋元之旧习，此或为三韩本来之土俗”这样

的酷评。（17） 

接着，荻生徂徕说道，“隋史之中称赞三韩犷悍，然未能与我猿面王（指丰臣秀吉）一争胜负。在此

之后为于文章求胜于集八道之中选拔之士为聘使向东，然未能及与足下争胜”。（18） 

在这里荻生徂徕基于古文辞学的立场，表现出了批判意识和自负心。虽然如此然而还是有些许过度，

可以感受到是带有意图的。对于理由，第一，是对“朝鲜以文章欲洗壬辰倭乱之恨”怀有的警戒心和竞争

意识。第二，徂徕门派为了在国内确立地位，要求自己的弟子在与朝鲜文人的唱和中表现出更高的水准，

并特别强调这一点。（19） 

1719年 10月 5日，在参观了马上才的表演之后，荻生徂徕创作了 66 句的长篇诗《丽奴戏马歌》。在

这里他称日本为“皇和”，夸赞丰臣秀吉的武力，称马上才的表演者为“小人”，认为这不过是在逃跑时

使用的微不足道的才能。接着谈到了作为贡品的朝鲜马，从中也可以了解到一些通信使为朝贡使节的观点。 

这种认识在 1721 年所写的《航海唱酬序》中得以延续，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将这种带有被歪曲意识的

思想进行了强化。当他得知水足屏山出身熊本之后，援引壬辰倭乱之时加藤清正的故事，激励他在与朝鲜

文人文学的战斗中夺取胜利。原本《航海唱酬》充满了友好交流的氛围和对朝鲜文化以及儒学的尊敬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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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却被荻生徂徕歪曲，写出了如此的序文。 

另外《赠朝鲜使序》则反映出了完全不同的景象。这篇文章是送给朝鲜制述官申维翰的送别书信，全

文由三部分构成。荻生徂徕在 1719 年与“申君（申维翰）”为首的两三人，也就是四文士在客馆进行了

唱酬，对于四文士敏捷的对应表示了感叹。他对与申维翰的对话感到喜悦，并称赞见到了大邦的礼仪和风

俗。与 1712 年《问槎畸赏序》的酷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与通信使行员进行直接交流之后，摆脱了至

今为止通过弟子们的书信和唱和诗形成的先入观。 

（2）文化交流观 

荻生徂徕在《航海唱酬序》中将与通信实行员的笔谈唱和比喻为“文战”。如果说壬辰倭乱是武士的

战争的话，现在则是可以看做在文治主义之下的君子之战。强调朝鲜欲以文来一雪壬辰倭乱的前耻，就必

须在文上对通信使实现完全的压制。对于荻生徂徕来说朝鲜是征伐的对象，通信使是必须退却之敌，此一

战为必须取胜之战。 

另一方面在显示出友好的朝鲜观的《赠朝鲜使序》中，依然认为与通信使的诗文唱酬是“文战”。“治

世竞以文，乱世以武为战与此二者之间何曾不潜藏感慨”这样的发言中可以看到还是比作一种战斗。这样

的说法在一直反复强调，这应该是荻生徂徕一以贯之的固有理论。 

但是从 1719 年与通信使行员的直接交流之后，荻生徂徕对朝鲜文人的态度和文学水平给予了很高的

评价。从“观大国之邦”这句话可以看出，他对朝鲜文化已经有所憧憬。（21）与申维翰的会谈之后已经

不见了以诗文竞争的想法，认为礼仪和风俗已经融为身体的一部分的申维翰可称之为“有威仪之君子”。

对于实际诗文方面的才能远比听闻到的优秀，称之为“有唐之遗风，而得于古道”。荻生徂徕将自己与通

信使的直接会晤与唱酬比作晁衡（698-770，遣唐使，本名阿倍仲麻吕）与唐代诗人的交流，这是具有重

大意义的。（22） 

（3）朝鲜观 

1719年在参观完马上才表演之后创作的《丽奴戏马歌》中荻生徂徕将日本称作“皇和”，可以显示出

将通信使比作朝贡使节的意识。《赠朝鲜使序》中也有着同样的观点。既是“自我神祖（德川家康）磨砺

以文德，治民平安，以与邻国之友善为要务，大邦乃屈身从世王之礼率学士群大夫加之以玉帛土产，郑重

所望”，虽然称朝鲜为“大邦”但从内容上来看是将通信使比作朝贡使节团。1721年创作的《航海唱酬序》

再次显示出歪曲的朝鲜观和“文战”这种竞争意识。我们可以看到荻生徂徕基本上是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

意识作为对外认识的基础，造就出的这种歪曲的朝鲜观。 

另外在《送朝鲜使序》3 篇中承认朱子学是有积极意义的，对于尊重朱子学的朝鲜的人物与风俗进行

了肯定的评价。通过直接的交流确认了朝鲜是“礼仪之国”、“具有王道政治的国家”，转变为有好的朝

鲜观。可能是通过通信使的交流看到了平素憧憬的中华文明的场景。此后直到 1728 年荻生徂徕去世，就

再也没有可以看到关于他朝鲜观的资料了。 

2）太宰春台的认识 

太宰春台（1680-1747）在 1711年，32岁时离开江户经由安藤东野的介绍进入荻生徂徕门下。他在徂

徕门派集中的萱园社当中因独特的性格而受到孤立，有时还与荻生徂徕发生对立。但是，也获得了与长于

经学的诗文派代表服部南郭并称双壁的高度评价。（23）1715 年，太宰春台开设紫芝园开始了真正的研究

与教育活动。从此时开始崭露头角。 

他从荻生徂徕的思想中的儒教的本质是礼乐文化这个论点中获得启发，不单单停留于儒学的形而上学

的思想层面，是把从生活习惯的层面来接受儒学，以达到思想与生活一致的境地为主要思想的儒学者。（24）

其关于礼的实践不仅仅在于自己而且需要强求他人的想法收到了荻生徂徕“狭中小量”的批判。对于荻生

徂徕来说如同食之无味，弃之有肉的鸡肋一般的太宰春台，他自身则有着从批判者的攻击当中保护其师的

自觉意识。（25） 

（1）通信使观 

太宰春台认为通信使是和平的外交使者，同时也是文化的使节。他的通信使观更为开放。在徂徕门派

中显得孤立无援，反之则可以看做是对朝鲜通信使开放式思考的升华。 

他在给书记姜栢的文章中提到，“若是能会朝鲜之信使，见其资、闻其言，得以文字周旋，则必定可

使向来所积之重苦完全解脱”，表现出了对日本的儒学者的愤懑和对通信使行交流活动的期待。又说“朝

鲜人若为我国之客，需当尽礼明义自是勿论，不可污于王命。彼之诗文才华之广博不止于作诗之速，明了

之处愈来愈多，晋王之七步诗尚不可与之一比”，（26）表达了通信使诗文能力的高度评价。在给制述官

申维翰的信中写下了“呜呼，真乃丰富！韩人之文艺如此”这样的赞叹。（27） 

太宰春台是武士的气概和儒学者的矜持都不存在的人物。他认为应当利用学术为国家尽力，并难掩心

中对并非如此的现实状况的感叹。他对自己使用了“身有草芥”、“山林之士”、“岩穴之士”这样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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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来形容，表现出无限的悔恨。带着这样的心情，羡慕为国在海外游览的通信使行员，吐露了自己的羡慕

之情。（28）并坦承像郑后侨一样文武兼备而能担当国事的人正式自己理想的形象。（29） 

（2）文化交流观 

太宰春台对于诗文唱和的意义，或多或少、或早或迟都没有竞争意识，是发自内心的交流。他不是为

了与通信使争论而来。他认为将诗文唱和看做以文章作战是愚蠢的，对徂徕门派的竞争意识进行了批判。

特别是此时的日本是通过德川家康的文治主义、和平政策使先王之道传播与四方的时代。中国、日本、朝

鲜不都应该建立在先王同文之治的基础之上吗？没有理由进行互相敌视。所以为获取竞争的胜利而高奏凯

歌是没有意义的行为。他认为通过心的交流是可以超越形式、国籍、民族而获得人类的共同特质和普遍性

的。他从内心深处期盼人与人之间，作为同文的后裔进行正直的毫无掩饰之心的真诚交流。（30） 

（3）朝鲜观 

太宰春台在诗文唱和和送别文中使用了“大邦”、“上国”这样的表现，显示出认同朝鲜是先进的文

明国家的想法。在送给姜栢的送别文中他提到“如此之事如同鹑祈愿欲成大鹏。一朝得见上国之人物观其

威仪、闻其礼节，虽有所不同，然心中实是羡慕”，（31）明确表现出对朝鲜文化的尊敬之情。 

他基本上秉承着“中国与我之差仅在于习俗，语言、文字为可学之物。于今日先王之礼乐岂有不传于

此地之理”这样的理念，表明了文化相对主义的认识。并且从“朝鲜相比于我等多浴于教化，见其使臣则

可知”这样的描述中，承认朝鲜的相对的先进性。 

（4）本国的文化认知和文化相对主义 

太宰春台在给张应斗的信当中介绍了日本的文化，并一同介绍了自己对文化相对主义的认识。 

且我神祖起戎衣。以武德统一海内。廼考文古昔。以儒术为政。戢干戈。櫜弓矢。于今百年矣。至

宪庙好学崇儒。益立教道。是由文化大行于海内。则斯道之隆。在我日本。千古所未闻也。（中略）盖

始变戎马之习。为彬彬君子者。不啻荐绅大夫。其属文类能去颠倒之读。若吾二三兄弟。业皆以古人自

期。其所修动不屑东汉以降。即五尺童子。耻称宋儒。是则中州与我。所异者。习俗而已。言语文字。

皆学之可能。天之未丧斯文也。仲尼不我欺也。（中略）由此观之。我一州果如赤县神州。吾有取于邹

氏之言。惟朝鲜之于中州。则其被化，比我又有甚焉者也。今观其奉使来者。毋论其咸蔚乎文章。自其

容貌间雅威仪棣棣以至身之所适。口之所甘。宛然中州面目也。岂不美哉。（32） 

他对德川家康采取文治主义以来，儒学的发展状况是怀有自负心的。并且对于自己的门派的古学志向

及排斥朱子学的立场进行了强调。接着出于对日本文化水准的自信，表达了日本是可以成为中华的文化相

对主义精神，或者说是揭示了文化主义的华夷观。在对朝鲜作为文化先进国的认同的同时，提出了作为“同

文”世界的同质性的问题。太宰春台还强调日本传承着早已在中国和朝鲜遗失的古乐。传达出日本不是野

蛮国度而是文明国家的信息。（33） 

（5）同文意识 

通过所有的交流太宰春台得出的结论都有同文这么一个共同点。 

又价毛颍。谈论移晷。两情相投。目不睹为异邦之人。至使朝鲜与我。犹之一区中也者。此岂非先王

同文之治乎。亦岂非邹子以九州为一州之谓乎。（34） 

他提出了中国、朝鲜、日本三国是能够实现“先王之道”的同文世界这种有共同体意识的观点。也就

是超越国家和民族的儒教文化共同体这种意识。 

礼与乐是先王制作的文化典范，太宰春台所说的“先王同文之治”就是礼乐文化共同体的意思。从根

本来说，太宰春台是一个渴望发扬先王所树立的礼乐文化的普遍性的学者。他与荻生徂徕不同，怀有着超

越民族的普遍意识。（35）由于门派内部的孤立的缘故他更加期待与通信使的会晤，并在交流之后更加确

信了这种共同意识。通过与通信使的交流，难道不是给了太宰春台更加确信自己平素就抱有的“先王同文

之治”这种共有的共同体思想的机会吗？ 

太宰春台在与四文士交流的时候强调了自己的音乐论，也表现出对礼乐的重视，这可能是作为儒学者

对同文意识的反应。或者更加合理的解释是通过礼乐来阐述“先王之道”的发语词。太宰春台十分重视在

人心之外来进行统制的文化装置，也就是礼乐。乐与礼都是“先王之道”构成的重要支柱。因此在送给申

维翰的送别文中着重阐释了自己的音乐论。（36） 

（6）四文士对太宰春台的评价 

下面我们来看与太宰春台交流的四文士对太宰春台的评价和印象。成梦良评价太宰春台的诗，“足下

之才能颇具豪放之气性。好游览山川有司马子长之性，能通正音有伯喈（蔡邕的字）之才。日本人之中如

需奇士之时，舍彼其谁？”（37） 

“一个人到扶桑旅行，邦国的人才尽皆知晓。唯有他能够真正的认识道，如同古雅的仙鹤在起舞”（38）

等关于道的议论意气相投，被认为是日本第一流的人物。 



135 

 

张应斗则评价道，“多么了不起的春台，奇异不可思议的国家之宝。知识深厚学贯古今，拥有这样丰

富的知识已经接近于道的真意。”（39） 

从姜栢在肥前的蓝岛送出的和诗来看，通过赞扬日本的文化水准表达了对太宰春台的称赞。 

“如此优秀的春台，深邃有大家的风貌。精神限于著作，名声传遍海东。涵养积累了古代的学识，创

立了新的功绩。如果作山中的比喻，就是那不可拔的奇峰。”（40） 

6、结语 

太宰春台对与通信使行员的交流抱有很大的期待，在交流之前做出了积极的准备，确立了缜密的计划。

在笔谈当中显示出了开放、友好的性格。作为同文世界的知识分子强调同质性，表露出真心交流的愿望。

对日本的文化抱有自信，因此坚信日本可以成为中华，同时坦率的承认朝鲜的相对优势，表达了出于同文

意识渴望交流的愿望。 

太宰春台看到徂徕门派中其他文人在笔谈唱和中怀有与朝鲜的竞争意识，对这种姿态进行了批判。对

与通信使交流的儒学者的倾向进行比较来看，朱子学者对朝鲜的性理学表示尊重，总体上是友好的。与之

相比徂徕门派则认为朝鲜的性理学是顽固的、守旧的，在与朝鲜通信使进行唱和的过程中毫不掩饰竞争意

识。他们把本该友好进行文化交流的场所，不仅视作战场，而且还认为朝鲜的诗文和儒学是“朱子学一色

之坚苦之思想”、“因循宋元之诗之旧习”。特别是荻生徂徕立足于日本型华夷意识提出了带有否定意识

的朝鲜观和通信使观，这种文化交流的竞争意识对其门派的后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文战”这一词语最早见于 1636年出版的《朝鲜笔谈集》，新井白石也持有相似的认识，18世纪以后

主要由徂徕门派主导。（41）特别是 1763年癸未使行的时候，徂徕门派主导了这种风气，在萩藩发行的《和

韩双鸣集》、《鸡坛嘤鸣》当中旗帜鲜明的表示要在唱和中保持战争式的对决姿态。 

在这样的整体气氛中，太宰春台是一个例外的人物。他独树一帜的提出了在普遍主义立场下的同文意

识，强烈批判了把诗文唱酬中带有的文战意识。 

简单整理一下荻生徂徕和太宰春台对于通信使、文化交流、朝鲜观、同文意识等问题的观点。首先把

通信使作为朝贡使节团只一点，荻生徂徕是十分认同的，太宰春台则没有表示出这种观点，或者说是读这

个问题不关心。第二，在诗文唱和中的文战意识、竞争意识，对于荻生徂徕来说可以说是基本观点，太宰

春台则予以批判。第三，对于同文意识荻生徂徕比较消极而太宰春台则很积极。第四是对于日本文化的认

识，荻生徂徕的《赠朝鲜使序》和太宰春台的《韩馆唱和稿》相比虽看似相同。然而对武威与万世一系的

天皇为中心的既存的日本型华夷意识的认识却截然不同。作为“华”的根据是以德川家康的文治主义政策

为背景的儒学的发展，在这一点上两者是相同的。只一点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以此为基础，日本与国际通

用的文化相对主义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也和文化主义的华夷观联系在了一起。他们也以此与朝鲜的儒学者

相沟通。以相同的儒教文化观、先王同文之治（礼乐文化）这种共有的同文意识联系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荻生徂徕在 1711 年的时候对弟子们的书信和与朝鲜文人的唱和诗进行了很严格的批

评。然而，在 1719 年与四文士直接会晤之后这种评价发生了转变。另外，在门派内部创作的文章和笔谈

唱和集的序文以及题言，和送给申维翰的文章也有较大的差距。1719 年乙亥使行时期的《丽奴戏马歌》、

《航海唱酬序》中表现强烈的封闭式的朝鲜观与《赠朝鲜使序》的认识有着较大的差距。荻生徂徕的通信

使观和对于文化交流的思考、朝鲜观由于记录的不同有着很大的差距，也就是说有内部使用和外部使用（送

给四文士的书信）的差别。这种差异是必须认真思考的。这样的情况在日本大部分的文人、官员、学者当

中是共同存在的。从这个观点来看，太宰春台的《韩馆唱和稿》中表现出来的友好的朝鲜观、理想主义的

认识，相对与流于表面而更加真实地表现出自我文字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这种情况在朝鲜也几乎相同。在

笔谈唱和中赠送的和诗中一方面对对方的诗和人格进行高度评价，另一方面在回国之后的日本使行录和文

集中对日本的文化水准进行过低的评价，或是直接无视。通信使的成员在自己的文集中则完全没有收录在

日本的唱和诗文。 

对于太宰春台，1719年的乙亥使行中和他有过交流的申维翰的《海游录》和郑后侨的《扶桑纪行》中

对江户的交流活动有着详细的记载，而对太宰春台则只字未提。与以太宰春台为代表的荻生徂徕的门人强

调的古文辞学无关，使行录没有记载，四文士也没有言及于此。荻生徂徕的古文辞学在十八世纪初，应该

是完全没有传播到朝鲜。 

注： 

（1）荻生徂徕主导的古文辞学派也称徂徕学派、萱园学派等。本稿相对于略显狭义的学派采用门派这种

用法。 

（2）水田纪久在雨森芳洲的《缟纻风雅集》的解说中谈到，“1711 年使团对日本的访问给我国的学术团

体以刺激和国际交流的机会，同时围绕接待问题意外的引起了儒林内部门阀意识的觉醒。”（《雨森芳

洲全书》，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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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朴昌基《朝鲜时代 通信使与日本文坛 -以 1711年使行时期林家与木下顺庵门下的交流为中心》（《日

本学报》23，198） 

（4）但是萩藩的山县周南是以藩的记室这样的公职身份进行的交流。（朴昌基《朝鲜时代通信使与日本的

荻生徂徕门的文学交流-1711年使行的交流》，《日本学报》27，1991） 

（5）萱园学派成立的时期大概在 1704 年左右。在此阶段初期入门的弟子有 1705 年的山县周南、1706年

的安藤东野、1708年的入江若水。太宰春台在 1711年经由安藤东野介绍拜入荻生徂徕门下。 

（6）2册，为非荻生徂徕直系弟子的友人味木立轩和寺川立革的唱和集，收录有荻生徂徕的序文。 

（7）为了避讳等问题在等待国书回复的过程中，通信使一行在赤间关逗留了 10天。 

（8）朴昌基《朝鲜时代  通信使与日本 荻生徂徕门的文化交流-1711 年使行的交流》（《日本学报》27，

1991年） 

（9）《徂徕集》卷 21《与县次公》 

（10）同上 

（11）申维翰，《海游录》上卷 

（12）《和诗》（《韩馆唱和稿》） 

（13）冈崎藩儒，1712年徂徕门派的唱和集《问槎二种》的编纂者。 

（14）1711年辛卯使行时期因为没有介绍人，几次来到客观门前请求会面，都因为严格的限制被驱逐。他

后来回忆道，“悄然焦心一层感慨切与齿。” 

（15）原题《信阳山人韩馆唱酬稿》，收录在 1752年发行的《春台先生紫芝园稿》当中。 

（16）《徂徕集》卷 19中收录有《题问槎畸赏》这一题目。 

（17）《问槎畸赏》中，《徂徕翁与县牛书》 

（18）《问槎畸赏》上，《附徕翁江生书》 

（19）李晓源《荻生徂徕与通信使-徂徕 瞩目与朝鲜观的形成与继承》（《古典文学研究》43，2013年） 

（20）李晓源《1719年 笔谈唱和集〈航海唱酬〉中表现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朝鲜观-以水足屏山与荻生徂徕

的对比为视野》 

（21）李晓源《荻生徂徕的〈赠朝鲜使序〉的研究》（《韩国汉文学研究》51，2013年） 

（22）《赠朝鲜使序》2编，荻生徂徕自比晁衡的事例可见于《题问槎畸赏》。 

（23）江村北海《日本诗史》 

（24）弟子松崎观海的《春台先生行状》中提到，“无进退容止之礼不可动”。 

（25）《春台先生紫芝园稿后稿》卷 12 《报子迁书》 

（26）《奉送朝鲜正使记室耕牧姜公序》（《韩馆唱和稿》） 

（27）《奉送朝鲜制述青泉申公序》（《韩馆唱和稿》） 

（28）《奉送朝鲜正使记室耕牧姜公序》（《韩馆唱和稿》） 

（29）《赠菊公序》（《韩馆唱和稿》） 

（30）《奉送朝鲜制述青泉申公序》（《韩馆唱和稿》） 

（31）《奉送朝鲜正使记室耕牧姜公序》（《韩馆唱和稿》） 

（32）《奉送朝鲜从事记室菊溪张公序》（《韩馆唱和稿》） 

（33）《奉送朝鲜制述青泉申公序》（《韩馆唱和稿》） 

（34）《奉送朝鲜从事记室菊溪张公序》（《韩馆唱和稿》） 

（35）小岛康敬注意到了荻生徂徕的目标是“儒学的日本化”，而太宰春台的志向则是“日本的儒      

教化”这一问题的存在。（小岛康敬《太宰春台与朝鲜通信使-以〈韩馆唱和稿〉为中心》，《国文  学》

46卷，7号，2001年） 

（36）《奉送朝鲜制述青泉申公序》（《韩馆唱和稿》） 

（37）《垒和春台韵》（《韩馆唱和稿》） 

（38）《走次春台惠赠韵》（《韩馆唱和稿》） 

（39）《奉和春台古风韵》（《韩馆唱和稿》） 

（40）《报酬春台惠赠韵》（《韩馆唱和稿》） 

（41）新井白石《朝鲜聘事后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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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制群征》的传来与接受 

——以中日韩的对人体论的理解为中心 

 

金宝伦 

 

翻译：刘宇昊（东北大学大学院） 

 

摘  要：本报告的目的是探讨汤若望的汉译西学图书《主制群征》传入与接受的情况，以中日韩三国学者

集中关心的人体论——“以人身向征”（“以人身象征”为《主制群征》上卷第五篇篇名，下同，译者注）为

对象。特别是通过与底本的比较，把握《主制群征》一书的构成，从而明确汤若望的意图。他认为人体构

造和生理作用如此精巧正是神的存在，是神的能力的旁证。但是，三国的学者们与讨论神相比更注重人体

论。这些学者们接受新信息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但有仅仅止于引用的案例，也有以自我理解为重要着眼

点而活用的案例。这种多样的形态，是由学者们关心和历史条件的不同所决定的。 

关键词：《主制群征》、人体论、汤若望、李瀷、丁若镛、大规玄泽 

 

1．序论 

《主制群征》（两册）是根据多种自然现象以及人类行为等多种多样的事例来讲述造物主存在的书籍。

约翰·亚当·沙尔·冯·贝尔（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中国名汤若望）认为万物之美都是造

物主存在的证据，该书从有关天、地、神灵和人类的各种各样的事态中，展示能够证明造物主的天命的事

例。1这里有两种信仰为前提，一种无外乎是自然是神的表现的信念2，另一种则是西洋（欧洲）和中国关

于心和道理的相同的认识。3即使不接触基督教的书籍，也不了解其内容的人，仔细观察自然的现象，也能

像西方人一样，相信造物主的存在和造物主主宰着世界。 

汤若望以荷兰耶稣会的神父列奥纳多斯·莱修斯（Leonardus Lessius，1554-1623）的拉丁语的著作 De 

Providentia numinis et animi immortalitate libri duo adversus Atheos&Politicos（1613 年初版，1617 年再版，

以下简称 De Providentia）作为底本，从再版中摘录必要的部分予以改编4，写就了《主制群征》5。旨在让

中国人了解上帝的规律的《主制群征》也曾流入朝鲜，并且在日本也有短篇版。 

本报告的目的是探讨汤若望的汉译西书《主制群征》传入与接受的情况，其中以中日韩三国学者集中

                                                   
1 《主制群征小引》：“盖凡物之美，皆实有之征.万物以造而有，天主自有，惟自有者，可称实有……穷览天地神人事物之繁，

足征主制者，约列于篇。” 
2 汤若望在《主制群征小引》中列举圣安东尼（St.Antonius，251-356）指天地为书籍的例子，强调即使不通过书籍，也可以

通过将自然万物与自然现象视作为学问的对象来发现造物主。前揭书，“昔圣安当者，自幼隐居，不需载籍，具大智能。人

问故，圣人指天地，答曰，是即载籍也。是中所凾、即载籍中文字也。即最小星、最弱草、最贱微虫、皆显吾大主之智能、

吾日取之、以为学、孰禁之乎?” 
3 前揭书，“中西虽隔，今古虽遥，此心此理，当无有二。” 
4 罗婉薇、陈万成：《汤若望的<主制群征>与翻译》，《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 年，97-105 页。 
5 根据 1636 年 1 月汤若望所作的《主制群征小引》，他于 1634 年 11 月完成了《崇祯历书》的修订工作，之后在闲暇时间编

写了本书。跋文由弟子李祖白撰写。编辑工作结束后，该书在教理方面接受了其它传教士（高一志、龙华民、罗雅谷等）的

检定。根据小引和跋文的内容，Dudink 认定《主制群征》的最初版本是在 1637 年 11 月 20 日至 1638 年 4 月之间出版的。

Adrian Dudink、"The Religious Works Composed by Johann Ddam Schall Von Bell–Especially His Zhuzhi Qunzheng And His 

Efforts to Convert the Last Ming Emperor"、Roman Malek(ed)Westem Leaming and Christianity in China_The Contribution and 

Impact of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S.J.(1592-1666)、1998、p.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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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的人体论为对象。汤若望在“以人身向征”中列举了人体各部位的构造、机能、形态的多样性，以及其

配置和作用的巧妙性，主张这些都是神创造人体的证据。但是，读了“以人身向征”的东方学者们，比起神

的理论，更关心人体论。学者们接受新信息的方法有很大的差异，有仅仅止于引用的案例，也有以自我理

解为重要着眼点而活用的案例。这些学者是如何理解并活用外来信息的呢？理解的不同又从何而来呢？ 

关于《主制群征》的人体论，有在文献学、医学史、哲学领域中以文献的传承来历和个别的人物为中

心的对西洋医学的接受史、以及讨论对心性论产生影响的先行研究。在先行研究中，有从文献学的观点出

发，对原稿的莱修斯的 De Providentia 与“以人身向征”进行比较6；也有从医学史的观点出发，对“以人身向

征”的解剖生理学的信息的接受进行评价7；还有从哲学的观点出发，讨论以上信息对传统的人的心性理解

的冲击8。但是，关于中日韩学者以何种关心出发来阅读《主制群征》的人体论，却并没有被完全解明。 

拉丁语的底本，被汤若望用汉文进行了改编，其内容却并非是与汉语读者的读解无缝衔接的。可是，

对于这样的二重间隙却并没有进行讨论。这其中问题点是几篇读了“以人身向征”的学者的感知到由心主论

向脑主论变化的论文。“以人身向征”中，从大脑中释放出动觉之气，从而使四肢产生动觉这一积极作用，

在这一点上，与传统上只把大脑当作骨髓储藏所来对待的东方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以人身向征”的内容

采用了盖伦医学，受到了主张“大脑调节思想、情绪、记忆”的盖伦的脑主论的影响，以这样的前提来讨论

引用了这个部分内容的方以智和李瀷的叙述。但是，读罢《主制群征》却会发现，“动觉”如字面一样是表

示有运动和感觉或者拥有这种能力的生物，总之是表示动物的表现，而与思维、情绪、记忆等并没有关联

使用。所以毋宁说，与这些相区别的人的固有的理性的能力是“心”。9
“心”不是指心脏而是指人的精神，但

是是用同一个汉字来进行表示。 

因此，本次发表的内容并不是从西洋医学接受史的角度出发，而是从文化接受史的角度出发，结合莱

修斯和汤若望的翻译意图，在考虑独特的理解方式的同时，探讨其内容。因此，第一，通过与拉丁语的原

本的比较，理解添加进《主制群征》中的汤若望的意图。第二，考虑东方学者们所抱有的关心和不同历史

条件对阅读理解的影响。 

 

2。 从莱修斯的 De Providentia 到汤若望的《主制群征》 

（1）汤若望的改编 

在 De Providentia，莱修斯强调，世间万物根据神的规律而存在，人的灵魂不灭，死后受到审判。本书

的著述背景是 16-17 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旧教）所面临的神学、政治危机。这个时期，由于希腊·罗马的古

典的发掘与技术科学的发展，原子论的世界观得到广泛传播。同时在破坏欧洲的战争漩涡中，君主们为工

                                                   
6 Dudink， 위의 논문；罗婉薇、陈万成， 前掲论文。 
7 陶恵寧，「『重訂解体新書』所引の「物理小識」につい

て」，『日本医史学雑誌』第 47 巻第 3 号，2001，pp.508-509；齊藤正高，「『物理小識』の腦と

心」，日本中国学会編，『日本中国学会報』第 61 集，2009，pp.183-197；여인석， 「『주제군징』에 나타난 서양의학 

이론과 중국과 조선에서의 수용 양상」， 『의사학』 21， 2012.  
8 안영상，「동서 문화의 융합`충돌 과정에 나타난 성호학파의 철학적 특징의 일단면-인체관에 나타난 pneuma 와 

心氣說을 중심으로」， 『민족문화연구』 41， 2004 ; 김선희， 「인체 이론과 심 이론의 통합과 분리-『의령』에서 

『맹자요의』까지 서학을 통한 다산의 인간이해의 변화」， 『다산학』 34 호， 2019. 
9 “人心之能，异于动觉物之能，是在格物及自专二者。”《主制群征》，“十以人心之能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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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性地利用基督教伦理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倾倒。莱修斯通过本书试图对抗原子论世界观的无神论和马基雅

维利的世俗主义。10这种方法虽然很有趣，但他力图证明的是，不是圣经而是在现实世界中，从自然的现

象中能够发现神的规律。他活用了从希腊、罗马古典到大航海时代的成果，各个时期不同层次的各种信息。

因此，该书叙述了天文、地理、气象、动植物、人体的构造等等从自然的现象到细微部分的志向、比例显

现出的美丽，叙述了万物不可解的多样性。 

作为目的论的神存在的一种证明方法，如果观察自然的各种现象，即使是无神论者藉由理性也能理解

其背后蕴藏的神的法则，这是莱修斯的前提。这个方法不仅对西方的无神论者，对没读过教会和圣经的人

也有效。汤若望想把本书的内容介绍给中国的理由正在于此。 

De Providentia 由表示神的法则的一卷和表示人的灵魂不灭性的二卷构成。不过，汤若望从 De 

Providentia 的一卷摘录必要的部分进行翻译。11并且，把体例改编成完全不同的形式，加写原稿上没有的

文章，再添加原稿上没有的章节。12这样的话，与拉丁语书比较的内容便有相当部分的出入，《主制群征》

与其说是翻译了 De Providentia，不如说是改编更为妥当。 

 

（2）《主制群征》的构成与目的 

上卷的第 2 章第 5 条是“以人身向征”。“以人身向征”与下条的第 6 条“以生觉容体向征”，都是从 De 

Providentia 第 2 章的第 6 论证“志于目的动物和植物的结构”（以下简称第 6 论证）截取内容构成的。13第 6

论证指出，包括人类在内，构成动物和植物的部分构造非常精巧，与其他部分很好地相互咬合而，能够对

整体做出贡献，从这一点上来说，这样造就了个别生命体的存在，也就是神的存在。这个目的论的神存在

的证明发动了西方古代的自然学。莱修斯从文艺复兴时期对人体产生巨大影响的盖伦（Claudios Galenos，

129-199）的著作中进行摘录，并且从关于动植物的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 ，23-79）的《自然

史》（Naturalis Historia）中选取了部分内容。 

在第六论证的开头，盖伦的目的论式的人体观显而易见。莱修斯叙述了人体的解剖学的构造，展示了

骨骼（os）和肌肉（musculus）的个数和构造，及其种类，强调其多样性和精巧性，并表示“人体是最聪明

最有能力的制作者制作出来的”这一伽利诺斯的结论。14接着，将肉体维持生命的热（calor）、提供营养的

血（sanguis）、三种精气（spiritus）15的生成和运行，与心脏、肝脏、大脑等内脏器官和静脉、动脉、神经

                                                   
10 “Praefatio”， De providentia(1617) 
11 关于强调灵魂不灭的 De Providentia 的第 2 卷，有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的《真主灵性理证》一书。 
12 Adrian Dudink， “The relegious works composed by Johan Adam Schall von Bell especialy his Zhuzhi qunzheng and his efforts to 

convert the last Ming emperor，” in Roman Malek ed.， Western learning and Christianity in China: the contribution and impact of 

Joha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35.， Sankt Augustin: Jointly published by 

China-Zentrum and the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Nettetal， Germany: Steyler Verlag， 1998 & 2000.， pp.817-819. 
13 “Eadem， inquit， ars circa omnia viscere existit， & omnino circa quamlibet partem， adeo ut si quis structura scopos consideret， 

in aliquot myriads eorum multitude excrescat.” De providentia(1617)， p.68 
14 “Eadem， inquit， ars circa omnia viscere existit， & omnino circa quamlibet partem， adeo ut si quis structura scopos consideret， 

in aliquot myriads eorum multitude excrescat.” De providentia(1617)， p.68 
15 这是从“呼吸”（pneo、πγέω）一词中演变而来的词汇，原本的意思是“呼吸”、“呼吸过的空气”，后来逐渐演变为精神或灵

魂，在拉丁语中被翻译为 spiritus。莱修斯把这个词与“热”一起作为生命的起源的要素看待，分为 spiritus naturalis、spiritus 

vitalis、spiritus animalis。这些个体分别由肝脏、心脏、大脑生成，扩展到身体的全部组织，使个别的身体部位发挥固有的功

能，使之维持作为人体的生命力。汤若望把 spiritus naturalis 翻译为体性之气，把 spiritus vitalis 翻译为生养之气，把 spiritus 

animalis 翻译为动觉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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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连接起来进行了说明。肝脏-静脉-自然精气（spiritus naturalis）、心脏-动脉-生命精气（spiritus vitalis）、

脑-神经-动物精气（spiritus animalis）等三个系统是亚里士多德的植物魂-动物魂-理性魂（人类魂）与人体

的生理学体系相结合的盖伦的代表理论。 

 

汤若望以“西有名医”来称呼的盖伦是希腊罗马医学的集大成者，在希腊哲学和动物的解剖学知识上综

合精气（pneuma）论和四体液论，确立了目的论的人体观。盖伦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著述，其本身并不是

科学的成果，而是以支持神对人的法则为目的。他的医学被认定为西方医学的正统，拥有千年以上的绝对

权威。文艺复兴时期的安德雷亚斯·维萨里（Andries van Wesel，1514-1564）的《人体的构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1543 年刊）和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的《心血运动论》（Exercitio Anatomica 

de Motu Cordis et Sanguinis in Animalibus，1628 年刊）虽然也给医学界带来了冲击，不过，盖伦的医学直

到 18 世纪依然被认为是权威。16在莱修斯生活的时代也是一样，身体的各器官是为了执行灵魂所命令的功

能而被设计出的神的艺术品的看法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主制群征》中也很好地表现出了这样的性格。而将拉丁语的原稿与《主制群征》的改编部分进行比

较，可以说明以下的内容。 

De Providentia （1617） 第 2 章 第 6 论

证 
《主制群征》上巻第 2 章第 5 条是“以人身向征” 

（导入部） 
 

 

1-1 欲征主制， 远取诸物， …… 保浑体之固， 顺

众肢之动是也。 

65 Consideratio humani corporis （对人的

身体的考察） 

1-2 使百肢止共一骨， 身虽固矣， …… 其大、

其坚， 互相凑合， 以全一体之用， 是可贵也。 

Ossa （骨） 
1-3 首骨自额连于脑， 其数八。…… 摠期体之固， 

动之顺而已。 

66 Musculi （筋肉） 1-4 论肉， 其数六百界有奇， …… 孰克谋此哉! 

67 Spiritus （精气） 

2-1 有骨有肉， 身形备矣， 然必须本热为生， 血

为养， 气为动觉， 缺一不可。 

2-3 脾也胆也肾也， 虽皆成血之器， …… 脑生

细微动觉之气， 故并贵也。 

Viscera tria principialia（三个主要脏器） 
2-2 缘此大主造人， 预备三肢于身内为君， …… 

害身之苦者胆， 吸藏未化者肾 

68 Spirituum ortus （精气的发生） 

3 或问， 三肢生气如何。曰，…… 动觉各得其分

矣。ﾠ 

                                                   
16송창호， 「갈레노스」， 『인물로 보는 해부학의 역사』， 2015 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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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Quo modo per totum distribuantur 

corpus （以何种方式使精气流布全身） 

4-1 问， “身必须血与三气周通者何?” 曰， “…… 

以故血者， 资养之料也。 

Distributio Sanguinis （血的流布） 
4-2 而血行以脉， 脉有所总曰络。…… 外而肤肉， 

无不贯串， 莫定其数。 

70 
4-3 脉之容似机， 厥丝或顺， …… 乃启厥窍， 导

之通， 无闭塞也。 

71 Distributio calorum & spiritus vitalis 

（热与生命精气的流布） 

4-4 从心出者， 亦有二大络 … 此专导引热势， 

及生养气之路耳。 

Ventilatio （吹入空気） 
4-5 心以呼吸进新气， 退旧气， 直令周身。脉与

之应， 少间不应， 辄生寒热诸症。 

 

4-6 医者， 必从三部跃动之势， 揣知病源， 盖

以此也。 

72 Distributio spiritus animalis  （动物精

气的流布） 

4-7 脑以散动觉之气， 厥用在筋。苐脑距身远， 不

及引筋以达百肢。 

Productio cerebri & membranarum eius 

（大脑的生产与表皮） 

4-8 复得颈节膂髓， 连脑为一， …旣以保全本气， 

又以肇始诸筋。 

Nervorum sex paria a cerebro （大脑中生

出的六对神经） 

4-9 筋自脑出者六偶， 独一偶踰颈至胸， 下垂胃

口之前。 

Triginta nervorum paria ex spina dorsi （脊

髓中生出的三十对神经） 

4-10 余悉存顶内， 导气于五官， …… 充满周身， 

无弗达矣。 

73 Nervorum compositio （神经的构成） 
4-11 筋之体， 瓤其里， 皮其表， 类于脑， 以

为脑与周身连结之要约。 

74 Quo modo tria principalia viscera sint in 

singulis corporis partibus （三个主要脏器

以怎样的方式分布于身体的各个部位） 

4-12 卽心与肝所发之脉络， 亦肖其体， …… 使

生养动觉， 肢各效灵哉? 

 

5 总论人身气血骨肉筋脉等， …… 其智能准此

矣” 

（1）汤若望将“以人身向征”分成 5 个段落，引入部 1-1 和最后段落的 5 是直接著述的，其他部分大致

从原稿摘录改编。（2）“4-6 医者，必从三部跃动之势，推知病源，盖以此也”是汤若望追加的底本没有的

文章。（3）结合小标题“Quod modoper tetum distribuantur corpus”和“Distributio sanguinu”，提出了假想的问

题“问，身必需血与三气周通者何？”。（4）改变 2-1、2-2、2-3 的编辑顺序。（5）3 忠实地翻译了原稿的小

主题，而从 4-1 至 4-12，则在原稿的几个小主题之下，将长篇的论述进行了缩略翻译。 

从具体内容来看，原稿的导入部与“以人身向征”的导入部有着相当的差异。在原稿的导入部中，个别

的被创造物的部分具备了恰当的结构和比例，各机能能够作出与目的相契合的工作，这正是最聪明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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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神的法则。汤若望没有翻译这部分内容，而是重新组织导入部，“欲征主制，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无

物无向，岂身独否乎”。证明神的法则作为文章的基本目标加以明确，与他物相比将更为贴近的人体作为

对象，从中表现出的目的指向是显而易见的。从该书的整体结构来看，“以人身向征”所属章节的整体主题

是“以物私向征”，从展开本章的脉络出发着眼事物的个别目的，从而原稿的第 6 论证被分为两部分，限定

人体为论说对象，也具有一定意义。 

关于 5，汤若望认为身体的各个部位完美地匹配自己的职责而发挥作用，使之维持作为全身的活动，

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接着，他又称赞，人人都是描绘栩栩如生场景的肖像画家，但比画更精巧、更神奇的

实物却是造物主所创造的，这便成为了当然的主张。最后，他极力主张，即使是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具

有数理和测量等出色的活动，那也与与生俱来的身体活动相比具有许多错误，从而可知创造了这些的神的

智慧和能力的优秀。17汤若望所著的这部分内容最鲜明地表现了“以人身向征”的意图。藉由人体的医学信

息，显示了创造出身体各部分并使之能够出色地发挥机能的神的伟大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创作 De Providentia 的时期，莱修斯虽然知道安德雷亚斯·维萨里解剖学的成果，但

并没有积极反映在论证上。18
1569 年，安德雷亚斯·维萨里的《人体的构造》的荷兰语译本已经出版，但莱

修斯并不了解安德雷亚斯·维萨里的解剖学。并且，莱修斯认为下颌骨（maxilla inferioris）是一块，但是，

认为是两块的盖伦解剖学的谬误与安德雷亚斯·维萨里所订正的内容相一致。尽管如此，莱修斯也没有积极

地展示新的解剖学信息，可能是出于认为即使骨头的数量多少有些不同，但也影响不大的原因。即使尝试

直接解剖人体，但人体依然是复杂而精巧的结构物，在这一点上全知全能的神创论主张不可动摇。耶稣会

的神父莱修斯，从宗教的目的出发整理了当时的医学知识。描绘了作为神的优秀作品的人体，但是与疾病

的成因与治疗相关的四体液说却并没有触及。19由此可以看出，该书并非以传达新的科学知识为目的，而

是藉由现世所具现的神的卓越的能力，从而实现证明神的法则的神学的目的。通过《主制群征》，中国的

学者们会提出关于如何理解盖伦医学的问题。但如果中国的学者们理解了“盖伦医学”的话就会知道，《主制

群征》不过是与作者和改编者意图相背离的附带效果而已。 

 

3．中日韩学者的关心与理解 

“以人身向征”讲述的人体解剖学的构造和生理活动都是对神的存在和能力的佐证，但是比起神的存在

和作用汉语读者更注重与人体相关的信息。 

引用或提及“以人身向征”的学者有中国的方以智（1611-1671）、王宏翰（1648-1700）、陈元龙

（1652-1736），朝鲜的李瀷（1681-1763）、丁若镛（1762-1836）、李圭景（1788-?），日本的大槻玄泽（1757-1827）

等。这些学者中，既有将“以人身向征”的内容作为新信息记录的案例，也有作为自身的理解而活用的案例。

                                                   
17总论人身气血骨肉筋脉等，以及诸内肢，其体异能异样异，多如此类。然皆各得其位，各尽其用。其扶人身，资养动觉，

以令五司咸正无缺，不旷厥官。岂不奇哉?设有画像于此，灵气弈然如生，观者必归美于工，称道不置。乃若真形之美，精

巧奇异，非智虑可通，非能力可效，并非言论可悉。孰造化是，孰安排是，独可置弗求乎?且人为万物之灵，宜乎动协于义。

乃其自主之行，如算数测天等，较之不自主之行，如饥渴便溺等，不免乖错。是知造化人身，安排人身，如是恰当者，必智

能超人，倍万不啻者也。从此推知，造化天地万物，而安排之，其智能准此矣。 
18 Vons， Jacqueline. (2015). “Un exemplaire du 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 (1543) annoté par Jan Wauters van Vieringen (Ioan. 

Valterius Viringus)， lecteur et traducteur d’André Vésale.” 
19只出现过原稿与“以人身向征”的体液(humor)和胆汁(bilis)的用语，而由于体液不均衡引发病症的发现则完全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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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各国学者引用“以人身向征”的情况与学者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有助于全面地阐明西方知识传入东方

并被接纳的具体情况。 

中日韩学者引用“以人身向征”的出处如下。 

国籍 姓名 作品 内容 

中国 

方以智 《物理小识》卷 3，“人身类” 

<血养䈥连之故>人身湿热而已…… 

<论骨肉之概>首骨自额连于脑…… 

<身内三贵之论>热以为生，血以为

养…… 

王宏翰 
《医学原始》卷 3，“周身骨

肉数界论” 

首骨自额连于脑，其数八。……或顺或

斜或横异，此皆各有本用，以顺本身多

异之动也。 

陈元龙 
《格致镜原》卷 12，“骨[附

髑髅筋]” 

首骨自额连于脑，其数八。……总期体

之固，动之顺也。 

胡廷光 《伤科汇纂》卷 2，“骨度” 

首骨自额连于脑，其数八。……手与足

各二十有奇。……凡各骨之向，约有四

十，各肉约有十。悉数之则数万也。 

朝鲜 

李瀷 著 

安鼎福 编 

《星湖僿说类选》册 5，“西

国医” 

有骨有肉，身形备矣，……使生养动觉，

肢各效灵哉。 

丁若镛 

**再引用 
《与犹堂集/医零》，“脑论” 

有骨有肉，身形备矣，……使生养动觉，

肢各效灵哉。 

李圭景 
《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卷

19，“人体内外总象辨证说” 

肉，其数六百界有奇……悉数之则数万

也。 

日本 

杉田玄白 译 

大槻玄沢 重

订 

**再引用 

《重订解体新书》第 5 册，

附录上卷“第九篇寤寐论” 

方氏曰，脑散动觉之气，……故存以备

引触。……〇身内三贵论曰，或问三贵

之生气……动觉得其分矣。 

以上引用的共同特征是没有引用神的作用的内容。汤若望最后强调的总论（5 总论）的内容不仅完全

没有引用，书中 1-1 的“欲征主制”，2-2 的“缘此大主造人”这样的句子也没有引用。从引用的文章中排除特

定的句子，并不单单是因为不感兴趣，而多半是故意从选择中排除的。对于汤若望来说，本应是最重要的

神之法则，对于东方的学者而言，这恰恰是于著作中暴露自己的关心，是颇为困难并且令人忌讳的内容。

不仅是“以人身向征”，还暗示了对于《主制群征》的整体核心内容——基督教的宗教特性的理解困难。 

并且引用的对象也存在差异。大体来看，可以对骨骼与大脑有关的内容分别加以区分。关心骨骼的人

是王宏汉、陈元龙、胡贞光，他们皆在自己的医学著作中收录了“以人身向征”的内容。王宏汉、陈元龙、

胡贞光都在传统医学基础上总结了一些西医信息。因为他们引用了从头到四肢构成人体各部位的骨骼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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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形态相关的内容，所以他们肯定对“以人身向征”中出现的人体骨像的解剖学的信息很感兴趣。但是，

他们没有对以上内容进行评价或解释，所以他们的引用停留在了信息的整理水平。 

与他们不同，方以智在百科事典式的著作《物理小识》中引用了“以人身向征”中关于人体的大部分内

容。他把“以人身向征”的人体论归类为“血养筋连之故”、“论骨六之介概”、“身内三贵之论”，并附加了自

己的建议。从方以智的建议来看，关于“血养筋连之故”，他认为肝脏、心脏、脑、筋（神经）的主张是传

统医书《灵枢》、《素问》中没有收录的，所以值得引用。20这可以认为是以收集传统医书中没有的新信息

为目的的引用。 

稍微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对“身内三贵之论”的评价。他认为人的智力和脑的清浊有关，作为推测的依

据，书中展示了《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和《太素脉法》的内容。并且，在传统的《黄帝内经》之中列

举了“骨髓皆属于脑”（《素问》五脏生成论）一句，与“脑是骨髓之海”（《灵枢》海论）一句，规定了脑是

储藏骨髓的器官。然后，在《太素脉法》中引用了“浮山愚者曰，人之智愚，系脑之清浊。古语云，沐则

心复，心复则图反，以此推之，盖其有故。《太素脉法》，亦以清浊定人灵蠢，而贵贱兼以骨应之”这一句。

脑的清浊决定了人的敏感和迟钝，不过，一般认为脑是全部骨髓所属的骨髓的储藏器官，根据脑的清浊的

影响波及到骨骼，从而决定贵贱。这表明方以智通过《黄帝内经》这一传统医学经典来理解这篇文章。这

里提到清浊的问题，是因为“人身三贵之论”是经由肝脏、心脏、脑等脏器提炼气的过程。 

曰，肝以窍体，内收半变之粮渐，从本力全变为血，而血之精分，更变为血露，所谓体性之气也。

此气最细，能通百脉，启百窍，引血周行遍体。又本血一分，由大络入心，先入右窍，次移左窍，渐

致细微，半变为露，所谓生养之气也。是气能引细血周身，以存原热。又此露一二分，从大络升入脑

中，又变愈细愈精，以为动觉之气，乃令五官四体，动觉各得其分矣。 

从“人身三贵之论”可以看出，通过肝脏、心脏、脑等内脏器官，“气”越来越精密，产生了最清澈、纤

细的动觉之气。方以智认为如果从这种精制过程中得到纯洁之气的英敏，浑浊之气也会受到改变。在宋代

以来的儒学中，气的清浊是万物变得彼此不相同的原因，始终被理解为作为决定人类本性发现的先天条件。

方以智正是在这样的传统之上作出了对大脑理解的尝试。 

朝鲜后期的儒学家李瀷，在《星湖僿说》中引用了“以人身向征”，但是并未见于目前的刊物中，而在

他的弟子安正福对《星湖僿说》进行体裁改编、补充内容的《星湖僿说类选》中有所遗存。李瀷以“西国

医”为标题引用了「以人身向征」的内容，但是并没有引用骨骼方面的内容，转而引用精气的形成以下的

内容。李瀷一方面进行了与中国的医学家相比更为详细地叙述并对之给予了高度评价，另一当面，则倾露

因为规模和语言的差异所带来的理解困难。接下来，我们需要明确李瀷自己的理解，特别是他对大脑的独

特理解。 

头之本在髓，曰脑。筋总于脑，周络皆遍，则脑为一身之主可知。筋之力可以运用百体，则其动

气之由乎脑明矣。但添一觉字，与儒家说不同。然肉运于筋，筋为肉系。外物触肉。肉便炀动者，非

                                                   
20 《物理小识》卷 3，“人身类”：“愚者曰，此论，以肝心脑筋立论，是‘灵’‘素’所未发，故存以备引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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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而何。筋非自觉。有脑故物触之时，不待思量，便即炀动者。脑之为也，知其有物触而然者，心也。

然则觉在脑而知在心，其理亦宜矣。 

这里的问题是，大脑通过“筋”管理身体的运动是正确的，但与“觉”的结合却并不紧密。这个问题来源

于汤若望将“nervus”一词翻译为“筋”。在现代，被翻译为“神经”的构造，用肉眼观察的话与“筋”相似，所以

“nervus”一词兼具了神经与筋的双重意义。盖伦也认为是从筋中分化出了神经，这样的观点在莱修斯和汤

若望的时代依然存在。把肌肉作为通路而流布于身体的各各部位的“spiritus animalis”一词，则被翻译为“动

觉之气”，这也显示出汤若望认为这个构造是运动与感觉之间的联系。神经像现在这样与肌肉分离，作为“传

达刺激的结构”的而被独立使用，在西方要等到 18 世纪以后21，在东方，其开始被翻译为“神经”则是在《解

体新书》中。 

关于“筋”，在《黄帝内经》中可以看到筋脉、筋膜、大筋、宗筋等表述，有“筋属肝，骨属肾”的句子，

但都找不到能和感觉直接联系的概念。李瀷也认为筋与肉相关联，而与直觉没有联系。接下来，李瀷从经

验层面列举反射的例子，试图加以理解。他认为，肉在接触外部事物时会出现无意识的反射，这是一种作

为感觉的中枢限制着大脑的机能。并且认为，思虑认知活动是依然是像传统的方式主张的那样是心的作用。 

丁若镛在《脑论》中除了引用《西国医》之外，并没有保留自己的按说。即使在星湖的按说中，也只

有“星湖先生曰，此说‘比中国’医家，更觉详尽，不可没也”一句。将标题命名为“脑论”，则是因为考虑到

在东方不太被重视的大脑的相关信息才是核心。但是，这些内容对于丁若镛而言却有重要的意义。在其他

地方也有活用“以人身向征”的记载。 

首先，作为医学的内容，《医零》的“虚实论二”记载，食物经过消化器官进入到精微的肝脏，从而造血，

精微之物进入了心脏之后，到达经络便是自然的形势。22这是对“以人身向征”进行总结的内容。这篇摘要

批判了张介宾对《黄帝内经》中的“五味入胃，各归所喜”的解释，是极大地动摇与五行说相连的传统医学

体系的发言。在《医零》的其他地方，丁若镛叙述病因时使用了体性和生养二词23，这正是出自“以人身向

征”的体性之气—生养之气—动觉之气的概念构造。《孟子要义》中这一点更为明确。“本来我们生养和动觉，

只有血和气两种。论其形质，血荒气密。”通过以上可以看出，丁若镛对“以人身向征”的征引并不是单纯的

信息收集，她的人体论有着重要的自身意义。丁若镛使用了这些概念扩展到人的理解层面。同样是在《孟

子要义》中，他说：“原夫吾人之所以生养动觉，惟有血气二物。论其形质，血粗而气精，血钝而气锐，

凡喜怒哀惧之发，皆心发为志。志乃驱气，气乃驱血，于是见于颜色，达于四体。”
24他在说明植物—动物

—人的差异的时候，也使用类似的概念构造。“今论草木之身,明有形质，亦有生活。然必以生活言之者，

生活贵于形质也。又论禽兽之身，明有生活，亦有动觉。然必以动觉言之者，动觉贵于生活也。人身虽有

                                                   
21 Sidney Ochs， (2004) A history of nerve functions: from animal spirits to molecular mechanis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2《医零》虚实论二，“物下咽，卽入胃中，胃火熬化。粗者送于二阳，精者献于脾家。脾又运化，传于肝家，肝乃造血，

精者传于心，以达于经络。此自然之势也。” 
23《医零》里证论一，“七情之所伤，劳倦之所瘁，又如好色致损者，谓之内伤可也。此病在乎体性生养之源，治宜探溯其

深奥。” 
24 《孟子要义》公孙丑上。 



146 

 

动觉，乃于动觉之上，又有道义之心为之主宰，则论人性者，主于道义可乎，兼言动觉可乎?”
25为此，丁

若镛的思想被评价为“为了说明道德的人类的构造和作用，将身体的生理学的构造置于基础阶段，在此基

础上与身体构造连动而又不拘束于此，从而设定了作为独立的认知能力——德性的能力”。26
 

李圭景（1788-1856）在《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中引用了“以人身向征”。他把与骨骼有关的内容全部刊

载了出来，从《难经》到关于脏腑和骨骼的内容都做了补充。李圭景一方面展现出了一定要正确地知道人

体各部分知识的关心，一方面也有介绍新奇的内容的侧面。关于骨相，李圭景改变了由于周天是 365 度，

人的骨骼是 365 个的这一传统的类比。但是，关于大脑动感的能力举出了一个神秘的例子。雍正时代的人

从马上掉下来脑子裂开了，不过，蒙古的医生替代放入牛的大脑，盖上牛的皮使之不泄漏而将其医好。只

是，据说他至今为止读过的文章一个字都没记住。另外，由于没有找到对“以人身向征”内容的积极解释，

所以李圭景可能是出于好奇心而收集信息的。 

在日本“以人身向征”的引用与上述情况不同。日本很早就成为天主教的东方传教的主要对象，在传教

初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急速的扩张教势头很快就受到中央政府的牵制。1587 年，出于邪教的原因下

达了禁教令，1637 年岛原、天草之乱以后，甚至禁止了与天主教国家的交易，但很快这个空白被荷兰商人

所填补。27虽然允许交易的空间仅限于出岛这个狭窄的人工岛，但从这里流传开来的“与宗教相分离的西学”

的观念却大大改变了以后的历史。兰学就此产生。 

兰学是从向出入于出岛的荷兰医师学习西方医学的日本医师处发源的。他们最重要的成就在于解剖学

图书《解体新书》的翻译。《解体新书》译自德国人 J.A.Kulmus（1689-1745）原著的 Anatomische Tabellen

（1722 刊），由荷兰人 Gerardus Dicten 翻译的 Ontleedkundige Tafelen（1734 刊）。杉田玄白（1733-1817）、

前野良泽（1723-1803）、中川淳庵（1739-1786）等人历时 3 年翻译了本书。《解体新书》虽然在最初遭遇

了抵抗，但它不仅使日本医生对中国医学产生了根本的怀疑，也促使日本远离中国传统知识体系，成为迅

速吸收西欧知识重要的契机。28
 

因为江户幕府禁止基督教，西学书籍的流通也被禁止了，在中国已经被翻译的汉译西书也作为禁书而

被处理。因此，虽然不能直接读汉译西书，但他们可以通过中国学者的著作接触到其中引用的文章。 

18 世纪日本医学家大槻玄泽（1757-1827）作为杉田玄白的弟子用 20 年时间补充修订了《解体新书》，

著有《重订解体新书》，并且再次利用了《物理小识》中所引用的《主制群征》的内容。他把引用内容都

叙述为方以智的学说，在与《解体新书》不同的地方以注解的形式加以说明，指出其中错误。举例而言，

对于把神经翻译为“筋”这件事，他说道：“按谓筋者避神经也。”在《解体新书》中，掌管感觉的绳状构造

是神气的经脉。另外，对于神经（筋）是六对从脑部的发出物（筋自脑出者，六偶）这一说法，书中提出

“按六者十之误，盖十对神经也”。在《解体新书》中，脑出神经左右各十条，也就是十对，大槻玄泽基于

                                                   
25 《孟子要义》告子上。 
26김선희， p152. 

27 荷兰在岛原天草之乱时与幕府协力参战，以此为代价获得了日本的垄断交易权。신동규， 「근세 일본의 ‘島原·天草의 

난’으로 본 江戶幕府와 네덜란드의 共助關係」， 『東洋史學硏究』 105 집， 동양사학회， 2008。 

28 关于《解体新书》的翻译可以参考以下论文。김성수， 「일본의 해부학 수용 초기의 특성: 『해체신서』와 

『중정해체신서』에 나타난 세계와 인체」， 『연세의사학』 21 권 2 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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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批判了《物理小识》的引文。对于身为医学家的他来说，“以人身向征”与《解体新书》相比不过是充满

解剖学谬误的参考资料。 

 

4.结论 

至此，汤若望的汉译西书《主制群征》的传来与接受情况，以“以人身向征”为中心进行了讨论。特别

是通过与原稿的比较，知晓了《主制群征》的构成，明确了汤若望以人体构造和生理作用的精巧来作为对

神的存在和能力的“旁证”的意图。但是，三国的学者们比起对神的言及更注重人体论。这些学者们接受新

的信息的方法有很大的不同，既有单纯的引用的情况，也有像丁若镛一样作为自我理解的重要着眼点而活

用的情况。这种多样的形态，是由学者们的关心和历史条件的不同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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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咸炘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 
欧阳祯人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 

摘要：刘咸炘以道家的“以静制动”之术来面对新文化运动，以心性情欲的传统心性学来讨论他在新文化

运动时期的立场，以《周易》的“离”“坎”“艮”“未济”来讨论冷与热的辩证法，不仅提出了在新文化

运动中“冷者，热之本”的重要观点，而且对中国此后近百年跌宕起伏的历史已经提出了过人的预知，被

他不幸而言中。他采用察势观风、考镜源流的学术方法揭示了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胡适与周作人的草根

渊源和学术本质，反对盲目跟风，令人耳目一新。刘咸炘自称他自己既不是西化派，也不是守旧派，他坚

持的原则是“视西如中，视新如旧”，古今中外的学术思想，全部被他措于笔端，包荒含弘、海纳百川，

整合和重构中国文化才是他的学术理想。 

关键词：刘咸炘；冷热；动静；《周易》；新文化运动 

******************************************************************************* 

 

自称是刘咸炘1 “半友生半私淑之弟”的五四时期著名青年诗人吴芳吉2 为刘咸炘的画扇

之“观潮图”题诗云：“海底龙鱼莫浪惊，扶摇万里未为名。蓬山上有真人在，坐看天清地太

平。”3 吴芳吉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把刘咸炘形容为扶摇万里而又不为名为利的海底龙鱼，

坐看天清地太平的蓬山真人，自有他的慧眼独到之处。笔者在阅读了刘咸炘的《冷热》、《看

云》、《为己》、《患盗》、《女妇》、《宾萌》、《菊颂》、《时变》、《墨乱》等文章之后，深以为，

刘咸炘置身于新文化运动时期，不可能不对新文化运动有自己深刻的评价态度。这是一个至

关重要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本文根据《推十书》的相关文本，阐幽表微，就刘咸炘对新

文化运动的态度进行必要的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 
大凡任何一个事件的发生都是有它草蛇灰线、千里伏脉的征候。刘咸炘对新文化运动的

来临就有前见性的敏感。早在 1918 年的 5 月，五四运动的前夜，刘咸炘就撰写了《冷热》、

《为己》、《患盗》等系列文章，表达了他对“热”的态度。1922 至 1925 年刘咸炘又陆陆续

续写出了《时变》、《墨乱》、《看云》等重要的文章，进一步鲜明地表达了他对新文化运动的

看法。作为一代国学大师，刘咸炘自本自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以“任天圆道”的

中国文化来整合世界上的各种学术思想并且力求贯通，其态度是严谨的，其视角是独特的，

其思想的结果更是让人刮目相看，实在是有令人拍案叫绝之感！ 

刘咸炘从来没有说过自己讨厌新文化运动的话，在《推十书》中凡是涉及到这样的话题，

他总是诚心诚意，以客观的态度就事论事。例如《语文平议》（1928）就写得相当的客观，虽

然他立足于中国文化传承的态度十分明确，谓：“变须不失其体，质须不失其节。变而失体，

                                                   
1 刘咸炘，字鉴泉，别号宥斋，生卒于 1896-1932。祖籍成都双流，家世业儒，为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教授，与著名学者蒙

文通、唐迪风（唐君毅之父）等为知交。 武汉大学萧萐父先生在其《刘鉴泉先生的学思成就及其时代意义》一文中指出：

“刘鉴泉先生玄思独运，驰骋古今，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最为突兀，堪称近世蜀学中的一朵奇葩。”（见氏著：《吹沙二集》，巴

蜀书社 1999 年版，第 454 页）萧萐父先生又在刘鉴泉先生《推十书·序》中写道：“《推十书》，乃英年夭逝的天才学者刘鉴

泉先生之重要遗著，是其所撰哲学纲旨、诸子学、史志学、文艺学、校雠目录学及其他杂著之总集，都二百三十一种，四百

七十五卷。”（见氏著：《吹沙二集》，巴蜀书社 1999 年版，第 460 页）刘咸炘先生的学术成就还受到过陈寅恪、梁漱溟等先

生的欣赏和赞誉。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刘咸炘先生的学术成就湮没无闻，没有得到当代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2 吴芳吉 （1896 年—1932 年），重庆江津人，字碧柳，自号白屋吴生，世称白屋诗人（见《江津县志》），其才华

灿烂夺目，为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著名诗人。已故武汉大学著名哲学史家萧萐父老先生说：“吴芳吉为后‘五四’时期

中国新体诗的开路者之一，其大量诗作及诗论反映了民间疾苦、时代呼声”，萧老先生又说，吴芳吉自称为刘咸炘“半友生

半私淑之弟”，他们“二人之心声，自相应和。二人之德业，又璀璨交辉，同为‘天地英灵气，古今卓异才’。把他们称作近

世蜀学史上的双子星座，似不为过。”（见萧萐父著：《推十书·前言》（增补全本），《推十书》（增补全本，庚辛合辑一），第

4-5 页）。 
3 刘咸炘《看云》，《推十书》（增补全本，庚辛合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 年，第 242 页。下引《推十

书（增补全本）》皆为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9 年 1 月版，不再详注。 

http://baike.baidu.com/view/28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1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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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类型混乱；质而失节，则血肉剥削。”4 刘咸炘要坚持中国文化的根本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学校课规以语为初基，仍以文为进级，然初止学语，文基已失，加以恶深乐易，能通文者

必日希，将使学术之源不在巨著鸿编而在杂志小报，以言普教，吾见其降教而已。”5 如果学

学校教学只是以汉语的语文、口语为主体的话，那么传承数千年的中国文化、经典文本就会

日渐衰微，“巨著鸿编”不再是学术之源，而“杂志小报”则成为全民精神生活的中心；到了

那个时候，能够读懂中国文化元典的人少之又少，传统的国学就会一天不如一天。80多年来，

不论是中文的堕落历史，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失历史，都完全被刘咸炘不幸而言中。 

但是，刘咸炘并不是“中体西用”者。他只是坚决地反对学者没有主心骨地凑热闹。他

在《时变》（1922）一文中写道：“今之学者以变相夸，异乎吾所闻，先士于此论之详矣，聊

粗述之，以告吾党。章实斋曰：学业者，所以辟风气也。风气既弊，学业有以挽之。好名之

士方且趋风气而为学业，是以火救火也。……，今之所谓知变者，争为浮沤而已。夫学之去

取，将以义之是非欤，抑以时之从违欤？”6 总之，他认为当时“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的

学术界状况，是“逐时而无是非”的错误。在这里，刘咸炘并没有反对新文化运动，而只是

反对人云亦云的跟风，在学术的面前应该有严肃的、独立的治学态度。 

他认为他自己生性“耐冷恶热”，不喜欢喧闹。他在其《冷热》（1918）一文中写道他“喜

陈书独坐，众聚声喧，则欠伸思卧。与于庆吊，半日不快。”7 以此作为一种生活的感悟，推

及学术、人生、社会，甚至哲学： 

 

古言心不言血，惟冷可以治事。不入乎物，乃能善物。不流乎世，乃能治世。章实

斋言之矣，曰：“随风气为转移者，愚人也。自得以救风气者，智者也。”龚定庵言之矣，

曰：“百酣民不如一悴民，百悴民不如一之民。之民者，山中之民也。”斯二人者，能冷于

热之时者也。8 

 

在刘咸炘的著作中，他每每以章实斋与龚定庵为正面的榜样，来巩固他的观点。在这里

又是以二位先贤的高论来表述他自己即将推出的“夫冷者，热之本”9 的观点。刘咸炘坚持

自己“冷”的态度、“静”的立场，与新文化运动保持一定的距离，采取道家的手法，以静制

动，静为躁君，自视为“自得以救风气者”的“山中之民”，能够在天下所有的人都疯狂失态、

炙手可热的时候，自己保持冷静。在刘咸炘看来，只有“能冷于热之时者”才能够站在时代

之上，根据时代前进的步伐所发生的偏差，来扭转乾坤。时至今日，我们也许对刘咸炘的观

点并不赞同，但是，无论如何，对刘咸炘的这种理论的高度和高贵的目标，这种人生的理想

所蕴含的气度和胸怀却是不能不佩服的。 

然后，刘咸炘从心、性、情、气、欲等传统心性学、性情学的层面，对冷与热的辩证关

系，对自己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态度和立场进行了十分有趣的讨论： 

 

心有性有情，煦煦者情，而根于性，可谓之温，不可谓之热。蒸蒸然热者，人之气

也。幽幽然温者，人之心也。性体若止水，禅家虽不得性而致虚守静，固心之本体然也。

五窍之欲中于心，血气乃濆而热。血气者，欲之所凭，外铄之所附，有身而后有之，非

天赋之本然也。且心与性异矣。心浮而炎，性沉而静，故血气不可言心，心有不可言性。

                                                   
4 刘咸炘《语文平议》，《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一），第 68 页。 
5 刘咸炘《语文平议》，《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一），第 67 页。 
6 刘咸炘《时变》，《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三），第 874 页。 
7 刘咸炘《冷热》，《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三），第 857 页。 
8 刘咸炘《冷热》，《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三），第 857-858 页。 
9 刘咸炘《冷热》，《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三），第 8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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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血言性，则申枨苌之欲可以言刚，朱家、郭解可以当先王之六行矣乎？彼任侠者，乱

天下之猖夫，激于软媚而然，其中孚之道乎？夫不动于气质之欲而后性见，性见而后伦

谊全；不动于势利之染而后道完，道完而后治术具。未有任心之炎而能烛天下之理数，

缉天下之诚素也。汲汲趋之若不及，而自谓有心于世道，其惠子所谓逐者，亦东走乎？10 

 

这是笔者至今为止，看到的用中国古代心性、性情之学来解决现实问题的一段最精彩的

表述。刘咸炘基于孟子、程朱以来有关心性学的基本理路，在心、性、情、欲的关系之中来

表达自己对于天下发展大势的态度，由心性学推及到政治学、社会学，充分表达了自己“性

见而后伦谊全”、“道完而后治术具”的心性观点、学术观点以及人生观点，实在是精妙之极！ 

尤其离奇的是，刘咸炘用《周易》的离卦、坎卦来讨论人性的性与情，学术的冷与热，

社会的盛与衰，以艮卦与未济卦的关系来“成终而成始”，不仅是把中国的《周易》用活了，

而且是把中国古典的辩证法也用活了。刘咸炘说：“《离》情而《坎》性。《离》为火，火曰炎

上，外景者也。《坎》为水，水曰润下，内景者也。……，夫水火者，冷热之准也。《孟子》

曰：为仁犹水胜火。庄生之言积水，喻理也。《商书》之言燎原，譬欲也。故理欲犹水火冷热，

不可不辨也。”“离外阳而内阴，热极则生水，故《月令》记溽暑雨行，《周易》著日中见沫，

阴之为也。《离》岂纯阳耶？《坎》外阴而内阳，冬泉之温，归根复命，位乎正中，《坎》蕴

乾体，阳固有在矣。”“《艮》成终而成始，《易》以《未济》终，故曰：冷者，热之本也。”11 刘

咸炘家学渊源深厚、硬扎，所以我们从他表述学术问题的过程中，可以明确地看到他深深地

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中，应付裕如地引经据典，来表达他的各种观点、论证他的各

种问题。经典的熟悉程度、思想的挖掘程度、返本开新的角度之奇特，都令人叹为观止。在

这里他以《周易》为工具，以阴阳的相互推动与转化为思维模式，从天道的水火冷热，来论

述世道的深刻哲理，最终得出“冷者，热之本也”的结论，实在是出人意表。 

刘咸炘的思想体系中，历史学是最为精到的。四川省前辈知名学者蒙文通先生在其《读

四川方志序》中评价刘咸炘云：“其识已骎骎度骅骝前，为一代之雄，数百年来一人而已”，

实际上就是针对他的史学思想而言的。他关于冷与热的论述，实际上是在展示他充满历史沧

桑之感的历史哲学思想，字字句句蕴含着沉重的分量，确实是展示了他非同凡响的才华： 

 

悲夫，天下之趋于热，有由来矣。冷热之相乘，常也。不能以冷驭热，纵使至于穷

而不复，则非痛扫除不能易也。火炽非大水不灭，暑极非肃杀不退，盛而衰，衰而疲，

非兵革不革，金风起，热气消，而物伤矣。天下一斗争休，而人稀矣。孰使之热而致然

耶，悲夫。且由冷而发为热顺以易，由热而敛为冷逆以难。以冷驭热，寓逆于顺，则不

至于穷。天化贵逆，《易》数以逆永终知蔽，《易·象》言之矣。乌乎，纵使天下至热，苟

一旦欲冷之，岂不难哉。故曰：至寒可累茵以求温，至热虽裸不免。今之热者，其必至

于剥肤而后能已也。吾不知剥肤之在于何时，或不当吾生而见之乎则幸也。《诗》曰：“燎

之方扬，宁哉灭之。”诚哉其难灭也。12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形势波谲云诡，各种学术思想异端鹊起，甚嚣尘上。《冷热》一文撰写

于 1918 年，其时作者才 22 岁，却能以如此沉重的笔调写出上面的话，这分明已经显示，刘

咸炘不仅已经感到了即将滚滚而来的五四运动的爆发，而且也已经预知了数十年后中国政治、

                                                   
10 同上。 
11 刘咸炘《冷热》，《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三），第 858-859 页。 
12 刘咸炘《冷热》，《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三），第 859 页。 



151 

 

经济、学术形势的“剥肤”之痛，其深刻的穿透力实在是令人震惊！ 

   刘咸炘的历史沧桑感令人震惊，刘咸炘的历史承担感就更是让人肃然起敬了：“嗟夫，冷

之贱于世久矣。官不得多金则诮之为冷官，事不能致大名利则诮之曰冷淡生活。师儒，天下

之大任也，而以为冷。庄周称藐辜射之神人肌肤若冰雪，大寒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其神

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龚定庵曰：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则闻鼾声，夜之漫

漫，鹖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声音起，天地为之鼓钟，神人为之波涛矣。懿乎哉，斯冷

之效欤，斯冷之效欤。”13 既有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逐渐冷落与消亡而黯然伤神，又有对现实中

国的政治状况的深度忧虑，读之令人扼腕！刘咸炘的文字冷寂而高妙，犹如空谷传音而大象

无形，却又深入人心而触及灵魂。虽然他的表述方式十分地冷峻而幽远，但是，刘咸炘对未

来是充满希望的，尤其是对他的“冷”，也就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复兴，是充满希望的。此时

此刻的“俄焉寂然，灯烛无光”并不能够永远压抑未来的“大声音起”，中国文化的“天地为

之鼓钟，神人为之波涛矣”的时代终究会有来临的一天。这是《周易》“天行健”的精神，正

是刘咸炘之所以为刘咸炘，并且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一代国学大师的精神。 

 

二 
值得注意的是，刘咸炘从来没有在文字上正面地反对过新文化运动。但是，他却无时无

刻不在密切地关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对其中的一些走火入魔的问题，他在忍无可忍的情

况下，总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予以了痛切时弊的批评。例如，他参加了科玄大战，写出

了《群治》（1923）、《故性》（1921）、《善恶》（1928-1930），《外书》的《进与退》（1925）、

《动与植》（1925）等重要的文章。他们首先批判胡适的“功利主义”，然后批判梁启超、梁

漱溟的自由主义，实在是令人刮目相看。同样，《看云》（1925）一文中也充分地体现了刘咸

炘对新文化运动的关怀，更为全面地展示了刘咸炘对新文化运动的看法。 

《看云》一文的题目来自明人的诗歌：“寄将一幅剡溪疼，江面青山画几层。笔到半崖泉

落处，石边添个看云僧。”14  看云的人是“僧”，刘咸炘自然认为这个“僧”是一个恰当的自

况——于是，这首诗歌就具有了一些“禅”的味道。所以，刘咸炘从主观意识上就是要试图与

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这是很明显的。不过从《看云》的整个文本来看，刘咸炘还有另外的

一层意思，那就是只有隔岸观火的“僧”才能够更加牢固地把握新文化运动的实质。 

笔者之所以持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刘咸炘认为，新文化运动就像天上斯须变幻的云彩

一样，是一种过眼云烟的存在：“吹一股南风，又吹一股北风；起一朵红云，又起一朵白云”，

“盔头鬼脸随时换”，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某些领军人物（例如：胡适、周作人，等等）完全没

有文化的主心骨，完全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整天在“波浪里打滚”，15 自救不暇，又怎么担

当得起“旗手”的名称呢？ 

所以，刘咸炘写道：“杜诗云：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变幻成苍狗。这是比世态。我说的

云就是流风的风，也就是今世所谓潮流。拿水比，拿风比，拿云比，总是一样。温良寒暑，

都是风的作为，可以说风是时间的变异。云出于山川，是湿气所成，是雨的根。各处气候不

同，都是潮湿的缘故，可以说云就是空间的变异。所以看云也就是观风。我用道家御变之术，

冷眼看这风云变态，真是陆放翁所谓高枕看云一事无了。”16 正是鉴于这种态度与立场，刘咸

炘对新文化运动时期大家热衷的各种问题，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刘氏大都采取迂回或者有意

识的保持一定能够的距离，尽量不卷进去的态度。 

                                                   
13 刘咸炘《冷热》，《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三），第 860 页。 
14 这是清代查为仁《莲坡诗话》记载的一首诗。说的是一位越僧向当时的“明四大家”之一沈周求画，并写了上面这首求画

诗给沈周。沈周见到这求画诗之后，欣然同意，并根据诗意画就而答之。越僧姓甚名谁，无法知晓，但仅凭一首求画诗使得

当时大名鼎鼎的沈周欣然命笔，这越僧也不是等闲之辈。沈周(1427-1509)，明画家，字启南，号石田，长州(今江苏吴县)相

城人，擅画山水。 
15 刘咸炘《看云》，《推十书》（增补全本，庚辛合辑一），第 241-242 页。 
16 刘咸炘《看云》，《推十书》（增补全本，庚辛合辑一），第 239 页。 



152 

 

例如，他在《语文平议》中就写道：“白话文之起，辨难纷然，著文多矣，吾不与也。”

白话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前奏，是当时每一个有脸面的人都必须回答的一个大问题。但是，

刘氏的态度却是“吾不与也”。但是，他又忍不住说：“私相讲习，不可终默，以吾所见论之，

主者攻者两皆有当有不当，攻者概予非难而不察主者之持之有故，主者遽昌言攻者皆败而不

知攻者之言实有中者，皆疏也。”17 不能不评说一番的时候，他出语平稳、客观，以不偏不倚

的态度度量问题的是非曲直。正是由于刘咸炘始终保持了这种视角的距离，以冷为根，驭热

而行。因此，他的评论一出，往往就力透纸背而切中时弊。实在是一种高超的斗争艺术、深

刻的学术手段。可惜的是，他当时地处西蜀，远离文化震荡的中心；此后的 80多年又政治运

动风起云涌，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刘咸炘说：“老实说，我是视西如中，视新如旧。”18 这就是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态度。

他说他自己既反对西化派，又反对守旧派，他写道：“大凡粘着一个新字或西字，就派听了就

觉得像豺狼虎豹一般，避之一刻大吉，就是义理深沉，器量宏大的也不免；新派听了就觉得

像南货一般，有种特别气味，就是很有功力自命有世界眼光的也不免。其实中西是地方，新

旧是时代，都不是是非的标准。我自有我的眼光，看中这样，看西也是这样；看古这样，看

今也是这样。随他五光十色，我的视觉并不曾惊眩，总是等量齐观，所以见怪不怪了。”19 这

段话使笔者想起了武汉大学已故著名哲学史专家萧萐父先生在增补全本《推十书·前言》中的

话，萧老先生说，刘咸炘先生“生当晚清，面对‘五四’新潮及开始向后‘五四’过渡的新

时期，中西文化在中国的汇合激荡，正经历着由浮浅认同到笼统辨异，再向察异观同求其会

通的新阶段发展。在其重要的论著中，已有多处反映了这一主流文化思潮的发展趋势”。20 这

确实是刘咸炘思想的实际高度。 

对此，刘咸炘在《看云》一文中较为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不曾看通，自然忘不了新旧中西的界限。但我并不是要像严几道他们沟通中西新旧，

也不是要像孙仲容、王捍郑他们以中附西，以旧合新。老实说，我是视西如中，视新如

旧。基特尔主义的分治的小单位，我不过看作陆士衡。宋、明儒有可取，康德也就有可

取；宋钘有可取，托尔斯泰也就有可取。我不取苏老泉的六经论，自然就不取社会标准

的道德学；我不取韩非、李斯，自然就不取霍布斯的约民说。 

本来主义是主义，问题是问题，论是论，证是证，材料是材料，方法是方法，各不

相混。我怀疑德谟克拉西，但我不妨谈政治学。我绝反对行为派的心理学，但我不妨承

认实验的成绩。我极不主张物质文明，但也不反对赛因斯。…… 21 

 

在这里，我们已经分明看到，刘咸炘已经完全把他的学术完全推向了世界的文化的大熔

炉之中了。“视西如中，视新如旧”既不是西化派，也不是守旧派，完全以自己的研究出发，

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有利于表达他的思想，他就采取什么立场。这是已经走出了蒙昧，走出

了封闭，融会于世界文化之中的有力的证据。刘咸炘谦虚地说，他自己是一个对于新旧没有

界限的人，实际上却是试图包荒含弘，海纳百川。 

但是，包荒含弘，海纳百川，并不等于就不要中国的文化传统，对那些打着新文化的旗

号，毁灭中国文化，“执迷不悟的笃信现代主义”、“所谓站在时代前面” 、自以为时尚的人，

                                                   
17 刘咸炘《语文平议》，《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一），第 68 页。 
18 刘咸炘《看云》，《推十书》（增补全本，庚辛合辑一），第 240 页。 
19 同上。 
20 萧萐父《推十书·前言》（增补全本），《推十书》（增补全本，庚辛合辑一），第 3 页。 
2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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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咸炘说他们“不过是会扯顺风旗罢了”22 然后，刘咸炘充分发挥他在学术上辨彰学术、考

镜源流、察势观风的长处，以胡适与周作人为例，分析了他们在中国学术上的学术渊源，戳

穿了西化分子的幻想： 

 

胡适的实验哲学，周作人的文学，不但在时间上是中国旧东西的变相，而且在空间

上还是中国土风的结晶体。我详细说来。胡适近来专做琐碎的考证工夫，他的清代考据

学者的科学，谁不知道。他是安徽徽州属绩溪县人，绩溪胡氏是徽州派考据世家。这派

是江慎修，江氏的祖师是朱元晦。所以章实斋说徽州考据原于朱子。胡适说他很有眼光，

他的清代考据学的方法内，也从朱子说起。徽州人怎样有此风气呢？这是由于那地方人

民多经商，工于心计。实验主义本是功利派的下流，与墨子的精神相同，徽州的打算盘

性格，恰好与墨子功利派的打算盘方法合适，所以产出胡适的实验主义了。胡适说章实

斋不脱绍兴师爷气，这话不错。章实斋严整分类和类论掌故文的精神，确是绍兴风气。

但我说胡适也恰是徽州朝奉的习气，拜胡的人听了不要生气罢。周作人的文学，专主自

己表现，连社会判断也反对。他是浙江绍兴会稽属县人。清朝有个浙东学术。这派发源

于黄梨洲，后来传到章实斋。梨洲的《明文案序》上，明明白白说出以情为主的主张，

章先生论文，也以情为主，这就是周作人纯自由的祖师爷了。周作人论文学，全弃了科

学眼光，连神话也尊重，这就是章先生说诗教的传授。他虽不明说宗章先生，却实实是

浙东人传奇性质。浙东人的传奇性质，证据甚多，周作人自己也有方主义一篇，露出一

些。这样看来，有什么特别南味呢？23 

 

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流上来讨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学术渊源，无论如何是令人有些震

惊的。胡适的实验哲学，人们都只是知道他是从杜威那里学习来的美国哲学体系，仿佛新颖

得很，但是，经刘咸炘这么一点拨，大家才清楚，原来胡氏本来就出生于考据世家，他学习

杜威的实验哲学，本来就有他深厚的“接受视域”。他的文化根源已经早就决定了胡适的学术

方向和价值选择，其实验哲学从根本上来讲，只是胡氏考据世家在现代新文化的风雨催生下

开出的一朵返本开新的花朵。因此，胡适欣赏墨子不是偶然的，鼓吹功利主义也不是偶然的，

浑身散发着“徽州朝奉的习气”。刘咸炘评点的笔触力透纸背，十分犀利，令人耳目一新，精

神一振。 

在这里，刘咸炘证据确凿的揭露了胡适与江慎修等安徽考据学派的关系，揭露了周作人

与浙东学术黄梨洲的关系。这在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时期，真是伤了西化派的颜面！但是，

刘咸炘在《看云》一文中始终没有丝毫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向西方学习的任何思想。他的

意思是，那些打着西学的旗号人“他们自己都在浪里打滚，怎能自命为船人呢？”24 话里面

确实有弦外之音，对胡适的批评十分的辛辣。刘咸炘说的是你胡适连自己姓甚名谁都还没有

弄清楚，怎么可能扛得起“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这面大旗呢？ 

在《看云》一文的最后，刘咸炘正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中国人的性格，本来不

走极端，所以国外的极端学说，到了中国人脑里，就互相容受，挨挨挤挤的住下来了。胡适

攒了大劲，吵说易卜生主义。究竟易卜生不全宁无的主义，胡适曾否实验呢？顶可怜的，倒

是那些盲从的应声虫。但是这种人都是有里有面，说的一样，做的一样，简直就是变态心理
                                                   
22 同上。 
23 刘咸炘《看云》，《推十书》（增补全本，庚辛合辑一），第 241 页。 
2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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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所谓一二人格。”25 非常有意思的是，刘咸炘用了非常时髦的西方科学名词“变态心理学

家”和“一二人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不露痕迹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中西学术融会贯通

的立场，以此为武器，直捣胡适实验哲学和功利主义，树立了自己全世界学术“互相容受”

的重要观点，深刻地表达了对新文化运动的高见，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但是，信奉儒家的中庸之道以及道家上善若水信条的刘咸炘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远离

新文化运动，退避三舍，隔岸观火，因而眼光分外清明。用他自己的话来讲，那就是：“黄鹤

楼上看翻船，只要你不皮相，有什么看不出。”26 洞若观火的目的。在刘咸炘那里，事实上是

新文化运动一个又一个、接二连三地给他提出了他不能不在理论上深入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问

题，使他能够潜心于中国文化的重构与更新。笔者深以为，这就是刘咸炘在短暂的一生中能

够创造出辉煌学术成就的根本原因之一。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欧阳祯人，男，哲学博士，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华孔子学会陆九渊研究委员会会长、

中华孔子学会阳明研究委员会副会长，武汉大学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独立出版专著《郭店儒简论略》、《先秦儒家性情思想

研究》、《从简帛中挖掘出来的政治哲学》、《从心性到政治》、《思孟学派新论》、《刘咸炘思想研究》等相关著作 20 多部，在

国内外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150多篇。 

 
 

 

                                                   
25 刘咸炘《看云》，《推十书》（增补全本，庚辛合辑一），第 242 页。 
2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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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 第 15 届东亚实学国际研讨会 第三论坛（2019 年 12 月 22 日） 

 

伊斯兰文明透视下的实心实学 

板垣 雄三 

（中部大学 朱琳 / 东北大学大学院 闫秋君 合译） 

 

A］本稿的目的和主旨（参照图 1、图 2） 

一般而言，可以说迄今为止的东亚实学以及相关研究是在图 1 所示视野的基础上展开的。本稿的目的

不同于以往，意图在图 2 的视野中定位东亚实学和相关研究。这不仅仅是为了给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

视角提供一个新的代替方案，更多的是为了让东亚实学从西方中心主义的魔爪中得以解放，解明其自身所

拥有的普遍性，进而促进思想史研究整体上的变革（Paradigm shift）。长久以来，笔者注目于伊斯兰思想

的近代性，同时结合{华严佛教→宋学}来探讨〈超近代性〉Supermodernity（这里的超·Super 意为“精髓，

原基”）的内涵。而李贽（李卓吾）这一人物所绽放出的异彩，则是促成了构想本次演讲的契机之一。 

【要旨】 

本稿旨在明确东亚“实心实学”的现实性课题和未来性课题，为此着重于再考东亚“实学”的世界历史性前

提。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从（1）华严佛教·伊斯兰教的〈超近代性〉网路的“联立”发展到（2）道学·伊斯兰

教的〈超近代性〉网络的“关联”，正是这一进程，才是东亚“实学”的前提构造和前提条件。通过水陆两路，

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大量穆斯林移民从中西亚迁移并定居在中国社会以及元帝国和高丽的出现，恰恰是促

进从“联立”到“关联”的主要原因。西欧参入〈超近代性〉网路正是通过（2）来实现的。但是，在这一过程

中，西欧的近代性发生了一系列病变，衍生出了对于{民族·女性}的压迫和战争，在欧美主导的世界范围内的

“西洋化近代化”进程中成为了模范的“近代”。企图封杀〈超近代性〉的亚洲统治层一跃之下扑向了西方中心

主义，实学的主力军亦被源于西方的“近代”典型所迷惑。现当下，面对人类所濒临的破灭性危机，实心实学

迎来了重新被构建的时机，本稿希望可以借此机会建言一二。  

 

关键词：“塔希德”（tawhid）、网路化、〈超近代性〉、发生病变的近代性、虚假的后现代主义、“农本”的西方中

心主义、三教之会通和合、〈博识〉的实心实学、革命之心 

 

 

B］在知性行为的出现·接触（的多彩多样，多角度多层次关系）的背景下来看〈个〉性的方法·视角 

“知性行为”史=广义上包含社会行为·媒体·生存方式·伦理性·宗教性的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 

〈个〉性=个人/集团/“族”的结合/民族共同体/文明/人类/的多样化多层次的个性 

 

B-1］在“知性行为”这一课题的个体情况中，被投影/被选择/被组建的时间·空间·主体的有机结合（原文“能

所交替”：主体客体交替）成“场”的整体，在伸缩/变换/相互影响时的情况和认识其变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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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并立·交流的本质[光谱状或 a,b,c 各类格局交错连接的复合状态] 

 a） 共通基础（基本概念共有） 宗派性的  批判/对决/问题解决力/摄取整合/有机的结合体 

b） 基础分占（概念化的交错） 并列的 批判/对抗逻辑/组织力/混成融合/宽容/连带性 

c） 异质基础（思维逻辑相异） 他者性的 批判/否定逻辑/多系·差别化/对话交流/借贷适应 

 

B-3］并立·交流的诸形态 

感应·交感/共鸣共振/追认共时性（synchronicity）/非局域性（non-locality）/会通/兄弟感/同伴意识/

合作协力/相互支援/文明要素的接纳/接合/包含/同化吸收/系列化/序列化/对立抗争/分立不干涉/疏远无视

/霸权性统合/征服同化/…… 

 

 

C］从西历 7 世纪成立的超近代性 Supermodernity 的思想构造 东西的共时性和连接现象 

 ◆西历 7 世纪 ▶ 拉比犹太教/基督教（“正统”以及“被视为异端”的诸教会）/伊斯兰教/此 3 宗教（以亚伯

拉罕信仰为源头，直至现代）在 5~6 世纪后均已成立，并列存在。 

        ▶  “欧洲”这一地域正在形成过程中的时期（亨利·皮雷曼：“倘若没有穆罕默德,查理曼根本

无法想象”” Henri Pirenne, Mahomet et Charlemagne, 1937） 

 ◆4 世纪之后，诸如般若经·维摩经·华严经·等等佛教经典的汉译工作正式开始，7~9 世纪，实叉难陀

（Sikshananda）和般若三藏（Prajñā）分别译华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80 卷和 40 卷本，善无畏

（Subhakarasiṃha）和一行禅师协力合译大日经（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7 卷，金刚智译金刚顶经

（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3 卷等相继出现，同时在唐朝都城长安，景教·犹太教·清真教·袄教·摩尼教等宗

教陆续传播至此，以长安为中心，被称为华严佛教或纯密的密教思想世界登场，后又传入新罗·日本等地。

与中亚·伊朗·南印度·斯里兰卡紧密相连的密教思想，其影响不仅限于东亚，更让信奉大乘佛教的夏连特拉王

国在爪哇中部于 8~9 世纪建下了举世震惊的“千佛坛”——婆娑浮屠。在亚洲东方，华严佛教经历了如下种

种日渐兴盛，在中国继华严宗的开山祖师杜顺（557-640）· · 二祖智严（602-668）之后，经由三祖法藏

（643-712）华严哲学渐成体系得以大成；在统一后的新罗，亦有如元晓（617-686），义湘（625-702）

等极具感化力的高僧辈出；此外新罗国人审祥在长安受法藏教诲后，赴日本讲华严，之后华严思想在日本

扎根，才有了国际色彩浓重的卢舍那大佛开眼仪式（752），而举办此仪式的东大寺也成为了日本华严宗传

播的中心地。 

 

C-1］华严思想与伊斯兰思想的并列性和共通性 

起源于印度华严佛教的“一即多，多即一”， 不仅与《庄子》万物齐同之智慧的“道枢”概念有着微妙的联

系，更是彻头彻尾从根本上与伊斯兰教中的“塔希德” （tawhid，汇聚为一，合一，信仰“超越性创造主的统

一性”，将全宇宙视为“多即一”的多元主义·普遍主义的立场和逻辑，“网路”的社会编成原理的价值化）是彼此

想通的。这是西历 7 世纪之后出现的现象。 

通过将华严思想和伊斯兰思想进行如下对比，我发现了两者间存在的并列性和共通性1。 

 

两者间的基本思想均有如下列所示的彼此相通之关系，“一即多，多即一”/一尘法界（即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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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微小的灰尘中也存在着宇宙全体共通的真理）与作为神的象征āyat Allāh 的万物万象/无

尽缘起=通融[个体间维持彼此独立的同时亦可融合]与一切被造物的个体性-等位性-共同性/

杂华而庄严·充满神之象征·绽放奇艺光辉的宇宙[肯定现实的生活态度]/海印三昧（大海风止波

静，海水澄清时，天边万象无不印现海面。心海若风平浪静便如明镜般照应出一切真理）的

深刻领悟与预言者默罕默德的“夜行” （al-mi'rāj）中所见的至高景象/光明遍照的毗卢遮那佛

（Vairocana，密教中称为大日如来）与造物主安拉所传达的启示（两者均和公元前 14 世纪

埃及第 18 王朝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与皇后娜芙蒂蒂进行宗教改革后创立的信奉太阳神阿顿

的一神教为同一系谱。）/对于人类天性的信赖（性起·佛性与伊斯兰教中的原始本性 fitra）/

不二相即的大智[佛的大智慧]·大悲[大慈悲]与象征着皈依至仁至善之神的教律'Ibādāt[宗教义

务的实践]·民事法律规定 mu'āmalāt[社会义务的实践]的一体性/无心本真与对于神观念多样

性[真主超越性 tanzīh·内在性 tashbīh·比喻性理解 ta’tīl]的包容/观法[信徒的修行法]与神临

mujāhada[内心的斗争]/元晓体现的和诤思想与拉法比 al-Fārābī 主张的真理多面性/法藏所

考量的[十玄门、六相门相互间的]“分齐”与古兰经中的“对于宗教，绝无强迫”[第二章黄牛 256

节]这一教义/一方面是华严宗中的圆教教法，另一方面是伊斯兰教中用对积累至今的启示加以

封印的形式（译者注：即穆罕默德为最后的预言者）使之处于（positioning）宗教多重性=

诸宗教多元性 Multiverse 状态/等等/。 

 

在穆斯林的理解中，自我作为世界这一被造物=自然意义上的“个体”性构成要素，在享受恩惠的同时，

也须要承担责任。作为“亚当的后代”，一方面个体中潜藏了代代子孙后代的未来，另一方面在“族”的结合等

层面的社会关系场中，不断地自我意识到应该作为人类（即全体亚当子孙）的一员生活。另外，穆斯林们

相信，世间的诸类宗教都是作为绝对者的唯一神介入历史，并通过预言者们传达的 n 回启示被创立的无论

是有关个人的内在还是对社会生活·组织·秩序，这类“多即一”式的塔希德思想均做出了方向性的指引。华严

思想和伊斯兰思想，两者均在各个层面上确保了事物个体性·差异性的同时，也实现了其整体性。将事物的

各个点包含其中，不断的构建和实践让中心性和边缘性同时发挥其作用的网络化思考（译者注：即个体在

任何时候都既可以是中心又可以是周边）。 

法藏在《探玄记》中列举出的“缘起相由之十义”，是让无尽缘起得以成立的根据，也表达出了法界缘起

的至高境界，可以说，这也是“网路理论”的模式之一。 

 

缘起相由之十义
2
 ［（）内是板垣作出的解釈］ 

            ┏5异体相入（共存共拥）━━┓ 

1 诸缘各异（个体独立） ━┻4异体相即（类似完成拼图）┻6体用双融(相入和相即彼此互补调和) 

           »3 俱存无碍（共生）         »10同异圆满(无论同体异体互不相碍，事事圆融) 

2 互遍相资（全体中的个体）┳7同体相入（一中包含多）  ┳9俱融无碍（满足于原本的状态） 

           ┗8同体相即（多即一）━━━┛ 

 

法藏的祖父出生在撒马尔罕附近，此地同时也是华严经原典成立的地区。寻根溯源的话，法藏，与运

用亚里士多德逻辑学探讨伊斯兰“塔希德”思想的法拉比 al-Fārābī（约 870 年前后-950，被尊为继亚里士多之后伊斯

兰哲学的“第二导师”）和伊本·西那 Ibn Sīnā（980-1037，被誉为“哲人的领袖”、“真理的明证”）同样来自中亚，均与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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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Mā-warā' an-Nahr，阿拉伯语中意为阿姆河对岸之地）的同根同源，这一事项也表明，无论是讨论华严哲

学和伊斯兰的关联，还是对作为古希腊与古印度·中国的传统思想交汇地的中亚地区进行再考，都是极具意

义的。 

华严思想中，不仅仅多即一的网路化逻辑构造得到了提炼，从精神层面来说，穆斯林与毗卢遮那佛及

其信徒的开悟修行法间的也存在着网路化，其方法呈现出诗性的·表象性的/真心性的·理念性的/视觉图形式

的·听觉记忆式的/体验式的·教化式的特点。举一例来说，我们不妨来看义湘在 668 年所做的图印“华严一乘

法界图”[与海印三昧体验有关的句偈，由法到佛总共 210 字组成的三十句七言诗，横 15 字×纵 14 字排列，一笔画式书写而

成犹如迷宫]。联系穆斯林生活中存在的几何学纹样/文字装饰/的意义，和苏非主义中的诗文表现/身体行动来

看，两者间是彼此相通的。在日本亦有将华严思想身体化的明慧。在记录他人生态度的各种文献中，不仅

反映出了其学问德行和文学素养，就注重内面性和在社会网路化方面作出的努力 jihād 来说，他在修行观法

上作出的实践与伊斯兰文明的信徒可并称双璧。3 

必须承认，在华严思想中并不存在伊斯兰世界中造物主=绝对性·超越性神。佛教传至中国，就如同《大

乘起信论》中有关“真如”的解释一样，在对待“事·理”的认识上，有着形而上的将其引导向“理”[理性·理体]的

本体化倾向。虽然这和儒学中理学的登场也有着一定关系，从华严哲学的角度来看，在四种法界中以“事”

为焦点，在宗教的实践方面则表现出转向为禅定。继法藏之后，由华严宗第四祖澄观（738-839）实现了

四种法界的体系化，并解释如下。 

 

⑴ 事法界［事项本身表现的真理实相：小乘佛教］ 

⑵ 理法界［理法〔空＝缘起・关系性的“场”〕表现的真理实相：顿教］ 

⑶ 理事无碍法界［事项随缘于理法〔真如〕两者圆融于一体的真理实相：终教］ 

⑷ 事事无碍法界［个体事物·事项彼此独立而相互和合圆融的真理实相：圆教］ 

 

华严佛教自负为大乘佛教之圆教，正是站在了证实（4）的立场上。另一方面，穆斯林以“万物非主,唯

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为其信仰告白，在宇宙时空内不承认神的存在（译者注：宇宙时空亦为神

的所造物，神并不存在于被造物之中）。对比之下，事事无碍法界不将现实预设为实体性存在/不显露现实/

贯彻现象学，可以说华严佛教这一立场与穆斯林是有着某种亲和性的。因为他们同是在凝视、思辨、洞察、

达观现象的过程中寻求真理，实现向信仰次元/开悟次元的飞跃。 

宗密（780-841）作为华严宗第五祖，少时通儒书，后出家衷于修禅，主张禅教一致，同时也致力于

研究《圆觉经》（被认为是在中国成立于 8 世纪的伪经）。宗密不仅仅是引导中国佛教史发展方向的分水岭，

他对佛学的钻研更是超过了其师澄观所创的华严哲学，达到了新的境地，被评价为宋学形成的先声。在其

备受瞩目的著作《原人论》中，再次确认了代表人性本源的自性清净心，虽然主张佛教的优越性，但是也

对既有的见解加以严厉的批判性总结，认同儒道二教的积极面，发展出“会前所斥,同归一源,皆为正义”这一

三教会通的远见，并在卷首序文中明确主张“三教皆可遵行”。这与伊斯兰教中诸宗教万教同根的塔希德（古

兰经 2 章 285 节/10 章 47 节/21 章 25 节/40 章 78 节/等）是异曲同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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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的华严思想发展到宗密便开始呈现迟暮之态，开始逐渐向宋学的时代过渡。华严佛教的据

点移至高丽，在日本虽有明慧和凝然（1240-1321），但是论活跃的程度，却不及法然（1133-1212） · 亲

鸾（1173-1262） · 道元（1200-1253） · 日莲（1222-1282）。整体上来看，在社会性·文明性网路化的

主力场中，华严的存在渐渐淡去，伊斯兰教塔希德所占的比重变得更加显著。进一步说，在唐末之后的中

国，越来越多的穆斯林迁入中国定居，社会的伊斯兰化更见发展。我们应该注意到，宋学的成立是在这种

前提条件的变化中出现的。如此这般，世界史的超近代性从华严佛教·伊斯兰教的并列存在开始向性理学·伊

斯兰教的彼此相关联转移。 

 

C-2］作为人类史课题的原基性核心的〈超近代性〉的析出 

如果列举 7 世纪之后的随着华严思想和伊斯兰思想的并列展开而形成的理念，就会发现这些与迄今为

止人类在世界史中不断追求/同时在当下依然在追求/的课题的原基性核心是保持着一致性的。以下，将这些

理念随机列举如下。 

 

个体的自立和尊严/人类间的连带关系/自由/平等/公正·正义/安全与安心/和平条约/对于人类

本性的信赖/共通善/超越人定法的法律/接受并服从“指导者”的意见统一·社会契约/基于众生

协商(shūrā)·公议(ijmā’)·承认服从(bayʕa，拜伊尔)的统治权威/肯定和承认宗教·思想·文化的

多样性与共通性/两性间平等性和分工/儿童纯真观/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环境共生的责任意识/

内心的都市化·商业化·政治化/动态的自我认同性自由转换/合理的未来规划型生活态度/应对

事物·社会·世界的多样性和真理的多面性，以激发出彼此的智慧与爱为基础，人类社会实现园

融合和/不二的身心清净·健康/…… 

 

此外，笔者从半个世纪前就开始论证并提出的伊斯兰思想近代性中则包含以下各项目。 

 

自由·平等·手足之情·人类意识·两性平等与性别规范[包括禁止性骚扰法规]/个人主义·合理主

义·普遍主义/都市化·商业化·政治化/公正·安全·公益·济贫税[zakāt 天课]·保护弱者·捐赠财团

waqf·时间管理[每日 5 次礼拜以及为了实现远程商业而发展天文学·地理学·计时测地航海技

术]·组织和运营巡礼[世界规模的信众旅行项目]·医院[发明出接近现代化的医院功能理念]/宗

教式的宽容·社会契约[麦地那宪章、保证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在于作为指导和契约行为的拜伊尔

(bayʕa)]/生态伦理[全体被造物的多样性·个别性·平等性·共生的自然观和承诺(amâna 观念)]/

法律的支配·国际法(siyar) ·战争法规·外交惯例 [条约·船头旗·护照]/知识·信息社会·大学

(madrasa)与建立学术专业领域··尊重科学思考/市场交易的伦理-制度(hisba)·市场监督官

(muhtasib)·票据等支付的信用体系/…… 

 

具有联立关系的华严佛教和伊斯兰教，就如同椭圆中的两个焦点，相伴相随、彼此支撑中，围绕着这

两个焦点社会·文化·思想的网路化得以逐步形成，大家不妨想象一下，上述诸项目中所蕴含的〈超近代性〉

带来的巨变，就如洪流一般在世界中展开的景象。即便发展至性理学和伊斯兰教相关联的时代，在世界史

中〈超近代性〉的地下水脉也是滔滔不尽的在扩大它的脉络。这样看来，我们应该追寻着世界各地域史/世

界史总体发展的蛛丝马迹，并对其表象加以再构建。迄今为止，这个课题一直都悬而未决，由此产生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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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错误认知也一直都没有得到验证。 

 

C-3］继承了华严思想·伊斯兰思想联立的〈超近代性〉展开的性理学 

宗密《原人论》的成立时间不详，但是韩愈(768-824)在《论佛骨表》(819)中不惜语涉违碍，除此之

外还写下包括针对《原人》在内众多反对佛教的文章，这和《原人论》的成立也是相呼应的，或许韩愈早

已预见到了之后如暴风骤雨般到来的会昌灭佛也未可知。但是，宗密所言的“孔、老、释迦皆是至圣”，儒佛

道三教殊途同归的主张，追本溯源，还要说不可轻视当时汇聚在中国的各类思想潮流的错综交杂。就如同

在西方，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包括祆教·拜星教等在内，这些宗教之间存在着基本概念的共用/借用/意

义转换/重组/寻根溯源/等交错式的跨界现象[批判东洋学的帝国主义史观的 Ranajit Pal 将佛教的起源与伊

朗相关，将东西文明联系起来4]。《原人论》序文中有“推万法穷理尽性，至于本源”一句，“穷理尽性”本是易

经中的表现，镰田茂雄认为，宋代的净源将其解释为“穷真如不变之理，尽万法随缘之性”(《原人论发微录》)，

也就是说理为真如，性为随缘。5 

如上所述，这些用语被多重性的赋予了诸多意义·定位·暗示·深意，并交错“会通”于各宗教间/学派间/论

者间（“会通”一词本身也是出自易经），由此构成了中国乃至东亚范围内学术史的整体框架。11 世纪后新儒

学——程朱理学，代替了沉溺于思辨而失去社会影响力的华严哲学；道教的新动向也受此影响，继承并超

越了华严思想，开阔广大的新世界观。周敦颐（濂溪 1017-1073）的《太极图说》可以说是站在儒学的立

场上的《原人论》；张载(横渠 1020-1077)认为理是气的运动变化的规律性，评价了神学和礼学；之后程颐

(伊川 1033-1107)在华严思想之理事体用理论的影响下树立了理一分殊·体用一源的理气说；朱熹(朱子·晦

庵 1130-1200)则确立的理学（亦称性理学）的理论体系，以天为理/对人承认性即理/通过“礼”的系列规训,

达到“天人合一”(天地法则和人伦规范意识的一致)/在实践上追求格物致知和居敬(以恭敬自持，穷尽万物的

道理)。 

可以说，因为华严思想和伊斯兰思想的联立而产生的世界史范围内的超近代性的强大影响中，华严思

想被宋学继承下来的同时，伊斯兰社会网路化的发展步伐也对宋学的成立和展开的空间有着进一步的涉入。

在华严思想中，针对万物根源和宇宙本体进行的存在论式的探索/对森罗万象的形成原理的认同/对社会生活

中的生活方式和日常行动的认识/等课题[也就是说不断的创造时空·个体·个性·差异的绝对者和人与人间关

系的课题]已经被确立。在性理学的成立中，这些内容又再次作为切实的课题被认知。在这些动向的背后，

还需要留意伊斯兰思想发挥的作用。在中国社会中定居的穆斯林们的信仰生活[洗净沐浴·每日五次礼拜·齋戒

月·喜舍·清真食品等]/皈依造物主一神的塔希德思想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等种种有关穆斯林的印象，或许也

成为了一剂强烈的催化剂。出于好奇心理而留下的文献记录虽然数量庞大，但是从问题的性质上来说，对

上述推论进行严密的论证并不容易。 

日本学者堀池信夫通观唐代到明代这段时期内移入中国社会，且有迹可循的穆斯林，从史料上分析了

这些穆斯林的活动状况。作为研究对象的穆斯林包括6： 

 

李彦升（大食〔阿拉伯〕、847-858 间的记录）／李珣（波斯人、晚唐五代）／蒲寿宬（蒲寿

庚之弟）／赛典赤·赡思丁（Sayyid Shams Din‘Uma、布拉哈）／伯颜师圣（土耳其裔哈剌

魯人）／赡思（阿拉伯末裔）／萨都刺（西域人）／丁鹤年（回回人）／伯颜子中（西域人）

／海瑞（汝贤、海南岛人 1514-87）／李贽（卓吾、1527-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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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时，伊斯兰教对邻接欧亚内陆部的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影响力显著增大，但是在 13 世纪到 16 世纪

初期间，印度亚大陆经历了从德里苏丹国到莫卧儿帝国的过渡/小亚细亚·巴尔干·叙利亚·阿拉伯半岛·北非则

融入奥斯曼帝国/东南亚的马六甲苏丹王朝最终也归于伊斯兰政权的统治下，亚洲·北非的伊斯兰·网路化发挥

了决定性作用。随之而来便是人的移动与交流变得更加繁盛。14 世纪前半期，从摩洛哥来到中国的阿拉伯

人旅行家伊本·白图泰/15 世纪初云南的穆斯林郑和 7 度下西洋，完成的“南海远征”/，这些都是印证网路化

文明活性化的表现。 

所以，不仅仅限于交流和往来，定居于中国社会的穆斯林的学术活动极其丰富且具有深度，形成了与

中国儒学势均力敌的理论影响力[“回儒”一词很容易被误解，并不是指穆斯林作为儒者，而是说穆斯林用汉

文针对伊斯兰的教理·思想著书立说，且在理论上和思想上发挥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冲击力·启发力]。明末王岱

舆[王涯]著有《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将其吸纳并继承下来的，则是张中/伍尊契/马注/刘

智/马德新/马联元等人，堀池信夫将这类人物作为“中国伊斯兰哲学”的一个到达点，对其加以论证，探寻其

在性理学·实学开展过程中有着怎样的思想意义，发挥了何种作用。我们未尝不可把中西龙也提出的课题—

—“与中华对话的穆斯林”的实像与可能性，作为未来目标进行全面性的考察。7 

在宋明理学和朝鲜性理学的范畴内，蒙古统治·元朝下以及高丽的儒家常常被忽视，但是关注姚枢

(1200-1280)/许衡(1209-81)/刘因(1249-93)/吴澄(1249-1333)/[特别是许衡和刘因的比较，以及吴澄对陆

象山(1139-92)的评价],以及[在高丽的对元朝外交上煞费苦心的]李齐贤(1287-1367,号：益斋·栎翁)/ [被尊

为东方理学之祖的]郑梦周(1338-1392,号：圃隐)等人，对巩固〈超近代性〉网络化关联理论的基础，有着

非常重要的意义。 

 

宋学或新儒学的展开，甚至触发了应该如何看待亚洲史这一问题意识。在日本，率先将目光投向宋明

时期内生的“近代性”的学者，是被称为“京都学派”的东洋史学家。他们于 20 世纪初期，在创立初期的京都

帝国崭露头角，主要包括狩野直喜(1868-1947)/内藤湖南(虎次郎、1866-1934)/桑原隲藏(1870-1931)。

这些学者认为，中国在唐宋变革期迎来了“近世”=近代早期。而且，江南开发和都市·商业的变化与庶民文化

的兴起为新世界观·文艺文物的出现提供了动力，在此认识基础上，开始有学者注意到中国与伊斯兰文明间

的关系。继承了这一学术传统的宫崎市定(1901-1995)在导师桑原隲藏的建议下赴巴黎留学学习阿拉伯语并

开始了阿拉伯研究/而宫崎市定又建议他的学生藤本胜次(1921-2000)从事阿拉伯研究，诸如此类。8 

《蒲寿庚的事迹》(1914 年发表，1923 年出版成书)是桑原隲藏所写的话题之作，当时引起了极大关注，

桑原本人作为作者，也在国际上颇有名气。作为在中国定居并出世从官的穆斯林[阿拉伯或者波斯人]中，蒲

寿庚是相当有实力的名门望族。他在 13 世纪中期成为泉州的大富商，同时兼任管辖泉州对外贸易的官僚。

蒲寿庚预想到南宋没有未来，投靠元朝后，南宋灭亡。桑原证明了，历史由宋到元这一转变的关键正是中

国的穆斯林团体。9 

 

凭借贯穿古今的历史洞察力，提倡将宋朝作为中国史中“近世”阶段的开始的学者是内藤湖南。10这一主

张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但是之后随着宫崎市定强化从大局的角度看待亚洲史的学术努力，这一见解的

理解者和赞同者不断扩大，得到了内外的一致承认。以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为据点，自 1967

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合作研究课题“伊斯兰化与近代化”[起初 5 年间在得到前嶋信次(1903-1983)·嶋

田襄平(1924-1990)两位的协助下，笔者担任负责人，之后由三木亘(1925-2016)接任负责人]，以及以东

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为据点，在 1986~90 年间展开的国际合作研究课题“伊斯兰教的城市性”[笔者担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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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代表]，这些都是深入关注近代论动向的研究成果。在这样的诸多努力下，紧紧咬住“近代思维”11不放的欧

美中心主义终于现出了突破口，沟口雄三(1932-2010)在考察从中国自身出发的“中国的近代”问题上尽心尽

力12，宮嶋博史（1948-）则通过朝鲜儒教思想史在逐步凝聚其“儒教近代”论13。 

狩野直喜在中国文学领域取得的成绩和在亚洲研究的国际性组织化工作中发挥的指导性手腕脱颖而

出，同时我们还不能忘记他基于敦煌文书[于 1909 年为世人所知]对敦煌学的建设/开拓元曲(元代时兴的戏

剧)研究等业绩。就敦煌学来说，京都大学的藤枝晃(1911-1998)在其所进行的学术调查工作中，积累了接

触和参与中国西北部地区穆斯林社会的相关工作经验。141944 年初[日本政府参与的]在张家口设立的西北

研究所，藤枝和其他研究员，在日本军占领地的占领军的保护下，分别从事了各自不同专业领域的调查研

究。15这些调查研究持续到日本帝国轰然崩塌为止，只有短短的一年半时间。即便在这样种种局限性中，他

们在战败后的工作中依然各自发挥出了创新性，这或许就是因为在他们所处的境遇中，充满了诸多线索，

去启发他们重新思考〈超近代性〉的切入点和各种具体情况状态。 

1930 年代~1940 年代中期的太平洋战争中，感受/寻找/东亚所具有的〈超近代性〉的历史感觉在日本

社会中迅速消失，此时“京都学派”的另一队人[这里并不是指前述的学者，而是指西田几多郎及其门下的哲

学家们]开始高唱“近代的超克”论，并风靡一时。16他们主张：应该以东洋的“无”为基础，从高次元来一元性·普

遍性的看待多元世界，用这种“世界史哲学”来代替以往以西洋为中心的“特殊世界史”，唯有建设以日本天皇

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八纮一宇”/的世界新秩序，才能为已经无路可行的以西方为中心的近代揭开新的

一幕。虽然一眼看去这和塔希德思想很类似，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卑劣言论，它巧妙的利用了“西方的

没落”这类在欧洲已经存在的批判欧美“近代”的论调。很多日本知识分子早已对中国战线的泥沼失望无奈，

当战争目的转为对抗欧美时，他们总算一抹心中疑惑一跃而起，被带上战场的年轻人们也借此发现了自己

英勇赴死的大义。日本实行的军事侵略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作为国家行为的失控和在大局的战略判

断上犯下的致命性错误。虽说如此，在不断出现抗日势力[各自分布在华北/华南·海南岛/东南亚(印度尼西

亚·马来半岛·泰国·菲律宾)/印度战线/]这一现实面前，日本军没有意识到，他们企图使其臣服并加以利用的

伊斯兰的民众们是不会为其所动的。对这些历史的深思熟虑与反省，应该与深化〈超近代性〉中的塔希德

思想和网络化相结合。能够对现实状况作出回应的实学，在日本真的有可能存在吗？17 

  

 

D］ 作为西学基础的经院哲学的基本视角 

所谓欧洲，指的是 8~9 世纪随着压迫凯尔特原住民的法兰克人·盎格魯人·撒克逊人等建立起国家而形成

的“地域”，这一现象其实是在 4 世纪之后，随着日耳曼民族的入侵，罗马帝国西半部解体后，因 7 世纪伊斯

兰世界的形成而被触发的。明清初期“佛郎机”概念，从伊斯兰世界中 ifranj[欧洲、欧洲人(法兰克人)]概念而

来的。就国家成立在〈超近代性〉的刺激下得以实现这一点来说，日本和西欧的给定条件是类似的。18 

面临伊斯兰文明网络化，迫使欧洲需要确认自身地域的自我认同性。这就催生出了萨义德所说的东方

主义中的“因为喜欢而厌恶”・“因为心存敬畏所以蔑视”・“因为恐惧心理而进行攻击・强暴”这类矛盾心理

[ambivalence,价值两面性、爱憎]，并且发展为一种反伊斯兰/伊斯兰舍象 neglect/的态度。这也成为了延

续至今的伊斯兰敌视的风潮和欧美中心主义的制度化的源头。 

但是，欧洲对伊斯兰的初期反应，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的交错：11 世纪末以后的 200 年间对伊斯兰

世界发动了数次野蛮的“十字军”侵略战争·殖民国家经营以及/在 12 世纪文艺复兴19到 13 世纪经院哲学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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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欧洲对伊斯兰世界文明的吸收摄取达到高潮，表现出了一种兴奋和狂热。这一点可以说是一种特

殊的过渡时期，在内部表现对开放的犹太商人进行歧视迫害[掠夺·杀害]·在外部表现为对绽放异彩的城市文

明进行侵略袭击[掠夺·破坏]，在这一过程中欧洲人意识到了和伊斯兰世界间存在着巨大的文明差距，因此意

识到有必要先向对方学习。20在东方出现了程朱理学这一〈超近代性〉网络展开的同时，西方的〈超近代性〉

网络化则表现为“对伊斯兰诸学说的接受和适应”这一欧洲特有的现象。 

     有关 10 世纪末到 14、15 世纪间，首先需要提到的问题就是伊斯兰 falsafa[哲学,希腊语中Φιλοσ

οφία的阿拉伯语音变]以及 falāsifa[哲学家，单数 faylasūf]。 

     被尊称为“阿拉伯哲学家”的肯迪 al-Kindī[801 年前后-866 年前后，拉丁语名 Alkindius，祖籍库

法]，属于思辨神学穆尔太齐赖派(在 8~9 世纪用古代希腊哲学的伦理方法来对塔希德思想进行了合理

的严密的规定)。肯迪从新柏拉图主义的角度解释亚里士多德哲学，精通数学·天文学·占星术·医学·光

学·炼金术·气象学·音乐理论等诸多领域，其表现出的博学多才贯穿学术生涯中。 

     [前文在论及法藏时提到的被尊为继亚里士多之后伊斯兰哲学的“第二导师”的] 法拉比(约 870 年前

后-950，拉丁语名 alfarabius)继承了肯迪的诸多学说，在多学科知识的构建上有令人惊叹的博学广识，

但是他逐渐偏离了肯迪重视神学和偏重新柏拉图主义的路线，他的研究重点更多是被放在了对构成亚

里士多德哲学体系的核心文献《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进行详细的注释，这些研究工

作的意义是很大的。法拉比的《学科分类》在被介绍至欧洲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也有很多其他对于

学术分类的论调也是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法拉比的“学科分类” 

(1) 雄辩术的学问           语法 诗学 修辞法 

(2) 中间的学问             逻辑学 

(3) 知识的学问   理论哲学  自然学 数学 自然神学（形而上学） 

实用哲学   伦理学 家政学 政治学 

 

     前文在论及法藏时提到的伊本·西那（980-1037、拉丁语名 Avicenna），终生生活在伊朗，作为

医生写下的《医学典范》在欧洲地区一直以来都是主要的医学教科书，在哲学方面，他的主要著作是

《治疗论》。伊本·西那根据亚里士多德哲学开展其独特的存在论，主要论及了宇宙成立中的流出论/

否认“从无的状态中实现创造”/宇宙无开辟 (译者注：宇宙本体无始)／存在着的偶存这一本质／用“悬浮

人”这一比喻来说明先天性的自我认识/人类的灵魂不灭/等。另外，从亚里士多德认识论的角度来讨论

有关知性与质料和形式的关系。他提出的「思维作为思维形式创造普遍」这一命题引发的经院哲学中

的“普遍概念形成论争”[即实在论(认为普遍是超越性存在)与唯名论(认为普遍是人为产生的名称)论争]。 

     安萨里 al-Ghazālī(1058-1111，拉丁语名 alghazel，出生于伊朗东部的霍拉桑)作为伊斯兰法学·神

学·哲学·苏非主义的集大成权威学者，担任巴格达尼扎米耶大学教授时备受瞩目。他在著述的《哲学家

的矛盾》Tahāfut al-falāsifa 中，对哲学进行了内在性根本性的批判。无论是站在传统权威上的神学，

还是运用思辨的哲学，都让他感到了困惑空虚。他辞去了最高学府的教职，告别家人，以一介苦行苏

菲的身份游历各地。他坚信只有苏非主义才是通往真理之路，企图实现伊斯兰教学说的复兴。在安萨

里的业绩中，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伦理学都在对真理的观想(译者注：theōria)和来世的见神这类修

行中得到了重新评价。但是在西欧，安萨里只被作为哲学者看待，他自身对于亚里士多德的批判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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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人们更多是在看他所理解的亚里士多德。 

     [生于科尔多瓦，被聘为穆拉比特王朝的宫廷御医和大法官的]伊本·魯世德 Ibn Rushd(1126-1198,

拉丁语名 Averroes)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他的人生虽然因宫廷政治的变动一波三折，但是他对亚

里士多德的著作精心钻研并加以注释，完成了绝大部分亚里士多德哲学著作的注释书[没能完成的仅有

《政治学》和《动物志》]。另外，他还写下了《哲学家矛盾的矛盾》Tahāfut al-tahāfut 一书，以此

反驳安萨里对哲学家[伊本·西那和其背后的亚里士多德]的批判，拥护亚里士多德在伊斯兰文明中的地

位。虽然他企图还原亚里士多德的等身像，但依然不免受到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他认为在宇宙生成

过程中万物流出的最终阶段存在着由质料知性成长而成的能动理性，而哲学家和预言者可以说就是类

似能动理性的存在。针对两者在对捕捉真理的方式和表现方法上有所不同，他在著作《哲学和宗教联

系的论断》中强调信仰和理性的高度统一，其中甚至可以读出和安萨里相近的地方。西欧的经院哲学

在这里发现了“双重真理论”的根据。作为神学与哲学分立的根据，从“神学的奴隶”地位得以解放的哲学，

在西欧渐渐远离宗教=成为了世俗主义的桥头堡。到了 13 世纪，伊本·魯世德的著作已经全部被翻译为

拉丁语，引得西欧的知识分子埋头热衷于其中。 

     迈蒙尼德 Mūsā bin Maymūn (1135-1204 、希伯来语名：摩西·本·迈蒙 。拉丁语名：

Maimonides) 〔出生于科尔多瓦、塞法迪犹太人。与家人一道从地中海西面一直向东逃难，最终在埃

及定居，成为犹太教徒社区领袖。其编纂的著作《密西拿律法书评述(Mishneh Torah)》将犹太教法

Halakhā 实现了法典化，迈蒙尼德也因此成为了犹太教史上卓越的思想家。此外，他还曾任撒拉丁的

私人医生。〕用希伯来文阿拉伯语所写的《迷途指津》中，他将《圣经》中摩西五经的教义与亚里士

多德哲学进行对照，与伊斯兰神学者·哲学者保持步调一致，通过创造论中“第一个不动的自动者”/拟人

神观/围绕恶的存在的神义论[辨神论]/有关预言的解释/等/，站在合理的立场来说明神学与哲学的一致

性。这些首先被译为希伯来语，之后又被译成拉丁语引起的西欧社会的广泛关注。 

 

 [欧洲]地区的成立同时，欧洲开始参入〈超近代性〉网络中的行动 

 葛培特 Gerbert d’Aurillac［938 年前后-1003，999 年以后担任西尔维斯特 Silvester 二世教皇］在法

国南部钻研安达卢斯的阿拉伯学问，特别是数学。成为教皇后致力于推进东欧的天主教化 

 “12 世纪文艺复兴”中的翻译事业 

 大学陆续诞生 

11 世纪 Paris(始于世纪中期、登录于 1150)／Bologna(1088～)／Oxford(1096～、登録 1167)／ 

12 世纪 Modena(1175～)／ 

13 世纪 Cambridge(1209～)／Salamanca(1218～)／Montpellier(1220～)／Padva(1222～)／

Napoli(1224 ～ ) ／ Toulouse(1229 ～ ) ／ Orleans(1235 ～ ) ／ Siena(1240 ～ ) ／

Valladolid(1241～)／Northampton(1261～）／Murcia(1272)／Coimbra(1288～)／ 

14 世 纪  Roma(1303 ～ ) ／ Firenze(1321 ～ ) ／ Pisa(1343 ～ ) ／ Praha-Karlova(1348 ～ ) ／

Jagiello(1364～)／Wien(1365～)／Erfurt(1379～)／Heidelberg(1386～)／Köln(1388

～)／ 

 腓特烈 Friedrich２世(1194-1250、神圣罗马皇帝[霍亨斯道芬王朝]1215-1250、西西里王国国王

1197-1250、耶路撒冷王国国王 1225-28）   赠与拔都亲笔撰写的记录放鹰术的书籍(@伏尔加河

畔的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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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占领西西里 902-1091、诺曼征服英格兰 1091、欧特维尔家族 1130-98〕 

    巴勒莫王宫、占星术·天文学·数学·生物学、穆斯林士兵侍卫队、移动动物园、猎鹰...... 

    1224 年 建立那不勒斯腓特烈二世大学 

 大阿尔伯特 Albertus Magnus、1193 前后-1280／波拿文都拉 Bonaventura、1221-74／托马斯·阿

奎纳 Thomas Aquinas、1224/25-74／约翰·邓斯·司各特 John Duns Scotus、1266 前后-1308／… 

 教宗 Iohannes de Plano Carpini (1182-1252）排遣威尼斯的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 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 前往蒙古帝国的哈拉和林 

1264 年 8 月 24 日，出席元定宗 Güyüg Khān 继位典礼和忽里勒台大会 

携致罗马教皇的“敕谕”回国 

 法国国王路易 9 世 Guillaume de Rubrouck(1225 前后-93 前后)，排遣法兰德斯的天主教方济各会传

教士 Willem van Rubroeck、拉丁语名 Willielmus de Rubruquis 前往蒙古帝国的哈拉和林 

1253 年，觐见元宪宗 Möngke Khān 

 聂斯脱里派司祭拉班·扫马 Rabban Saumā (1225 前后-94，汪古部生人)，作为伊儿汗国阿魯渾 Argun 

Khān 的使节，觐见罗马教皇·法国国王·英格兰国王[1287 年]。 

 罗马教皇派出的官方使节 Giovannni di Montecorvino（1247-1328，方济各会司祭），经由伊儿汗

国首都大不里士［1289 年］，到达大都［1299 年，行至泉州等地，直至 1330 年左右回国］ Odorico 

de Pordenone (1286 前后-1331，方济各会传教士)，由海路经印度·东南亚等地到达元大都［1324

年］，3 年后经西藏回国。 

 1298 年前后，马可·波罗[1254-1324，威尼斯生人，1271~90 年游历期间，在忽必烈手下任职，回国

后]口述的《马克·波罗游记》Le Devisement du Monde 或者 Il Miｌione 的祖本成立。 

 

 有关经院哲学及其定位的问题点 

尽管经院哲学的成立和展开离不开其参入〈超近代性〉的过程，但是在教会权力（教权）以及皇帝·国

王·领主权力（世俗权力）的干涉和压力下，用重新解释罗马法和对西塞罗进行再评价的方式，让这一过程

看起来似乎是经院哲学不借助外力，靠自己的力量就完成了学术发展进程。历史舞台中真真切切的学术气

氛被渐渐遗忘，似乎被提到的时候不过是一段故事中的轶事。这个现象不仅在经院哲学自身的趋势中表现

的日渐浓厚，也延续到了经院哲学研究史中。举例来看的话，日本目前的研究现状可以说明确的证实了这

一状况的存在，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下，19 世纪后期之后，日本就不断在学习欧美文化样式，这个传统

一直延续至今。 

例如，上智大学中世思想研究所编的《中世思想原典集成》全 21 卷（平凡社，2003~04）中，第 11

卷为《伊斯兰哲学》，总共收录了 14 篇日译作品。虽然必须承认本卷编辑和译者的煞费苦心，但是不得不

是，这不过是将伊斯兰哲学作为“中世思想”的点缀而已。 

柴田平三郎的《托马斯·阿奎那的政治思想》（岩波书店，2014）一书，十分有助于让我们了解在欧美

的阿奎那研究史进程，毕业于腓特烈２世创立的那不勒斯腓特烈二世大学的托马斯，依据着不受教会欢迎

的亚里士多德理论，却做出了拥护教会的主张，柴田注意到托马斯这种内面性苦恼的存在，围绕此课题的

相关研究受到了来自学界的关注。然而，托马斯以阿拉伯语进行亚里士多德研究这一前提是不言自明的，

但是在这本书中，通过 12~13 世纪的翻译活动逐渐被知晓的伊斯兰政治·社会思想在托马斯的体系中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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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的反映这一问题却被置之度外。此外，在幕间章“间奏曲：〈13 世纪亚里士多德革命〉史观和托马斯·阿

奎那”中，柴田介绍了沃尔特·厄尔曼(Walter Ullmann)的学说21，并对其加以批判，他认为厄尔曼将托马斯

视为将权力的“下降理念”转变为“上升理念”的变革者显得太过近代主义。这本身就是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论

调，无视了基于麦地那宪章之后的社会契约的伊斯兰政治理念。作为研究步骤的一环，难道不应该参考

al-Māwardī(974-1058, 拉丁语名 Alboacen)的《统治的诸规则》等资料吗？22 

综上所述，并不符合历史现场的思想解读/记录方法/研究方向/妨碍了我们去感知伊斯兰思想的〈超近

代性〉。从被西方[正统]基督教至上主义/起初就具有的反犹太教主义/以十字军的伊斯兰敌视为基础的欧洲

自我认同性/支撑起来的立场，发展到高举“文艺复兴(再生)” · “宗教改革和随之而来的欧洲内战(宗教战

争)” · “欧洲主权国家群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制(国际社会的形成)” · “宽容、启蒙与市民革命(市民的自由

与通往民主主义的道路)”等口号，欧洲意识形态就是这样在时代的车轮中连绵不断的得到了延续。 

 

 

E］ 欧洲对〈超近代性〉做出积极反应的一侧面 

    虽然在欧洲呈现出了上述的局面，但也并不是说完全没有人对〈超近代性〉做出积极的反应。在全球

范围内〈超近代性〉网络化的扩大和深化中，在欧洲也出现了很优秀的一些学者。塔希德思想的活力虽然

在伊斯兰文明的世界中有所衰败，但是在他处依然可以发现这些思想遗产，其意义是非常大的。 

    在本稿中，主要以图 2 为主，有所选择的进行一些举例说明。虽然从经院哲学向欧洲哲学形成过渡的

过程中，这些人与主流思想保持了些许距离，但他们都是离塔希德思想比较近的人们。 

 

    拉蒙·柳利 Raymondus Lullus（1232-1315，加泰罗尼亚语名：Ramon Llull）马略卡

岛人，方济各会会士、神秘学家，通晓地中海地区诸国语言，结合各种宗教的概念开发出了

逻辑演算器 Ars Magna(大艺术)。人：小宇宙。 

库拉的·尼古拉 Nicolaus Cusanus（1401-64，德国人）法学者・哲学者・神学者、枢机

主教。致力于在各种宗教・政治的对立局面中实现和解。“对立一致”的基本原理，知与无知/

极大与极小/神与人。当三角形底边的对角无限缩小时，三角形将趋于直线。 

  焦尔达诺·布鲁诺 Giordano Bruno（1548-1600，那不勒斯出身）多明我会的哲学家・

神学者。1575 年开始为了逃避学术指控，他开始了在法・英・德・波西米亚等地流浪的生活，

其间在各个大学开讲。因为反对亚里士多德，拥护哥白尼的日心说，他于 1592 年因为谗言被

捕，最后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在罗马的鲜花广场被处以火刑〔1979 年天主教会正式取消

了这一判决〕。布鲁诺留下的功绩有超越了哥白尼的宇宙论［宇宙的同质性/无中心论/预想宇

宙空间中充满了纯粹气体/恒星·行星系统/地球自转］。 

  巴鲁赫·斯宾诺莎 Baruch de Spinoza（1632-77，是从葡萄牙移居至阿姆斯特丹的塞法

迪犹太人富商的儿子）荷兰哲学家。1656 年，被驱逐出荷兰犹太人居住区，一方面关注着荷

兰政局，以“笛卡尔的哲学原理”为假书名写下了《神学政治论》，后成为禁书。穷尽一生完成

了以几何学次序[根据定理·公理加以演绎证明]论证的《伦理学》，因坚信神=自然(世界)的一元

论[物质和精神均为神的属性]，所以主张道德的理想就在于知性认知的完成(神的知性爱)。他

的立场被认为是泛神论或者无神论，但还有主张认为他是只有神存在的无世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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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些人不难看出，欧洲对〈超近代性〉的反应中也有更加具体和积极的部分。这也是意大利人耶稣

会传教士利玛窦 Matteo Ricci 的传教活动在 17 世纪初被官方承认后产生的欧洲效应。23耶稣会的柏应理

Philippe Couplet(1624-92，法兰德斯人)所著《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Paris:1687 [《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语译本，注释的主要依据是张居正的《四书直解》]，以及同

是耶稣会的卫方济 François Noël(1651-1729，法兰德斯人，中国学者)的劳作《中国六大经典》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 布拉格：查理大学出版社，1711[《四书》+《孝经》、《小学》的拉丁语译本]，

此二人的工作在西欧知识分子间广为流传，具有很大的意义。这并不仅仅是针对东方古典的现象，可以说

同伊斯兰一样，作为涉及宇宙观·人类·道德·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各个方面的世界观问题，这些从中国发

现的具有冲击力的“解释”材料流入了欧洲。另外，就耶稣会乃至整个欧洲关心的“在中国到底存不存在神的

概念，天到底是否对应神”这一问题来说，前者偏向中国哲学有神论，后者则更偏向无神论。现在，终于到

了莱普尼茨和沃尔夫登场的时候了。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 G. W. von Leibniz（1646-1716，莱比锡生人，哲学家・数

学家）除了参与德国的邦国政治，开拓了在微积分・拓扑学，又因单子论备受瞩目。除此之

外，他还热衷于收集与中国有关的情报，钻研易经[与二进制研究相关]，他的《中国自然神学

论》Discours sur la Theologie Naturelle des Chinois［原著出版于 1716］具有跨时代意

义。 

克里斯蒂安·沃尔夫 Ch. Wolff（1679-1754，启蒙期德国的代表性哲学家,一度被驱逐出

布勒大学），和他的导师莱布尼茨都对中国的性理学有着强力的关心。他于 1721 年做了题为

《中国人的实践哲学》Oratio de sinarum philosophia pratica 的讲演[讲演记录与 1726 年

被发表]。沃尔夫例举出了反映中国“深远智慧”的 20 条项目，并在理学中找到了自己的哲学方

向。 

 

     在莱普尼茨和沃尔夫之间有一点是泾渭分明的，即在儒教中是否存在自然神学这一问题。但是，这个

问题我们可以先放下不谈，无论他们是反面教材还是其他，既然此二人被大多数人看做康德哲学的先导，

就不能让其停留在仅仅是有关东西思想交流的饭后余谈的水平。一边是以欧洲哲学为背景的莱布尼茨·沃尔

夫/另一边是同时代的东亚实学，我们应该通过对两者进行比较，从而深入探讨有关〈超近代性〉网络化过

程的理论研究。作为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的继承人，我还想在提一下弗里德里希·谢林。 

 

弗里德里希·谢林 F. W. Schelling(1775-1854，浪漫主义期的德国观念论哲学家)以自然

哲学研究为主要领域，将物心两界的事象表现了相对同一性，他不把类似物质·意识/主观·客观

/身·心等成对的概念看作是对立关系，而将其看做是在存在·现象·认识等层面的展相（译者注：

Potenz，这里有潜能之意），主张同一哲学。同时也相信知识和信仰合一的神秘主义倾向。 

 

以上提到的欧洲哲学对〈超近代性〉表现出的各类反应，在之后也不断出现，不管是否其是有意，或

者无意的，这些事例都是起到追求·实现·活性化〈塔希德〉思想的作用。但是从欧洲哲学整体看来，在对构

建·维持更新·尝试革新社会系统的实践提供支撑的思维方法·思维样式中，〈超近代性〉网络化得以成立的契



168 
 

机不断的被破坏，无论是在社会还是思想层面，因自我而招致的系统失调·变异/失衡·阻碍，导致了恒常性

homeostasis 崩溃危机正在变得日常化，在这种情况下，在不安中亢奋的摸索实存性的生活态度作为“暴走”

的趋势，在全世界发生着扩散。 

 

F] ＜超近代性＞的文明病变的世界化 

现在，我想总括自欧洲哲学以后到现在的情况，在透视人类灭亡的危机的同时，思考我们目前所处的

位置。 

迄今为止，实心实学被问题化的时代与欧洲哲学的发展期是相一致的。“塔希德”的弛缓以及性理学的意

识形态化，让＜超近代性＞在世界各地域的社会中或是出现了曲折・停滞/或是被压抑后陷入休眠・分化的

状态，然而造成上述现象的责任并不能仅仅归结于＜超近代性＞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意识到，最为重大的

变故在于：在欧洲，剽窃＜超近代性＞/对主张“近代性”起点地位的独占/强迫他者追随欧洲型“近代”性，通

过以上这些发生了类似于恶性肿瘤的病变，并且这样的肿瘤不断的增殖并向全世界各处大肆转移。 

至于引起该病变的原因，不仅在于“历史的盗用”，即：把古代希腊・罗马视为“欧洲的”古典古代，从而

排除了做为文明后继者的伊斯兰世界的现象。大约在 9 世纪后才算得以成立的西欧，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其

固有的思考逻辑，例如［对东方“异端”加以诅咒的西方“正统派”基督教，擅自将犹太教视作“异邦人”的宗教，

并对犹太人加以歧视〔以西 VS 东・正统 VS 异端・基督教 VS 犹太教〕，以此出发的］二项对立二分法/排

中律（译者注：二者必有其一）/还元主义（译者注：将复杂要素还元为单一基本要素）/自民族中心主义/

植民地主义・人种主义・军国主义/造成以上现象之本源的男性中心主义等。另外，如今这些思考逻辑又表

现为下列各类现象，不断变迁至现在/呈现出异次元化的趋势/连续现象出来，这也说明，这些文明的病变已

然不断的发展和深化为人类灭亡的危机。 

 

农［业］本［位］/土地区画设定法的重要性/排他的土地所有权的自称近代性/抵当权/因先占・

实效支配产生的领有权/国境管理/领海・领空/追求大量生产的产业资本主义/支撑产业资本主

义并推动杀人武器高度化的军事革命/走上军事与产业复合体的道路/追求规模极大化的金融

资本主义/基于宗教・民族主义・价值观的歧视与纷争的组织煽动/针对国家主权・法人・金钱・

情报媒体的各种操作/虚拟・派生・幻觉现实/以欧洲为标准的政教分离・民主主义观・人权观・

学术制度的世界标准化/自然环境破坏/环境负荷的破灭性增大/干旱・饥饿危机/核技术/机器

人・无人机・光等多样化的无人兵器开发/向宇宙空间蔓延的商业・战场扩大/金融衍生商品・

人工药物的无休止的扩大/以社会进化论・优生学为基础的竞争原理/人类内心层面的荒废/黑

暗社会/生命操作/人工智能/因个人识别・监视社会导致的个人信息大数据堆积中，新自由主

义式的社会差距扩大中出现的仇视性犯罪的扩散/“脱真实（post-truth）”的政治文化/网络黑

客・假旗作战（译者注：栽赃嫁祸）・要员暗杀・假 fake 情报等国家犯罪/作为国家分裂・解

体・人工革命的政权交替 regime change・暗黑权力 Deep State/难民流出的调控以及人种

主义・排外主义性一国主义的跳梁/等等。 

 

 作为欧美中心主义残存战略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再剽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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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作为科学的合理思考的必然产物，以及从对病变“近代性”的僵局/西西佛斯式的徘徊不

前/不可解决性/极限状况感觉的反省中，在多样的问题领域·次元中基于塔希德理论的思考框架发生

了转换并得以扩大。在图 2 中我只列举如下了四个例子： 

现象学（埃德蒙德·胡塞尔）/量子力学（埃尔温·薛定谔、戴维·玻姆）/后结构主义（雅克·德里达、

吉尔·德勒兹、尚·布希亚）克里普克的模态逻辑24 

事实上，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 

 

人智学（鲁道夫·施泰纳、铃木大拙、克里希那穆提）/相对性理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精神

分析（佛洛依德、卡尔·荣格）/法兰克福学派（本雅明、阿多诺、霍克海默）/结构主义（李维·史

陀、雅各·拉冈、福柯）/控制论（诺伯特·维纳）/经济人类学（波兰尼）/记号学（索绪尔、罗兰·巴

特）/模糊集（庐特菲·泽德）/万物理论（穆罕默德）生态学/环境学/生命科学/情报科学/女性主

义/第三世界论（弗朗茨·法农）/甘地主义（马丁·路德金、戴蒙斯·屠图）/… 

 

毫无疑问，上述思想行动足够成为复活·再活性化＜超近代性＞的契机。但是把这些作为超越欧

洲“近代”来开拓新境地的思想行动的话，将其定位为“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思想·先端科学这类做法就会

看起来十分突兀。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在回避对学问史进行回顾，将 12~13 世纪的学问史束之高阁。

且这一行为导致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这类空想在暴力手段下得以实现。这种非合理性表面化，

不免让人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这类再度“盗用”反而拥护了病变化近代的历史地位。即便是作为承认

“自我破产”之后的落脚点，也不免被看成是意在维护西洋近代旧地位。 

 

 

G］新的实心实学被期待的两个条件——代结尾   

1.Polymath［博识者］关系网络可以变化自在的发挥一体性机能 

或许可以这样说，为了社会・地球・宇宙的＜混一＞〔不是“天下”〕，应该如何保障科学家团体的

机动性作用。在过去，从医药、天文、历学、数学、音乐、地理、水文、气象，到农业·土木·建筑等

技术，当然也包括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伦理、法律、逻辑学、文法学、辩论术等，这些都属于与＜

超近代性＞相关的知识人必须兼备的知识领域。但是，现如今，“博识”则需要以网络集团的形式来实

现。面向宇宙，我们可以开放到什么程度、并用何种顺序·手续才能构造初这样的系统呢？ 

 

2. 以＜革命的心＞作为支撑 

对同时以自我变革和世界变革为目标的新的“市民革命” 〔我把其命名为 muwantin 革命〕进行

基础构建以及推进。2011 年以来新的市民革命开始表现出的特征为，运用非暴力和维护万人万物尊

严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关系网与合作关系［塔希德=融通无碍的社会实践］/自由·自立、公正·安全、

和平·共生、多样性和生命的尊重、对宇宙万物的保护责任/修复的正义。我想这些内容会通过今后的

试炼变得更加充实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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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ここからの議論については、経書原典をラテン語に置き換えるクプレおよびノエル各々の訳文とそれ

に基づく認識内容とを点検しながら、訳文を主要な拠り所として中国哲学を理解しようとしたライプニ

ッツおよびヴォルフの認識状況を点検して、複合的な組合わせの中で比較するという高度な作業に取り

http://ranajitpal.com/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AE%AE%E5%B4%8E%E5%B8%82%E5%AE%9A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6%9D%B1%E6%B4%8B%E6%96%87%E5%BA%AB_(%E5%B9%B3%E5%87%A1%E7%A4%BE)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7%AD%91%E6%91%A9%E6%9B%B8%E6%88%BF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B9%B3%E5%87%A1%E7%A4%BE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6%9D%B1%E6%B4%8B%E6%96%87%E5%BA%AB_(%E5%B9%B3%E5%87%A1%E7%A4%BE)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6%9D%B1%E6%B4%8B%E6%96%87%E5%BA%AB_(%E5%B9%B3%E5%87%A1%E7%A4%BE)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4%BA%95%E4%B8%8A%E9%80%B2_(%E6%9D%B1%E6%B4%8B%E5%8F%B2%E7%A0%94%E7%A9%B6%E8%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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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んだ、井川義次『宋学の西遷 近代啓蒙への道』、人文書院、2009.の貴重な研究成果に負うものである。

このような仕事の先駆として、堀池信夫『中国哲学とヨーロッパの哲学者』上・下、明治書院、1996・

2002.もあった。新居洋子『イエズス会士と普遍の帝国―在華宣教師による文明の翻訳』、名古屋大学出版

会、2017.も現れた。かつて、後藤末雄『中国思想のフランス西漸』１・２、平凡社、1969.から出発し岡

本さえ『近世中国の比較思想―異文化との邂逅』、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までの東西文化交流・比較文化

研究が、手前味噌ながら私としては、〈超近代性〉ネットワーク化研究の次元に達しつつあるように感じ

る 
24 ソール・クリプキ［八木沢敬・野家啓一訳］『名指しと必然性―様相の形而上学と心身問題』、産業図

書、1985. 三浦俊彦『可能世界の哲学―存在と「自己」を考える』、ＮＨＫブックス 790、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