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書系統論證了儒學內化發展中的《中庸》哲學思想。

本書認為，孔子的心性之學包括兩個部分，即「心學」與「情學」。心有認知和良知兩種

功能，人有感性情感和道德情感兩種情感。加強禮的學習和認知以規約培養感性情感，或者按

照良知之心和道德情感行動，都可以成就道德。孔子之後，按照前者成就道德的是儒學之外化，

其集大成者是荀學；按照後者成就道德的是儒學之內化，其集大成者是孟學。

儒學內化就是道德情感與良知之心內化為天命之性，成為道德實踐的內在本體和形上根據。

《中庸》作為思孟學派的早期作品，承擔著為儒學建立道德本體和尋找道德終極根源的形上課題。

在這兩個課題中，道德情感都具有本質的意義，所以《中庸》初步建立起來的儒家形上學可以

說是一種情感形上學。但《中庸》只完成了道德情感的內化，良知之心的內化是由孟子完成的。

宋明時期，孔子的「心學」得到充分發展，孔子的「情學」卻隱而不彰。理學兩派都屬

孔子的「心學」，朱子是孔子「心學」之認知派，陸王是孔子「心學」之良知派，兩派的分歧是

孔子「心學」內部的論爭。直到明末劉蕺山，才重新認識到道德情感的重要地位，並在一定程

度上複歸了思孟學派心性情為一的義理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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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作為儒家的經典，在儒學的發展過程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儘管

關於其成書年代及作者仍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它在儒學演化中的獨特意義，

卻無法否認。《中庸》的主題之一是「極高明而道中庸。」「極高明」表現為

終極性的價值關切和價值追求，「道中庸」則強調通過日用常行以實現這種價

值的關切，它以概要的形式體現了早期儒家將終極的關懷與日常存在聯繫起

來的進路。終極關懷固然包含著對日常存在的超越，但這種超越又並不離開

日常的生活。與之相關的是「致廣大而盡精微」。「致廣大」與「極高明」具

有一致性，二者都內含著對理想之道的關切，「盡精微」則可以看作是「道中

庸」的展開，它更多地要求深入到具體的現實存在。這裏無疑也包含著精神

的超越，但它不同於從天道出發的外在進路，而是植根於庸言庸行的內在昇

華。 
可以看到，在《中庸》那裏，價值本體不再具有超驗的形式：《中庸》不

同於《易傳》的重要之點，即在於空前突出了日用常行在價值創造中的意義。

儘管《中庸》並沒有放棄形而上的本體（「天命之謂性」的命題即表明了這一

點），但在道與庸言庸行的溝通中，日常的人倫關係及實踐活動已被視為價值

的現實源頭。這樣，有限的超越不再僅僅表現為離開日用常行，而是即日用

而超越日用，亦即在日用常行中使生命獲得永恒的價值，這也就是「極高明

而道中庸」的內在意蘊。通過精神境界的昇華與「庸德之行」的入世觀念的

融合，儒家的價值原則獲得了更現實的品格。 
與「道中庸」相聯繫，《中庸》的另一個基本觀念是所謂「誠」：「誠者，

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這裏的「誠」既涉及天道，又關聯人道。

作為天道的「誠」具有實在的意義，指萬事萬物本然的、真實的狀態；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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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的「誠」則既表現為人的存在形態，也呈現為價值層面的規範，具有引

導和塑造人自身的意義。從以上方面看，「誠」內在地體現了存在與價值、實

然與當然的統一。就個體而言，一旦達到了「誠」，便意味著形成了真實的內

在德性，其行為也將超越勉強，能夠自然地合乎規範。《中庸》所說的「不勉

而中，不思而得」，既包含了自覺，從而不同於自發的行為；也超越了自覺，

從而區別於單純地有意為之。與之相關的「從容中道」則以普遍的規範化為

人的真誠品格為前提：此時內在的德性已如同人的第二天性，出於真誠德性

的行為也超越了人為的依循和努力，表現為自然為善。這是一種揚棄了自發

與自覺之後達到的更高境界。作為存在形態與內在品格的統一，「誠」既有本

體論的意義，也包含價值論的內涵。 
誠作為內在的本體，具體表現為德性，而內在本體的確立，則相應地以

尊德性為基本形式。在《中庸》看來，尊德性並不是一個抽象的過程，正如

極高明必須道中庸一樣，尊德性離不開道問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所謂道問學，也就是通過學問思辨行，以達到理性的自覺。與孔孟荀一樣，《中

庸》將主體的理性自覺提到了極為重要的地位，並以此作為從外在天道走向

內在本體（誠）的前提：「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博學之，審問之，慎

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

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

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

柔必強。」誠作為天道，具有實然（本然）的性質，正是通過一個理性化的

過程，實然（本然）之誠開始逐漸內化為對當然之誠──精神之境──的自

覺意識，而這種自覺意識又作為內在的本體而制約著主體的行為。可以看到，

尊德性（誠的本體之確立）與道問學（理性的自覺）之間存在著一種互動的

關係：立誠離不開道問學，而本體一旦確立，又保證了主體能夠始終處於明

覺狀態；前者也就是所謂「自明誠」，後者則是所謂「自誠明」，二者本質上

又展開為一個統一的過程：「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由個體走向外部世界，《中庸》進一步提出了如下思想：「萬物並育而不

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這一觀念既有本體論的涵義，

也有價值觀的意蘊。在本體論上，它意味著對象世界中的諸種事物都各有存

在根據，彼此共在於天下；換言之，對象世界的不同存在物之間具有一種相

互並存的關係。在價值論上，「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則涉及不同的個體、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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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民族、國家）之間的共處、交往問題，它以承認不同個體的差異、不

同社會領域的分化為前提。個體的差異、不同社會領域的分化是一種歷史演

化過程中無法否認的事實，如何使分化過程中形成的不同個體、相異存在以

非衝突的方式共處於世界之中，便成為「萬物並育而不相害」所指向的實質

問題，後者同時也從形而上的層面，涉及社會的「和諧」。 
與「萬物並育而不相害」相聯繫的是「道並行而不相悖」。「道」在儒家

哲學中不僅被理解為天道（存在的根據或存在的法則），也含有理想、價值原

則等社會、文化的意義；「悖」是彼此的對立、衝突。「道並行而不相悖」，意

味著不同的價值理想、價值觀念不應僅僅導向彼此的衝突。在社會領域中，

只要不同的個體、階層存在，價值觀念上的差異就難以避免；試圖使每一個

個體認同絕對同一的價值觀念，顯然是行不通的。在此，問題不在於用獨斷

的方式消除價值觀上的差異，而是在差異業已存在的背景下，妥善地看待與

處理這種差異。「道並行而不相悖」當然並不是在價值觀上主張相對主義，這

裏的內在涵義，是以寬容的原則，對待不同的價值觀念。一方面，它並不否

定價值原則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它又要求以非獨斷的方式來對待不同觀念，

後者與孔子所肯定的「恕」的觀念（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前後一致。 
要而言之，《中庸》以中道和誠為其核心的觀念，中道既蘊含了把握「度」

的原則，又展開為形上與形下、人與世界、日用與道之間的統一；「誠」則既

表現為天道意義上實在性，也構成了人道意義上的道德之境。「萬物並育而不

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則從本體論與價值觀的統一上，將以上看法進一步

展開了。 
《中庸哲學研究》原係楊少涵博士的學位論文，由主持其博士學位論文

答辯這一機緣，我得以較早地閱讀他的研究成果。作者對《中庸》思想考察

之紮實、系統、深入，給我留下甚為深刻的印象。以儒學的歷史演化為背景，

作者具體地分析了《中庸》思想的內在特點，特別注重《中庸》內含的道德

哲學、形上之學與情感的關係，突出了情感在《中庸》思想中的獨特地位，

由此提出了不少獨到的見解。儘管作為探索性的研究，其中的一些看法也許

可以進一步討論，但它所展現的理論視域對推進《中庸》思想的研究，無疑

具有積極的意義。 
楊國榮 

二○一三年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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