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王陽明（1472 ～ 1529）是心學的集大成者。對王陽明思想的評價，是理學研究的重要內容。

但長期以來，在對王陽明思想的評價上，存在套用西方模式的現象，沒有反映出陽明作為十六

世紀中國思想家的特色。另一種常見的做法是，對王陽明思想個別命題進行抽繹，將陽明思想

抽象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命題，分別詮釋，缺乏對陽明思想整體的把握和認識。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以成聖之道為切入點，對已有成果進行梳理檢討，力求在把握

陽明思想之整體的基礎上，採用思想史和社會史研究相結合以及「問答邏輯」的方法，對王陽

明思想重新做一評價。王陽明的聖人觀與此前儒學史上聖人觀念的最大不同在於，否定知識性

路徑，將「其心純乎天理」作為聖人的唯一標準，成聖的根據是人人心中自有的「良知」。從成

聖之道的角度看，「心即理」命題是王陽明對成聖本體論的證明。誠意（包括事上磨練和知行

合一）和致良知則是王陽明探索提出的成聖工夫論。「萬物一體之仁」是王陽明對於聖人境界的

直接描述。

在此基礎上，本文歸納提出王陽明思想的幾個特點。分別是：主體性，以成聖之道為例，

王陽明強調主體自身能夠自我完備、自我實現；過程性，強調關係，強調在具體的情景、具體

的關係中展開的理、與具體的事物聯繫在一起的理，而不是抽象的、不變的理，這是王陽明思

想的又一大特色；啟蒙性，否定外在的「理」，也否定了外在的權威和經典的無上地位，確立了

主體的地位；極端的道德價值本位立場，王陽明把聖人觀念徹底道德化，體現出了極端道德價

值立場；唯意志論色彩，突出強調主體的活動性、自決性和非實體性，賦予意志以極端重要的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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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宏是我指導獲得博士學位的，現在他的博士學位論文即將由臺灣花

木蘭文化出版社出版，這是對一位早逝的學人最好的紀念。 
王建宏出生在陝西省旬邑縣一個普通農家，父母都是勤勞淳樸的農民。

1993 年，他考取西北大學文學院新聞學專業，在本科學習過程中，聽西北大

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幾位年輕教師講課，逐漸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了濃厚

的興趣。大學畢業後，他找到一份工作，利用業餘時間潛心自修中國思想史

專業基礎課程。 
1999 年，他被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錄取，成為一名碩士研究生，

開始接受系統的中國思想文化史訓練，經過 3 年，完成了碩士階段的學習。

他的碩士學位論文是：《從內聖外王到心性論──〈大學〉流變初探》。論文

從《大學》文本出發，探討《大學》對早期儒家學說的繼承與發展。隨後，

從韓愈、李翱、程顥、程頤、司馬光、朱熹、王陽明等人著作入手，通過比

較他們對《大學》的不同解釋，揭示儒家學者學術觀點的變遷，即從內聖外

王到心性論的轉變，以求對儒學發展的歷史和特質有所認識。 
這篇論文尚有待深化，但它卻促使建宏對儒學思想史進行了一次比較系

統的學習和考察。取得碩士學位後，他沒有放棄對中國思想史的興趣，沿著

《大學》提出的「三綱領」與「八條目」的思路，特別是其中格物致知、正

心誠意的部分，開始思考佛教心性論融入宋明理學的契機以及宋明理學心性

論的確立。 
經過幾年的努力，建宏於 2006 年考取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跟隨我繼續對中國思想文化史進行深入的研習。這期間他對理學心性論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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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陽明心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2007 年，他選定博士論文：《王陽明思想再評

價──以成聖之道為中心的考察》，力求對王陽明學術思想做全面的論述。博

士論文的寫作非常辛苦，對建宏來說更是如此，除了讀書思考之外，他需要

繼續工作，因為他還有妻子和年幼的女兒需要照顧。他每日早出晚歸，隨身

背著的包裏放著陳榮捷先生編著的《傳習錄詳注集評》或一兩本關於宋明理

學的學術著作。2008 年底博士論文寫作的最後階段，他向單位請假，搬到學

校博士生公寓裏專心寫作。2009 年三四月間，正當西大太白校區圖書館門前

玉蘭花盛開的時候，建宏交出了博士論文的初稿。 
他的論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新視角對王陽明思想做了較為全面的

研究。指出「成聖」問題是貫穿王陽明一生的核心問題，圍繞成聖之道，王

陽明進行了艱苦的理論探索。建宏認為，對王陽明思想的評價需要聯繫這一

核心問題來進行。經過分析，他認為王陽明思想有階段性（強調關係，強調

在具體的情景、具體的關係中展開的理，與具體的事物聯繫在一起的理，而

不是抽象的理）、平等性（人人皆有良知，都具備成聖的潛質，每個人內在的

良知是成聖的根據和依靠）、啟蒙性（突出主體意識，強調「吾性自足」「自

有擔當」，對獨立精神給予肯定）的特點，同時也帶有極端的道德價值本位立

場和唯意志論色彩。綜合這些特點，建宏的論文將「成聖」之道視為陽明思

想的主題，從整體上闡述了陽明思想。在分析中既有宏觀視野，也有細緻的

分析，是一篇紮實的思想史論文，是建宏十餘年學習思想文化史交出的一份

答卷。 
2009 年取得歷史學博士學位後，建宏決心辭去原先的工作，同年八月，

他進入西北大學哲學與社會學院，成為一名教師，這是他一直以來夢寐以求

的。 
然而，僅僅過了一年時間，2010 年七八月間，他便被查出患有肺癌，9

月在西安唐都醫院接受了一次大手術，切除肺部的癌瘤。從知道自己罹患重

病的那一刻起，建宏都是以一種豁達的態度對待生死，他在病榻上除了翻看

自己喜愛的王陽明著作，又多了《莊子》一書，手機裏還存著列夫‧托爾斯

泰《伊凡‧伊里奇之死》的電子書。也許這段日子他對陽明心學、對中國傳

統文化、對生命又有了更深的感悟，只是已經來不及形諸文字了。2010 年 12
月 9 日晚，他在唐都醫院因搶救無效而去世，年僅 35 歲。我記得，那時我剛

從新加坡回到北京機場，在手機裏聽到這個噩耗，使我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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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年青的學人就這樣走了，但他在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神家園中耕作

過，結出了一顆果實，這應當是十分珍貴的。我推薦他的博士論文在臺灣出

版，讓更多的學人知道他在學術園地初步耕作的收穫。是為序。 

 
 
 

張豈之 
2014 年 10 月 25 日 
於西安市西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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