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書嘗試擺脫科學自然觀的研究範式和自然哲學的研究進路，從哲學自然觀的角度入手，

借助哲學語義學與觀念史的研究方法，重新考察了老莊自然觀念的基本意蘊及其歷史淵源，揭

示了自然觀念的內在張力及其歷史影響。

本書認為，老莊的「自然」蘊含著雙重內涵：一是根源性自然，源於「自」的「原初、

本始」含義，強調天地萬物根源於道的原初本性，是謂「物之自然」。老莊主張尊重萬物之

本性，以「無為」來規範人的行為方式，體現了理性的科學精神。二是自覺性自然，源於「自」

作為反身代詞「自己」的含義，強調人自己而然、自覺而然，是謂「人之自然」。老莊深刻地反

思人類文明發展的現狀，主張人應當自主其生，自覺地生存在世，宣揚人的主體性與自由，體

現了深厚的人文精神。老莊的自然是人之自然與物之自然的統一，也是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

的統一。「自然」是道家哲學的核心價值觀念，蘊含著對一切存在者生存境域的關注，尤其強調

人的自由精神，在歷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對現代人的生存與發展有重要的意義。

然而老莊的自然蘊含著雙重張力：一是道生萬物與萬物自生之間的緊張，二是物之自然（必

然）與人之自然（自由）之間的緊張。這種內在張力集中體現在道家自然觀念的歷史演變上，

漢代的宇宙生成論著重發展了物之自然的內涵，而魏晉道家則宣導人之自然，反映了人性的自

覺，體現了對自由精神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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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3 月，我在休學術假時，有幸受邀到武漢大學為國學班開設「老

莊英文導讀」一課。此間正值「中國哲學史研究的現狀與前瞻學術研討會暨

中國哲學史學會 2013 年年會」在武大召開，在會上聞得一年輕學者關於《道

德經》的發言，他對於《道德經》的解釋，相關史料的把握以及其分析方法，

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待到小組會議結束時，我便前去與之交談，方知其

名為蕭平，來自於湖南。其後的往來中，他又將其所著的《自然的觀念》贈

送於我。由於我多年一直在從事《道德經》的研究及教學，對自然這一範疇

已然發生了一種「職業性」的敏感。忽然見得有學者對此有專門性的著述與

研究，便不免想要知得其是如何對之加以理解、定位與把握的。 
《道德經》第 25 章的著名論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是將生生不息的世界與大道的運行最終落到自然之上，由此足以見得「自然」

在《道德經》中的地位和哲學意義。但是，如何準確去理解這一範疇，卻又

是一個長久的困惑。所以，我便抱著一種好奇心、也是一種學術追求去品讀

該書。書中對自然的闡釋和分析不僅使我對之形成了更為清晰且多方位的認

知，也是國內外對自然研究的一種突破，填補了相關領域的空白。因此，我

一直期望著為此書作一英文的書評，鑒於本人之前幾次撰寫書評的經歷，發

現這是將當代中國學者的學術成果推向世界的一種優良方式。然而，此一計

劃受時間安排上的困擾，一直也沒機會實現。幸運的是，今年回國得以又一

次與蕭平接觸並交流，知道他近幾年一直堅持對自然這一哲學話語與問題進

行思考與研究。本書正是他在原有框架下融入近年的思考與深入研究的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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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並將於臺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付諸刊行。對此，我為之感到由衷地高

興，因為此書不僅代表當代中國學術界的研究成果，更具有國際性的學術價

值。為此，我很是願意向讀者對此書作一簡單的介紹，並以此來分享自己在

品讀此書過程中的一些體驗和收穫。 
為什麼說此書值得大家去閱讀，即它對思想界到底有哪些貢獻？對讀者

有何種新的啟示？對此，我將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展開。 
首先，就作者的治學態度及研究方法而言，其學術價值含量很高。第一，

書中掌握並梳理了國內外大量學者對「自然」這一概念的討論，研究與理解，

既考察了河上公、王弼等諸家注釋，又辨析了近現代學者如熊十力、湯用彤、

馮友蘭、張岱年、牟宗三、陳榮捷、蒙培元、劉笑敢、王慶節等人的研究成

果，同時作者關注了很多海外學者如葛瑞漢、史華慈、笠元仲二、溝口雄三、

池田知久等人的研究。因此，此書在對自然的詮釋上可謂是集各家學者之大

成。它既實現了對固有學術資源的傳承、總結，又在此基礎上實現了創新與

發展。作者此般自覺將自身融入到學術傳承過程之中，而不簡單追求標新立

異的嚴謹之學術態度與方法是值得大家認肯與學習的。第二，在對「自然」

一詞的深入解讀與探討上，作者援用中國哲學語義學與觀念史相結合之方

式，從最基本的構詞著手層層推進，由此深入到「自然」範疇的哲學構造。

中國象形文字的構詞方法及涵義所指，預示著人們在理解某一語詞的過程中

很有必要先就其詞源進行一番探索。作者在文中先就「自」和「然」在構詞

及涵義上作了分別的探索與闡釋，而後又對自然作為一整體概念作了觀念史

上的考究與分析。借助此般基礎性的語詞分析，作者將問題不斷引入哲學性

構造之中。此一研究方式既有助於讀者（特別是國外學者）充分理解和把握

自然範疇的真義之所在，也為學人們展開相關哲學問題的研究提供了值得學

習與借鑒的模式。此外，本書的研究方法還具有很強的國際化視野，即它不

是簡單的羅列各種史料，也不是抽象的概括，而是在史料的分析與哲學的思

辨之間形成一循序漸進，且相輔相成的良性循環。由於受到「文史哲不分家」

的影響，中國哲學的研究往往出現兩個極端的偏差：一是完全進入史料，缺

乏思辨與靈動，使得思想喪失了哲學的高度；二是完全流於空洞的哲學論述，

不以史料作相應之基礎。本書則在史料的展示和哲學的論證過程中找到一個

平衡點，作者從史料的討論之中，推導出基本的命題，而後又以哲學的論證

方法對之加以闡釋與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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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本書的具體內容上講，它對「自然」範疇詳盡而又創新的解讀，

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第一，書中對自然之「自」獨立開來進行理解，並佐

以史料及哲學上的充分論證具有重大的價值與必要性。因為，在英文中自然

被譯為「nature」，並非作為複合字，而僅僅是一個概念而已。即便將自然譯

作「self so」，依舊難以將「自」的獨特意蘊與價值凸顯出來。「自」作為中國

哲學中一極其重要的獨立概念，此一點從「自正」、「自化」、「自息」、「自成」

等構詞上便可見得。中國哲學整體傾向於注重物事自身的自主性，強調生生

不息的內在性力量，而不像西方哲學強調外在神的一種創造力，側重物事的

被動「創生」而非主動「生生」機制。由此，對「自」的重視與理解得以貼

切地體現中國哲學的基本思想旨趣。此外，作者將「然」視為指示代詞，指

代各種具體的狀態或過程，具有一定的概括性，是自然成為哲學概念的一個

重要條件，這種解讀也頗具新意。從「自」的理解，到「然」的解釋，再到

「自然」的哲學構造，三個層次的不斷發展構成了一邏輯清晰且詮釋完整的

三部曲。它突破了以往的解釋路徑，而使讀者得以更深層次地理解「自然」

概念本身，從而知覺老莊之自然並非一獨立、外在的存在，而是克服了二元

對立的本體論與認知方式。第二，作者將自然解讀為「物之自然」與「人之

自然」的統一，即它一方面強調對萬物的尊重，另一方面也充分體現了人的

能動性，由此便實現了自然之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統一。在現代性語境中，

自然往往只是作為客觀世界以及科學研究的對象來對待。現代漢語中的自然

即是作為科學研究和把握的對象，西方將其視作上帝賜予人類最好的一本

書，認為我們都要揭開其中之謎，同樣是此種意思。然而，在老莊的思想中，

自然則具有雙重內涵，它既表達為一種根源性的狀態，體現出理性的科學精

神，同時也是對人之自主的張揚，包含有人文之情懷。換言之，當人在認識

和把捉外在對象之時，本身就已帶有主體的主動性。比如，孩子在牙牙學語

的過程中，首先學會的並不是自己的名字，而是父母、外在對象的稱號，只

有當他（她）能說出自己名字之時，才形成有一種自我的意識。這種自覺性

自然的生成與作用，預示著人們擺脫了純粹將自然視作一種不可知外在力量

的困境，而於其中融入了人的主動性面向。第三，書中將老莊自然觀念與其

各自思想體系中的諸多核心概念進行聯接和思考，進而分析出二者異同之所

在。作者將老子之自然與道、無為等相聯繫，將莊子之自然與天、逍遙遊、

必然等相貫通。此般解釋路徑不僅使得自然觀念本身更加詳盡，而且對於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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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理解老莊哲學中的其它範疇，以及整個文本和思想體系也是大有裨益的。 
最後，此書所引發的問題意識，對於人們進一步思考道家哲學之人—物、

天—人關係具有引導效應。 
其一，作者將根源性自然與自覺性自然視作是自然的一體兩面，那麼此

中的統一是如何實現的，即如何才能在物的必然性與人之主動性之間找到一

種平衡？以《莊子‧達生》所載的孔子觀於呂梁，問「蹈水之道」一事為例，

男子之所以能夠「隨波逐流」，最終達到「成乎命」的自然境界，除了需要「始

乎故，長乎性」客觀或技術性機制的作用，還必須建基於他對水的絕對信任

的前提之上，即他必然要在某種機遇之中獲取對外在之水的完全安心、放心

的狀態，由此才可能消除主體與水的對抗，形成與水的完全合一。而此中的

機緣是如何發生的，這種發生機制與結果是否蘊含有主體主動性？ 
其二，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人們在討論自然的相關問題時，往往會提出

如下疑問：為什麼說自然是包括人在內的萬物的最佳狀態？主體之人何以必

須對之加以服從？如何才能鑒定自然的狀態？縱觀人類文明的發展歷程，人

總是處於與自然相搏鬥的狀態之中。而且，人的這種反自然的傾向本身也可

被視作一種自然的狀態，甚至私欲與邪念也都是人之自然的一種表現。反之，

對自然的執著也是某種程度上的非自然的狀態。 
其三，如果說自然蘊含有主體自覺、自由的面向，那這一面向是否適用

於全部的主體生命？不同對象保有自覺性自然的程度上是否存有深淺之別，

即一個嬰兒的自然性或主動性與一個老人的自然性或主動性是否具有一致

性？這些都是在理解和闡釋自然過程中所難以逃避的問題，尤其是將其落實

到現實人生之價值及行動中所必須面對的挑戰。 
正是基於以上種種，我希望此書能夠為更多的讀者所瞭解，同時特別期

盼它能夠早日譯成英文出版。因為，書中的大量史料和分析思想能夠對老莊

的英文翻譯與解讀提供急需的幫助，並推動一種國際化的比較哲學研究。比

如此書提及的《莊子》的「莫若以明」，它在中文的語境下強調的是事物之間

沒有區分、無待的狀態。而西方學者任博克在「莊子是哲學家嗎？」一文中

則將之比喻為「wild card」，即野牌，指不規定價值，能在任何時候被賦予一

定價值的一張牌。這種說法與本書所示之意有所差異，前者強調其中的可塑

性，價值的無極性；後者表現的則是萬事萬物之間不存在界限，任何事物之

間都存有某種雙重性的特質。「無為」在通常的英文翻譯是「non-action」，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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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行為或者不強制行為。由此，西方常常將無為看作是一種失敗者，而非

成功的標誌。其實，在西方的進攻性的進取、推崇冒險精神與價值觀下來講

無為無疑是困難的，民眾對此的理解和接受自然也難以達到原文本之境界。

西方古希臘文化中讚美的是英雄，中國傳統則推崇聖人，二者在對生命的定

位、追求和目標方面無疑是不同的，這也就導致西方對無為境界的理解偏差。

這一理解上的偏差進而又影響到對老莊自然觀念的把握，因為無為和自然作

為一體之兩面，本就相輔相成的。反之，若是能在自然的翻譯上有所推進，

則可以加深對無為以及中國哲學的認知。 
不僅如此，此書的內容與思想對於促進中西文化的對話，以及世界性語

境下比較哲學的研究也是大有助益的。書中對「自 V」結構的全面而又深刻的

闡釋，不僅能夠代表老莊思想的構造，同時也足以表現出整個中國哲學的特

質和旨趣，即強調物事自身內在、自主的發生與動力機制。然而，西方哲學

則與此不同，如亞里斯多德的四因說，強調自我發展過程中外在形式因的塑

造、動力因的推動；基督教將人的解脫訴諸於神的力量，惟有得到神的拯救

才能實現自身的解脫；牛頓第一定律認為任何運動都是在外力推動之下發生

的。由此足以見得，西方傳統文化並不注重物事內部自生、自化，自成，對

此一內容的強調只是近代交叉學科所關注的問題，如發生學、複雜性科學等。

此外，老莊自然觀念包含的根源性與自覺性的涵義，代表著事物都有一個根

與源，它孕育並推動了它們的產生與發展，《道德經》正是由此而注重對根源、

對母性的關懷。 
概而言之，希望此書得以更為廣泛的傳播，以便可以讓更多的學者，以

及愛好道家哲學和中國哲學的讀者分享其中的思想，並最終獲得一種心靈的

享受以及境界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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