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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道家政治哲学的理论形态和理论语言都极具特色，殊不同于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围绕城邦、正义等

主题展开的对话与讨论; 这主要是由道家如何理解政治性、如何阐述哲学性决定的。“玄德”概念及其理

论乃是道家政治哲学思考的重要基础，因为它既是哲学突破的标尺，亦是前诸子时期“德”的思想传统之

创造性转化。而自然与无为、混沌与秩序等问题则涉及了道家伦理学 ( 含政治哲学) 的深刻内容及精神气

质，既体现了古代思想世界立足于人性的思考特点，同时也展现了道家独特的超越社会政治秩序、伦理规

范甚至国家形态的理论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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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是近年来汉语哲学界热衷讨论的话题，与传统学术渊源颇深的中国哲学研究也深受这种

风习濡染，目前的许多专著和论文都以政治哲学的名义徜徉于世，而关于道家政治哲学的研究文献也

呈现出较快增长的态势。然而，我认为仍有必要在此明确一下 “道家政治哲学”的问题意识，毕竟

道家政治哲学何以可能? 如何谈论和阐释道家政治哲学? 都是耐人回味、值得探寻的问题。同时，道

家政治哲学的深邃内容、理论旨趣和精神气质诸问题也应该予以提纲挈领的阐述。

一、序论: 什么是道家政治哲学?

什么是“道家政治哲学”? 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诉诸哲学史研究。如若没有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

纵深，我们几乎无法面对这样的问题，道理明摆着: “道家政治哲学”“政治哲学”的名称 “古未之

有”，它们都是近现代学术发展的产物，也是中西哲学比较会通的结果。
从古代到近现代的西方政治哲学展现了聚焦于政治问题的多元思考和多样化理论建树，百花齐

放，形态各异。我们在阐释早期道家政治哲学的时候，显然需要参取西方思想资源，却没有必要盲目

适从、刻意附庸某种政治哲学理论，无论它是古希腊的还是近现代的。在这里我们只能讨论什么是道

家政治哲学，而不能、也没必要给出一个 “政治哲学”定义。因而，我拟从 “政治性”和 “哲学

性”两个方面推敲并且界定所谓 “道家政治哲学”，权作“工作定义”:

第一，先来讨论一下“政治性”。从较宽泛的意义上说，政治哲学的问题意识以政治关系为前

提，而政治关系则涉及不可摆脱的权力与支配等问题，当然各种各样的伦理、社会、国家、政府以及

各种形式的权力与秩序都是政治关系的具体体现。毫无疑问，人只能生活于人类生活共同体之中，不

能游离于社会，也无法逃避政治关系。道家哲人也很清楚这一点，不过他们怎样审视他们置身于其中

的政治关系、如何表述其对政治关系的反思却很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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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政治哲学似乎只是对应于道家所说的 “人道”，其实不然。道家哲学区分了 “天道”“人

道”，所谓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显然属于 “人道”范畴，但这并不意味着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仅仅涉及
“人道”而已。实际上，道家哲学语境中的“道”往往是统一的，道家者流从来不认为 “天道”“人

道”是疏离的。① 即便是“人道”问题，也应该从天人之际的角度予以审视和理解。 “天道”赋予
“人道”以思想深刻性和理论复杂性，远不是“以天道推演人事”这样的陈词滥调所能涵盖。即便相

比古希腊以来的自然法理论，道家 ( 也许还应该包括儒家) 政治哲学亦有过之而无不及。道家 ( 特

别是老庄) 所说的“自然”与古希腊哲学概念 Physis 庶几近之，然而古希腊 Physis 深邃的原初意味，

已经被柏拉图、柏拉图主义以及基督教神学的目的性、灵魂、上帝等观念加以改造，沦落为被动的、
对象性的东西了，例如那个几乎等同于现象世界的 “大自然”概念; 而道家 “自然”概念却由于交

涉于“无”的观念，且在有无之间的复杂张力中生发出丰富多元的思想脉络。②

有一种论调说道家人物都是些消极遁世的隐士，对此我不怎么以为然。道家的确厌倦了那种人间

的、太人间的俗务，洞悉了社会政治生活中人性异化、价值沦丧的危险，然而却没有消沉颓废，更赋

予了自身彻底 ( 也许有点儿激进) 的批判精神。从思想史研究角度看，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困惑于

自身所处的时代，鲜有能超拔于其外者，例如古希腊哲人柏拉图的 《理想国》多少有点儿希腊城邦

的影子，儒家的政治哲学思考亦以追摹理想中的三代 ( 实际上就是西周时期奠定了基础的礼乐文明)

为中心; 道家却是不折不扣的异数，因为道家政治思想不依附、不匹配于历史上的特定社会政治制

度，比如说老子提及的“小国寡民”具有明确的消解生活世界中的社会性、政治性的理论企图，庄

子向往的“至德之世”也具有那种滑稽乱俗、虚无缥缈的特点，凡此种种，皆是想象的乌托邦，而

不是构想某种可以成为现实的国家，尽管它们是针对现实而发的。实际上，儒家以天下为己任，道家

亦不遑多让，他们比任何人都更热切地期望 “天下归一”; 只不过 “道不同不相为谋”，儒道两家取

舍不同，旨趣迥异而已。
老子哲学具有政治哲学的面向，即以无为概念为核心的政治思想。还有论者以为，政治哲学的核

心问题就是“自由及其实现方式”③，不妨用以说明庄子的“逍遥”。
以上的简单梳理与讨论提示出，道家固有的伦理学本身包含了政治哲学的维度; 而且道家对伦

理、政治、国家、文明、人性和价值的理解自有其独到之处。我们还是通过分析几个例子以说明问题

吧。《老子》出现的“圣人” ( 时或称 “我”“侯王”) 与 “百姓” ( 有时写作 “民”“万物”) 之间

的关系显然就是某种政治关系，“我无为而民自化” ( 第 57 章) 恰是一个政治哲学命题。老子既言
“绝仁弃义”，又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暗示了某种原初伦理，超乎仁义价值之上。④ “治大国若

烹小鲜” ( 第 60 章) 是老子的名句，同“小国寡民”的说法一样，折射了道家无为政治的旨趣。“奈

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 ( 第 26 章) ，表达了老子价值判断，显然他并不认为天下、国家是最重要

的，尤其是相比生命本身而言更是如此。老子亦曾正面提及政治关系抑或政治秩序的合理性，比如他

说: “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更值得注意的是，《老》《庄》诸书不仅提到了 “国” ( 邦，

实际上就是诸侯国) ，还提及了“天下”，后者乃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一个关键词。
最为重要的是，道家政治哲学问题还应该从更抽象的 “有无关系”层面予以阐发。“有无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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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 “天之道，其犹张弓与? 高者抑之，下者举之; 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

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 第 77 章) “圣人不积，

既以为人，己愈有; 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 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 第 81 章) 《庄子·在宥》: “何谓道? 有

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 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 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

不察也。”
郑开: 《论道家自然概念: 从无与自然关系角度分析》，载于《中国的“自然”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开大学: 2018 年 7
月，第 267—278 页。
任剑涛: 《政治哲学的问题架构与思想资源》，《江海学刊》2003 年第 2 期。
《文子》的说法比较有代表性: “古之为君者，深行之谓之道德，浅行之谓之仁义，薄行之谓之礼智。”“古者，修道德即正天下，

修仁义即正一国，修礼智即正一乡。” ( 《上仁篇》) 总之，传统意义上的“仁义礼智”都未免“薄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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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生万物”以及名 － 无名之间张力关系 ( “镇之以无名之朴”) 多少能够表明老子的辩证法思维，

具体到政治哲学，可以说老子一方面没有断弃现实政治秩序，另一面又去掉了 “名”的价值优先性。
老子政治理念集中体现于 “无为”概念。从“无为”是对“为”的否定 ( 哲学意义上的否定) 角度

分析，① 举凡一切社会、伦理、政治、国家、文明、秩序、权力等都出于“为”———即某种人文动机

驱使下的社会行动; 那么“无为”似乎就是把常识反转过来，借助 “无”的否定或扬弃，反思了理

性成长、文明进程投射于人性和人心的阴影。老子想表达的准确意思是，“为”固然重要，然而 “无

为”更加重要。失去了“无为”的节制，“为”必将失控; 反之，缺失了 “为”的 “无为”则流于

空洞，丧失其均衡感。这就是老子无为政治哲学之辩证法。我特别希望能够从 “为与无为之间的张

力”出发更内在地把握道家思想逻辑，而相反相成、相辅相成乃是道家哲学的重要法则。
现代政治哲学的发轫与生成，据马克斯·韦伯 ( Max Weber) 的分析，伴随着基督宗教的世界帝

国之瓦解和终结，西方政治思想由“一神统治”旧状况进入到了 “诸神之争”新阶段，世俗化的政

治理论逐渐兴起，个人权利 ( 特别是个人财产) 、契约主义、权利分化等问题成为现代政治思想关注

的焦点，从而与古典时期的国家、政治、伦理等观念划清了界限。“如果说一切关乎价值主张的论说

都是‘政治的’，那么，‘诸神之争’就是现代西方政治理论价值之争的鲜明体现。”② 这就是出现于

西方的现代性。从世界历史的纵深考察，现代告别前现代的现代性建构过程，似乎重演了早期中国
“哲学突破”以及“进一步突破”时期的推陈出新的哲学思考，包括政治哲学思考。孔子曾以“礼崩

乐坏”描述春秋末年战国初期的政治失序状态，庄子则以“道术将为天下裂”“道德不一”的深切忧

思，洞见到了战国以降的历史趋势实际上已不可逆转。如果说孔子以来的儒家学派的政治思想是对当

时历史趋势的“保守的回应”的话，③ 那么，道家 ( 特别是道家黄老学派) 却对此浩浩荡荡历史潮

流做出了冷静、积极的响应，他们提出的“帝道”恰是针对 “王道”的，而他们最为关注的 “道 －
法”与儒家标榜的“德 － 礼”犹如针尖对麦芒。如此看来，道家、道家黄老学派 ( 又称道法家) 及

其思想伴侣———法家，也许最能代表政治和国家转型时期的时代精神。这不正表明了道家政治哲学值

得深入探究吗? 我还是想强调一点: 近现代以来的西方政治理论一方面能够赋予我们以历史纵深的视

野，另一方面却由于它纠结且偏重于政治学理论而不能为道家政治哲学提供合适的参照系。比如说，

道家政治哲学语境中的“政治”“国家”终究不能仅仅从近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 “政治”“国家”予

以了解和把握; 而超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 ( 君道治术) 、“国家” ( 比如说道家著作中也经常出现

的“天下”) 只能出现于政治哲学语境之中。
第二，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政治哲学之为政治哲学的本质在于其 “哲学性”。近现代政治哲

学研究者都很清楚政治哲学和政治学 ( 包括政治思想史) 之间的分野，当然要在两者之间区划一条

泾渭分明的边界也没那么容易。④ 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濡染了强烈的实证主义的色彩，难免有社会科

学化的趋向; 而古典时期的政治哲学则呈现出另一种样态，具有明确的人文学属性，最初的政治哲学

乃内在于伦理学。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古代道家思想里面有没有伦理学，能不能开掘出政治哲学?

有的人以为道家没有伦理思想，因为他们反对仁义。这种看法早已不值得一驳。自老子以来的道家，

始终警惕并且反对把“道德之意”庸俗化、浅薄化为仁义，因为他们认为道德大于且包含仁义，而

不是相反。从另一角度分析，哲学史上的反理论不也是某种理论形态吗? 反伦理学也是一种伦理学。
儒家立足于仁义之际，道家反诘之，开出了另一种伦理学，而且加深了与儒家之间对话。有意思的

是，战国中期以降儒家和道家殊途同归，都开展出来了德性伦 ( 论) 理学，只不过思想内容各有特

色而已。更进一步分析表明，儒道两家的德性论乃是人性论深化发展的结果，而他们创发的具有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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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开: 《道家形而上学研究》 ( 增订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10 页。
任剑涛: 《诸神之争: 现代政治理论的价值纷争与整合》，《社会科学》2013 年第 8 期。
［英］ 葛瑞汉: 《论道者: 中国古代哲学论辩》，张海晏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1 页。
列奥·施特劳斯: 《什么是政治哲学》，李世祥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2014 年，第 1—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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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特征的心性论 － 境界说则是德性论的具体内容，也是孔孟之间、老庄之间人性论思想的升华与转

化。
另一方面，道家似乎比儒家更多谈论治道或治术，《汉志》把道家 ( 实际上是黄老) 的思想宗旨

归结为“君人南面之术”也不无道理。然而，我以为，道家独具那种以哲学方式思考伦理 ( 含政治)

问题的精神气质，一方面道家哲学著作中弥散着关于伦理政治诸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道家又诉诸哲

学语言阐述了其伦理政治和社会思想，例如道、德、名、理、执一、浑沌、太和等概念或语词建构的

理论语境，恰呈现了其伦理学 ( 含政治哲学) 之形式与内容。我的意思是说，道家对政治问题的关

切与讨论借助抽象概念展开，即便是讨论治道、主术、君道、臣道甚至兵法时，很少流于阴谋诈术，

反而语涉高深莫测之抽象理论及表述，可以说 “以道为常” ( 韩非语) 就是其底线。《韩非子》里面

的两篇重要文献《扬权》《二柄》，从题目上看，似乎流于阴谋和诈术，实际上却包含了深闳的理论

思考。“法”是道家黄老学派关注的焦点之一，他们所说的“法”却不尽出于世故，也不是一般意义

上的理性，因为“法”奠基于“道的真理”，渊源于 “道德之意”。参透了这一层，就不难较为准确

地把握道家政治哲学思想了，比如说，“执一”的意思颇近乎“抱道执度”，然而 “道”和 “度”究

竟指什么呢? 我们倘若能够在道法之间考虑问题，则思过半矣。更有可说者，道家著作中充满了政治

隐喻和政治寓言，比如说浑沌、乐、御、钓等，都指向伦理和政治。① 奉行理性祛魅的现代政治理论

之主流尤其倚重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然而讨论涉及价值判断的政治哲学，怎能缺省

人文学术而归诸社会科学? 道家政治哲学独特的精神气质是不是能给我们更多启发呢? 爱因斯坦曾

说，政治是暂时的，方程是永恒的。把这句话移植到我们讨论的问题里面，似乎可以说，政治是暂时

的、流变不居的，而政治哲学却涉及了持久乃至永恒。换言之，道家政治哲学本质上是 “道”的展

现，而非“术”的应用。古代城邦乃是古希腊哲人们思考政治的尺度，也是其目的，几乎没有例外;

相反儒家和道家的政治哲学思考都聚焦于 “天下”，特别是道家，其政治智慧的独特性即在于它不匹

配于实际政治生活的具体样式，无论它是历史上的曾经出现的，还是人们无由逃避的 “人间世”。也

许是中西文化的不同吧，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人的围绕政治性问题的思考更多裹挟于政治思想、学说

和理论，而道家政治哲学则展现了更为明确、更为深入的哲学性。
以上我们分别从哲学性和政治性两个方面稍微明确了道家政治哲学的边界与特色。接下来，我想

明确一下，这里所说的“道家”也是广义的，包括老庄、黄老 ( 秦汉时期以此为道家主流) ，以及那

些与道家 ( 主要指黄老) 思想交涉较深，思想边缘不怎么清晰的法家 ( 特别是韩非、慎到等) 、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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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兹枚举数例: 《庄子·天下》: “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

武王、周公作《武》”云云，显然包含了政治意味; 儒家也是如此。《庄子·天运》语曰: “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

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这是怎样的一种“乐”呢? 矛盾的是，《庄子·至乐》提到“《咸

池》之乐”时却用意相反，其曰: “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忧

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夫以鸟养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游之坛陆，浮之

江湖，食之? ? ，随行列而止，委蛇而处。彼唯人言之恶闻，奚以夫譊譊为乎! 《咸池》、《九韶》之乐，张之洞庭之野，鸟闻之而

飞，兽闻之而走，鱼闻之而下入，人卒闻之，相与还而观之。鱼处水而生，人处水而死，彼必相与异，其好恶故异也。故先圣不

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于实，义设于适，是之谓条达而福持。”可见，“乐”隐含了政治寓意于其中，出于古代政治思考的修

辞学。另外，“御” “牧”乃是早期思想世界里面“统治” “支配”的隐喻性说法，《圣经》里的“牧羊人”也是如此。那么

《庄子·达生》提到的“东野稷以御见庄公，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也许能够从政治哲学角度予以解读。《庄子·外物》曰:

“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錎没而下，骛扬

而奋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以北，莫不厌若鱼者。已而

后世辁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 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

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除了最后一句“经世”之意比较明朗之外，这段话似乎与政治伦理了无关系，然

而，考虑到道家思想系统提及的“钓”，就会发现问题没那么简单了。例如张守节《史记正义》卷 32《齐太公世家》引《说

苑》: “吕望年七十钓于渭渚，三日三夜鱼无食者，望即忿，脱其衣冠。上有农人者，古之异人，谓望曰: ‘子姑复钓，必细其

纶，芳其饵，徐徐而投，无令鱼骇。’望如其言，初下得鲋，次得鲤。刺鱼腹得书，书文曰: ‘吕望封于齐。’望知其异。” ( 按今

本《说苑》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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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等。黄老学盛行于战国中期之后，绵延于秦汉时期，时间跨度超过了六、七百年之久，怎能说它无

足轻重甚至无足挂齿? 但是，黄老学历史脉络错综而且凌乱，思想内容驳杂而且边界不清，难以梳理

和分析，再加上学派、人物和著作等问题扑朔迷离，使黄老学研究十分棘手。现在看来，无论黄老学

再怎么复杂，再怎么兼综杂糅，其思想主旨还是比较清楚的，那就是以老庄哲学为基础，围绕着
“道德之意”，兼综百家之学，尤其是熔冶儒墨名法阴阳诸家思想于一炉。例如 《淮南鸿烈》内容虽

然广泛驳杂，高诱指出其宗旨“归于老子”，可谓切中肯綮。值得一提的是，阴阳家和黄老学彼此难

解难分，特别是五行月令、阴阳刑德等理论似乎是他们共同的思想资源。如 《吕氏春秋》是黄老著

作还是出于阴阳家之手? 类似的问题还包括，渗入董仲舒 《春秋繁露》之中的那些齐文化因素，表

明了董仲舒受到阴阳家影响呢还是汲取了黄老学思想呢?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判断月令体系归属，属于

黄老学派呢还是阴阳家? 韩非子当然是法家的最重要代表，然而 《韩非子》里理论性比较强的几篇，

例如前面提到的《扬权》《二柄》还有《解老》《喻老》，都可以并且应该视为黄老学派思想文献更

为确当。
前面稍微厘清了“道家政治哲学”这个术语的含义。接下来，我们勾勒一下道家政治哲学所由

生发的历史契机以及推进道家政治哲学不断发展的思想动机。
道家政治哲学酝酿发展，穿越了几条重要的历史分界线，比如说春秋战国之交 ( 哲学突破) 、秦

汉之际 ( 周秦之变) ; 从思想史层面分析，道家政治哲学思想空间里面还容纳了对更早期的殷周之际

政治思想观念的反思与批判，其理论深化更伴随了战国中期哲学进一步突破，甚至还反映了两汉之间

学术思想的嬗变。我认为，如果从早期政治及国家形态的转型作为切入点，也许能够更好地展现并把

握自先秦至两汉思想史、哲学史的内在规律。就是说，早期政治哲学思考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动机首先

应该是西周时期确立的成熟形态的 “早期国家”转型为秦汉以来的 “王朝国家”之历史进程; 其次

就是体现这两种形态的国家、两种政治理念建构于其中的思想史主题———即礼与法之间的矛盾关系。
西周时期政治与国家以宗法封建制度为核心基础。宗法封建制度试图将基于血缘的宗法社会关系

和政治关系嵌套在一起，塑造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礼乐文明体系，奠定了早期国家的基本规模，也催生

了以“德” ( 明德) 为核心的政治思想。“德礼体系”就是 “王道”，或者说就是 “王道”的内核。
秦汉以来的王朝国家被认为是高度集权的统一国家，帝制 － 郡县制 － 法制乃是其立国之本，也就是

说，从政治关系角度分析，帝道 ( 政治制度) 与法治 ( 政治思想) 体现了秦汉国家的主要特征。这

两种形态国家及两种政治思想系统差异较大、区别明显。在它们之间的推移、转型过程中，恰是诸子

百家蜂起、思想争鸣的活跃期，如果说诸子百家之学的现实针对性就是 “救时之弊”的话，那么他

们的沉思和诤辩都多少应因了上述恢弘无情的转型进程，是这一历史进程的思想形式。我们由此入手

探寻早期政治哲学的开展，特别是道家政治哲学的独特机杼，则是理所当然。
道家哲学 ( 含政治哲学) 独具那种逻辑性、包容力和均衡感，这一点诸子百家无出其右者。依

据这种包容力和灵活性，道家实现了自身内部的分化整合，并且形成某种有效的对话关系，汲取和吸

纳儒家、法家、名家、墨家等各家思想。老庄与黄老之间的关系再怎么复杂，也不能摇撼他们之间的

共同点——— “道德之意”，虽然黄老在“道德之意”之外还发展了 “刑名之术”。韩非子法理学的基

础亦是“道德之意”。然而管仲学派 ( 即围绕在管仲周围的推行 “变法”的知识群体) 由于更张周

礼而催生出来的“法”———相对于“礼”而言，真正具有异质性的制度设施其实就是管仲 “变出来

的法”———是不是属于“道德之意”范畴，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如果说春秋时期的政治秩序进

入了一个管仲开创的霸 ( 伯) 业的话，管仲学派 ( 以及齐法家) 的政治思想则以标榜 “霸道”为天

职。问题是黄老学派推崇的 “帝道”，试图寻求王霸之外的新政治思维，所以“帝道”之宗旨既不同

于传统的、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王道，也有别于流行一时的、极端现实主义的霸道。当然它们之间关

系仍需要继续讨论。
儒道两家之间的思想对话关系最耐人寻味。比如说孔子曾提到的 “无为”，显然就是资取于老

子。更重要的是，“无为”观念渗透于儒家思想的深处，深化了儒家思想，成为了儒家思想精微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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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成部分。再比如说，庄子特别重视中正之道，隐然具有比拟于儒家 “中庸”思想的意义。当然

还可以进一步指出: 董仲舒《春秋繁露》参取吸收了不少黄老学派的思想，尤其是 “无为”观念和

皇帝王霸的政治观念等; 《礼记·礼运》同样借鉴了道家政治哲学创发的帝道观念，其中的 “大同”
观念莫非也是受老庄“玄同”概念的启发?

接下来，不妨围绕着道家政治哲学的若干关键词，例如 “玄德”“自然”“无为” “浑沌” “帝

道”“执一”“道法之间”“内圣外王”等，覃思独照，发微阐幽，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展示儒道两

家之间的思想对话诸问题，提示古代政治哲学创发、形成时期的人文动机和思想价值。

二、玄德与明德

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老子以来的道家思想的核心宗旨的话，莫过于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点
出的“道德之意”了。① 从《老子》经典化角度分析，《老子》亦称“道德经”的原因在于它被编辑

为两个部分: 《道经》 ( 或《道篇》) 和《德经》 ( 或《德篇》) 。从内容上推敲，《道经》 ( 1 － 37 章)

偏重讨论较抽象的哲学理论问题，比如道物关系、有无关系等; 《德经》 ( 38 － 81 章) 更多涉及了政

治、社会、伦理等问题。当然这只是概而言之而已。可见老子哲学中的 “德”十分重要，这也是它
( “德”) 总是与“道”相提并论的原因所在。如果说老子提出的 “道”是哲学突破的标尺，那么他

所讨论的“德”也可以说是逆转了传统意义上的 “德”的理论，因为老子关于 “德”的概念及其理

论的阐发都基于“玄德”概念。“玄德”概念及其理论非常特殊，也不容易把握，却似乎可以通过思

想史上更早出现的“明德”来分析和理解“玄德”。我认为这是一种吻合思想史发展脉络的、鞭辟入

里的分析进路。
“德”乃前诸子时期思想史的主题，同时也是诸子哲学所由以突破与开展的背景和基础。② 换言

之，从思想史来龙去脉上看，诸子时期哲学语境中讨论的 “德”，都脱胎于前诸子时期思想史的酝

酿; 而他们对“德”的阐发，也形成了各自的不同旨趣或路向，比如说儒家推崇“明德”，道家追求
“玄德”，形成了“德”的分化与流衍的主要思想谱系。

西周初年以来思想史弥漫着 “德”的精神气质，它 ( “德”) 一方面推动了“制礼作乐”的制度

创构，另一方面又寄托了关于政治、伦理、文化、国家等问题的思考。如果说殷商时期的 “命”是

最早的———准确地说，就是能够依据文献材料追溯到的那个 “最初”———政治思想形态的话，西周

通过把“天”的信仰贯注于旧的 “命”使其脱胎换骨，成为新型的 “天命”思想。西周 “天命论”
的核心就是“德”，具体说就是诉诸 “德”的话语赋予 “天命”更充分的人文理性因素，从而奠定

了进一步思考国家、政治、伦理乃至几乎一切问题的基础。比如说“国祚”意味着 “德”，殷周之际
“小邦周”取代“大邦殷”之政治权力转移被表述成为 “周德”取代了 “殷命”; 虽然西周初年的
“德”有点儿含混不清，但有一点非常明确，那就是: “天命靡常”，而天命转移的依据在于 “德”。
可见，“德”同时兼具了政治合法性、政治模式、统治方法及伦理规范等多重含义。这就是儒家所艳

称的“德政”，它包括了从政治制度及其理念到社会风俗与伦理教训的方方面面，形成了一个有机的

文化整体，似可称之为“德礼体系”。再比如说，“明德”最初只能用以表明君主 ( 天子与诸侯) 的

身份和权能，用以表明其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权力以及经济利益; 后来进一步演变为表明世袭贵

族之身份、地位、资格、道德和权力的“政治性语词”; ③ 进入哲学时代之后，儒家知识分子又把它
( “明德”) 解释为人所固有的德性 ( 亦即包括普通人在内的普遍人性) ，理解为道德伦理行动的内在

031

①

②

③

郑开: 《道家形而上学的理论特质: 以“道德之意”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7 年第 11 期。
郑开: 《德礼之间———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北京: 三联书店，2009 年，第 1—2 页。
姜昆吾: 《诗书成词考释》，济南: 齐鲁书社，1989 年，第 178—1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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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① 简言之，“明德”传统是西周以来思想史的最重要主题，也是西周以来意识形态和思想话语

的核心，屡见于彝铭、《诗》《书》等早期思想史料，儒家自觉继承了由来已久的 “明德”传统，并

进一步阐释为“德政” ( 孔子) 、“仁政” ( 孟子) ，进一步界定为 “诗教”“文教”“礼教”“德教”
“名教”等等。

“玄德”恰与“明德”针锋相对，这是理解道家 “玄德”的前提，也是把握道家政治哲学的基

础。“明德”思想传统悠久且深厚，它的惯性足以倾轧碾压任何挑战者。从这个角度看，老子提出的
“玄德”颇具革命性和颠覆意义，显示了道家试图跳脱“明德”传统的窠臼与束缚，开创思想新格局

的努力。《老子》已然略具 “玄、无、反”之思想逻辑和精神气质，舍此亦不足以逆转强大的 “明

德”传统。总之，老子对“玄德”概念及其理论的创造性阐发，一方面形成了道家关于 “德”的核

心观念，另一方面又是其政治哲学和伦理学中最具有特色的部分; 同时这也是道家区别于儒家的重要

特征。②

老子提出 “玄德”，旨在表明它 是 一 种 比 “明 德”更 深 远、更 深 邃、更 基 本 且 更 有 意 味 的
“德”，显然这是一种创造性的阐释与转化。现在请看老子怎样讨论 “玄德”: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老子》第 10 章)

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

德。( 《老子》第 51 章)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 不以智治

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

顺。( 《老子》第 65 章)

显而易见，老子所说的“玄德”出现于政治哲学的语境中，“无为”则是其思想内核: 《老子》
第 65 章是讨论政治问题的，而第 10 章和 51 章 “生之，畜之”的 “之”，应该是指老百姓 ( 被统治

者) 。③ 另外我们也在没有出现 “玄德”语词的章节里看到“玄德”思想的渗透，例如:

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老子》第 2 章)

功遂身退，天之道。( 《老子》第 9 章)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

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老子》第 34 章)

天之道，利而不害; 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老子》第 81 章)

显而易见，“玄德”概念出现于其中的语境都包含深刻的政治意味，因为老子只有在讨论理想国

意义的“治道”“君人南面术”时才使用 “玄德”。更值得注意的是，“玄德”出现于抽象的理论语

境之中，是通过抽象的理论语言而不是日常语言表述的，所以仅仅从表面看，或孤立地看，“玄德”
建构起来的理论语境之 “政治性”是不容易被发现的。当老子说: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

宰，是谓玄德”的时候，并非界定“玄德”的定义 ( 像古希腊哲学家或者现代人那样执着于追问定

义)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怎能称得上是定义呢? 请注意，老子连续使用了几个排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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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例如朱熹说: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 ( 《四书章句集注》，北京: 中华书局，1983 年，

第 3 页)

郑开: 《玄德论———关于老子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解读与阐释》，《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3 年第 1 期; 《道家形而上学研究》
( 增订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275—276 页。
徐梵澄: 《老子臆解》，北京: 中华书局，1988 年，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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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不” ( 不有、不宰、不恃、不长) ，这种排比句早已超出了修辞意义，实际上就是提示我们
“玄德”是不可定义的，因为它诉诸否定语词被提示、被呈现，按照老子 “负的方法” “反的逻辑”
分析，“玄德”需要交涉于 “无”，且应该通过 “无” ( 包括无名、无为等) 的观念与方法方能略窥

堂奥。《老子》第 80 章里给出了某种 “小国寡民”的乌托邦图景，似乎就是陶渊明笔下的 “桃花

源”。① 然而，“小国寡民”作为某种 “理想国”，是出于逻辑性较强的哲学思考，这一点我们稍后深

入分析。
可见，“玄德”概念的实质内容就是 “无为”，也许还可以加上 “自然”。我们知道，老子所说

的“我无为而民自化”其实就是指统治者遵循 “无为”原则而被统治者处于 “自然”状态。那么，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对统治者来说就是 “无为”，对被统治者而言就是 “自然”。既

然“无为”“自然”包含于“玄德”，或者说是 “玄德”概念的具体而微，那么可以说 “道德之意”
包纳了“自然”“无为”而不是相反。实际上，《老子》并没有严格区分“道”“德”两个概念，“玄

德”几乎就是“道”的同义语; 也就是说，道家伦理学 ( 含政治哲学) 的真正基础在于 “玄德”，

更具体表现为“自然”“无为”。这一点非常重要。
“玄德”概念的极端重要性还在于: 道家独具特色的德性论奠基于其上。道家德性论包含一般意

义上的人性论，以及人性论的深化、升华形态———心性论。古代政治哲学，无论中西，人性概念及其

理论几乎都是它的基本的理论。“德”“玄德”概念乃是道家人性论的出发点，因为 《老子》《庄子》
内篇里面的“德”其实相当于后来所说的 “性” ( 人的类本质甚至宇宙万物的泛类本质) 。耐人寻味

的是，“德”“玄德”不仅隐含“性”的意味，还更具有进一步的 “性之性”的意味，即作为宇宙万

物本质的内在依据的“性”，相当于第二序意义上的 “性”。② 更为重要的是，道家心性论亦渊源于
“德”尤其是“玄德”。如果说道家人性论包含 “自然人性论”和 “无为心性论”两个层面的话，③

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思想深化、理论进深的关系; 而这两个层面的人性理论恰好融摄于 “玄德”概

念之中，或者说“玄德”概念包孕了人性和心性诸问题的端倪和萌芽。我的看法是，战国中期之所

以是哲学进一步突破的分水岭，在于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哲学和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都深入开掘

出了心性论，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起了实践智慧、精神哲学和境界形而上学之理论范式，足以与古希腊

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之逻辑学、知识论和本体论之核心的理论范式分庭抗礼。④ 心性论 － 境界说与政

治哲学语境相互交融，莫分彼此，而儒道两家皆推崇备至的 “内圣外王之道”就成为水到渠成的必

然结果。
有意味的是，无论是“玄德”还是“自然”“无为”，都不容易理解，毕竟道家玄理超乎常识观

念。问题是，“玄德”“无为”“自然”很难“落实”，更不能“坐实”，因为它们具有虚无化的特点。
这是不是有点儿尴尬? 要之，理解和把握伦理学及政治哲学意义上的 “玄德”，需要从 “明德”的反

面推敲之; 同理，理解和把握“无为”也需要从 “有为”的反面进行思考。这就是 “反者道之动”，

就是老子哲学的“负的方法”“无的逻辑”。另外，“玄德”“无为”“自然”似乎是形式的、空洞的

概念，似乎没有任何建设性; 但换个角度看，这几个概念都体现了道家反实质伦理学的理论意图，即

便这个“实质”是“仁义”“圣人”“三代礼制”也不在话下。换言之，“玄德”“无为”概念及其

理论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其批判性，因为无论是从理论上讲还是现实层面考量，反思、质疑与批判永远

是改变现状迈出的第一步。老子政治哲学似乎不那么措意于提供某种具体详细的制度设计和治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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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生活于桃花源世界的人们“无论秦汉，不知魏晋”暗示了“桃花源”的非历史性、非文化性，陶诗可谓是老子“小国寡民”、庄

子“至德之世”的诗意注脚。
郑开: 《试论老庄哲学中的“德”》，《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 4 期。
坦率地说，“无为心性论”这个术语不够贴切，有点儿牵强，但也找不出更好的语词 ( 传统学术史上也没有现成的词) ，表示比

自然人性概念更进一层的、体现“无”的意义的人性概念。姑记于此，以待来哲。
郑开: 《中国哲学史上的“战国中期”》、《作为中国古代哲学范式的心性论》，载《中国社会科学报》哲学版 2018 年 3 月 6 日、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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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但这并不代表道家不持任何政治立场、缺乏政治期望。总的来说，老庄政治哲学思考更多表现为

批判性，质疑和消解旧制度及附庸于其上的传统政治社会和伦理观念，始终都是他们关切的主要问

题。道家 ( 老庄) 看来，旧的德礼体系早已失序，既不可能挽狂澜于既倒，也没有必要抱残守缺，

重要的是顺应时代潮流的趋势，因时而动，创建不同于德礼体系的新制度。因此老庄学派的政治哲学

思考围绕着批判与解构展开，还没有顾及到建设性，他们无意于描绘具体的改革蓝图，提出具体的施

政方案。比起老子有点儿空洞的抽象理论，比起庄子关注内在精神的自由境界，黄老更留意具体的建

国纲领、制度安排和治理方法等问题，因而更具现实性和建设性。
总之，“玄德”是道家政治哲学最为核心、最为基础、最为重要的概念，似乎支配了道家政治哲

学多元思考的一切论题，孕育着道家政治哲学多方展开的所有可能性。

三、自然与无为

一般认为，老子藉“无为”概念建构起其政治哲学，这也是老子哲学的核心内容与主要特征。
我对此不敢赞一辞。然而，老子以来的道家政治哲学语境中的 “无为”与 “自然”之间有着相即不

离、相辅相成的关系，实际上“无为”“自然”两概念的部分意涵也是相互包含的。① 老子说: “我

无为而民自化” ( 《老子》第 57 章) ，意思很清楚: “无为”原则适用于统治者，而 “自然”适用于

被统治者。这是老生常谈，为世人所熟知，我不复措意，而是就几个涉及“自然”“无为”概念及其

理论的复杂问题展开分析讨论。
老子对“治道”“伦理”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切，这一点毋庸置疑; 问题是我们能否将老子思想

归结为政治思想或政治哲学? 前文约略指出，比“自然”“无为”更根本、更重要、更具价值优先性

的是“玄德”; “自然”“无为”被包含于“道德之意”，而不是相反。举个例子:

昔之得一者: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

为天下贞。其致之，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

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 《老子》第 39 章)

笼统地说，上文出现的“一”乃“道”的代名词、同义语。更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即便是在一

段话里，“一”的语词或概念亦具有多维、多元的涵义，实际上它纵贯了天道与人道，既富于哲学 －
宇宙论意味，又显示出强烈的政治哲学动机，还包含了养生理论和心性之学的展开向度，其多元思考

和多维展开具有十分鮮明的特色。更值得注意的是，黄老学者试图将“道”具体理解为“一”“浑沌
( 浑一) ” “独一”等，② 这就是所谓的 “黄老意”。那么， 《老子》第 39 章怎么会包含 “黄老意”
呢? 实际上，《老子》经典化过程经历了黄老思想风靡天下的漫长时期，那么黄老思想渗入 《老子》
就不再是不可能的了。《庄子》更进一步阐释了这段话: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虽然，无为可以定是非。至乐活身，唯无为几存。请尝试言之。天无为以

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芒乎芴乎，而无从出乎! 芴乎芒乎，而无有象乎!

万物职职，皆从无为殖。故曰: “天地无为也，而无不为也。”人也，孰能得无为哉! ( 《至乐》)

我认为，《至乐》《在宥》《天道》《天运》《天地》诸篇属于 “黄老篇什”，或者说它们交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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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郑开: 《试论道家自然概念: 从无与自然关系角度分析》，《哲学动态》2019 年第 2 期。
以《淮南子》为例，《原道训》提到了几个说法提示了“道”与“一”之间的关系: ( 1) “所谓无形者，一之谓也。” ( 2) “所

谓一者，无匹合于天下者也。” ( 3) “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 ( 4) “大浑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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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思想。问题是《至乐》篇为什么以 “无为”取代 “一”? 比较 《至乐》与 《老子》，不难发现
《至乐》篇更强调了“无为”的伦理政治思想之向度，而它的端倪则见于 《老子》 ( 第 39 章) 。下面

再举个两个例子，以说明“无为”出乎“道德之意”:

无为为之之谓天，无为言之之谓德。( 《庄子·天地》)

无为为之而合于道，无为言之而通乎德。( 《淮南子·原道训》)

《天地》“无为为之之谓天”其实就是“道行之而成” ( 《齐物论》) 的另一种表述。这说明了两

个问题: 第一， “道”时或被表述为 “天”，因为它们在某种意义上一致的，例如前引 《至乐》语

曰: “天地无为而无不为”，《老子》原作“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 马王堆帛书本《老子》作 “道恒无

名”) ; 第二，“无为”概念出乎“道”“德”，或者说“无为”就是“道德之意”的实质内容。
释德清认为《庄子》是最早的《老子注疏》。① 这个论断也许有点儿言过其实，但我们无论如何

也不能否认、不能忽略老庄之间的思想继承关系。尤其是《庄子》 ( 特别是其中的黄老篇什) 引述了

不少《老子》语句，阐释旨趣耐人寻味。比如说 《在宥》篇几乎就是抽绎老子思想的阐释性文本，

强化了政治哲学层面的讨论，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具而言之，《在宥篇》针对儒家汲汲于治天下的

政治思想 ( 即庄子所谓“外王”路线) ，提出了:

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 宥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
( 《在宥》)

这当然是针对历史记忆中尧、桀之治天下的弊端而发，因为他们或者诉诸暴力，或者乞灵仁政，

却多少漠视了人性的根本诉求。《在宥》呼应了 《骈拇》 《马蹄》，明确提出思考政治伦理问题的出

发点就是人性，而无论哪一种治国平天下的治道都不得戕害人性、扭曲人性、违背人性。那么什么是
“在宥”呢? 根据其出现于其中的语境分析，它和 “治”相反相成。如果说 “治天下”属于 “有

为”，那么“在宥天下”就是“无为”; 重要的是，这里所说的“无为”并不是指无所作为，而是指

因民之性而动。《天地》曰 “大圣之治天下也，……若性之自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仿此，“在

宥”或即“宽容于物，不削于人”的意思。接下来，《在宥》顺理成章地提出了 “无为而治”的政

治理念:

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故 “贵以身于为天下，则

可以托天下; 爱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茍能无解其五藏，无擢其聪明，尸居而龙

见，渊默而雷声，神动而天随，从容无为，而万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引号里的文句出于《老子》第 13 章，原作: “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 爱以身为天下，

若可托天下。”《让王》亦曰: “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又让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 ‘以我

为天子，犹之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

害其生，又况他物乎? 唯无以天下为者，可以托天下也。”可见，《庄子》参取 《老子》进行了创造

性发挥，《在宥》围绕 “无为”展开的伦理学抑或政治哲学之思考，又拓展到了德性论或心性论层

面，意味转深。因此我们应该从政治哲学与德性伦理之中把握庄子哲学的真谛，这一点与儒家哲学没

有什么不同。再接下来，《在宥》又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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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 憨山德清: 《老子道德经憨山解·庄子内篇憨山注》，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1974 年，第 1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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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瞿问于老聃曰: “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 “汝慎无撄人心。人心排下而进上，上下囚

杀，淖约柔乎刚强。廉刿雕琢，其热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俯仰之间，而再抚四海之外。其居也渊而

静，其动也县而天。偾骄而不可系者，其唯人心乎! 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

胈，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然犹有不胜也。尧于是放讙兜

于崇山，投三苗于三峗，流共工于幽都，此不胜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骇矣。下有桀、跖，

上有曾史，而儒墨毕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衰矣; 大德不

同，而性命烂漫矣; 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于是乎釿锯制焉，绳墨杀焉，椎凿决焉。天下脊脊大

乱，罪在撄人心。故贤者伏处大山嵁岩之下，而万乘之君忧栗乎庙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

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离跂攘臂乎桎梏之间。意! 甚矣哉! 其无愧而不知耻也! 甚

矣，吾未知圣知之不为桁杨椄槢也，仁义之不为桎梏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为桀、跖嚆矢也! 故曰

‘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

这里引述的《老子》第 19 章，又加上了“而天下大治”。《庄子》说: “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

而陋于知人心。” ( 《田子方》) 对“心”的强调与开掘，显然是《管子》四篇以来的思路，即将“主

术”奠定于“心术”之上、“外王”建基于“内圣”之上，乃是典型的“黄老意”。可见《庄子》转

向了内在，或者说更重视内在精神世界。这种旨趣更充分体现于 《在宥》心性论语境之中:

意! 心养! 汝徒处无为，而物自化。堕尔形体，吐尔聪明，伦与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释神，

莫然无魂，万物云云，各复其根。各复其根而不知，浑浑沌沌，终身不离。若彼知之，乃是离之。无

问其名，无窥其情，物故自生。

这是出于“鸿蒙”之口的话语，近乎 “心斋” “坐忘”，是典型的心性论哲学语境，乃是 《庄

子》最为关切的问题。其中的语句和思想往往与 《老子》相映衬: “汝徒处无为，而物自化”无异于

老子所说“我无为而民自化” ( 第 57 章) ; “万物云云，各复其根”则本于 《老子》第 16 章: “夫物

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比较而言，庄子通过对老子的诠

释，赋予道家政治哲学以深邃性，主要体现在进一步深化发展了心性论 － 境界说等方面。《在宥》如

此，《天地》亦如此。① 总之，道家理论语境既包含了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内容，亦包含心性论 － 境

界说的层面，实际上，政治哲学与心性论交互渗透，融合为一。另外黄老 “君道”思想也折射于上

文提及的“圣人”形象里。
如果说古代哲人笔下的 “理想国”展现了他们期望生活于其中的愿景，那么老子所说的 “小国

寡民”、庄子所讨论的“至德之世”“建德之国”就是某种“理想国”。表面上看，“小国寡民”仿佛

某种“自然状态”:

小国寡民: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 虽有甲兵，无所陈

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

不相往来。( 《老子》第 80 章)

孟庆楠注意到，在这样的一种自然状态社会当中，“几乎看不到政治秩序和权力的印迹。”而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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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庄子·天地》: “上神乘光，与形灭亡，此谓照旷。致命尽情，天地乐而万事销亡，万物复情，此之谓混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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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学描述的万物自己而然的世界却不是这样。① 进一步的分析则表明，“小国寡民”作为一种令人惊

异的理想国，确实不同凡响。而《老子》第 81 章中的几句话，似乎也不是出乎偶然，聊举几个例子

而已，实际上这几句话恰好体现了老子 “无” ( 具而言之就是无为) 的思想逻辑推展于社会政治伦理

乃至于国家和文明层面之理论结果。换言之，《老子》针对的是 “有为”，诉诸 “无为”反思和批判
“有为”，将社会、伦理、政治、文明和国家等予以理论上的反思和辩证性的否定，用 “无 ( 为) ”
解构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不可置疑的价值，经过 “损之又损”，最后的 “剩余物”正是 “小国寡

民”。
接下来讨论“自然”概念及其理论。道家著作中屡见不鲜的 “自然”概念含义复杂，不易把握。

一般而言，它具有 “自是 ( 自己所是) ” “自宜 ( 恰如其分) ” “自成 ( 自己成就) ”等含义，② 或
“自己如此”“本来如此” “势当如此”三种含义。③ “自然”是道家哲学的重要概念。什么是 “自

然”? 简单地说，“自然而然”、“自己如尔”就是 “自然”，或者借用佛家的话说，本来面目就是自

然。有意思的是，道家标榜的“自然”比较接近古希腊的 physis ( 自然、生长) 。据研究，古代希腊
physis 这个语词当中叠加了以下三层含义:

( 1) “自然而然的”———与“人工制造的”相对应。“自然”和“人工”的区别与对立，近于道

家“道”与“器”的区别与对立，而“道”与“器”之间的关系则可以通过一个 “象”予以提示，

就是“道常无名、朴” ( 第 32 章) ， “朴散则为器” ( 第 28 章) 。值得注意的是， 《老子》恰恰于
“朴”与“器”的关系展开其政治哲学思考的，他说: “朴散则为器，圣人 ( 按此最高统治者) 用

之，则为官长。” ( 第 28 章) 又说: “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 ( 第 37 章)

( 2) “本性使然的”———与“人为约定的”相对应。其实这也是 “本性”与 “人为”之间的区

别与对立，近于庄子所谓的“真”与“伪”的区别与对立。历史地看，战国中期趋于成熟的人性概

念，来源尤其复杂; 简言之，“性”来源于 “命”、“德”、“生”这三个语词或概念，或者说错综交

织于这三个语词或概念的复杂含义之中，然而就道家哲学而言，他们所说的 “性”更直接地渊源于
“德”，换言之，对于老子和庄子来说，“德”之于“性”尤为重要。实际上，《老子》和据说出于庄

子之手的《庄子》内篇却独无“性”字然而却不乏相当于后来的 “性”的概念或者语词，例如 《老

子》中的“德”与“命”，还有比较具象的 “朴”、 “素”和 “婴儿”， 《庄子》中的 “德”、 “真”
和“性命之情”等，都是“性”的概念的来源，相当于 “性”。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代希腊，人

性概念都是伦理学和政治学思考的基础抑或出发点。
( 3) “自然界的”———与“社会 ( 共同体) 的”相对应。从这个角度审视，我们是否可以从道

家批判人类社会得以建构于其中的仁义礼法、回归 “同与禽兽居”的旨趣中看出端倪呢? 实际上，

道家思想中的“天”、“人”对立，正相当于古希腊思想中的自然 ( physis) 与社会 ( nomos) 的对

立。显然，道家所说的“自然”也包含“自然而然”、“本性使然”和 “自然界的”三层涵义，从而

与“人工制造”、“人为约定”和“社会文化” ( 制度) 相反。④

“自然”概念确为道家政治哲学思考的基本概念，同时它又颇近乎古希腊的 “自然”语词，这是

否是一个深刻的启发或提示: 施特劳斯吁请回到古典时代重新审视政治哲学的 “自然法”理论，与

我们深入开掘基于自然概念的道家政治哲学，岂非“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 ( 《史记·太史公自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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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经法·道法》的一段话值得注意: “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贵贱有恒位，畜臣有恒道，使民有恒度。天地之恒常，四时、
晦明、生杀、柔刚。万民之恒事，男农女工。贵贱之恒位，贤不肖不相放。畜臣之恒道，任能毋过其所长。使民有恒度，去私而

立公。……凡事无小大，物自为舍。逆顺死生，物自为名。名形已定，物自为正。”这是一种基于自然概念的诠释而进一步发展

的古代自然法理论。
王中江: 《道家形而上学》，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年，第 193—194 页。
刘笑敢: 《老子自然观念的三种含义》，《哲学动态》1995 年第 6 期。
郑开: 《道家形而上学研究》 ( 增订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228—229，234—2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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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强调的是，探讨和把握“自然”概念及其理论离不开“无为”，从两者相互关系入手讨论比

较符合道家思想脉络。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不容忽视: 第一，无为与

自然这两个概念的思想内涵是部分重合的，如果说今语 “自然” ( nature) 与古代道家自然概念之间

有什么藕断丝连的话，那么可以说自然过程与上帝旨意、人文动机了不相涉，自然过程之人类历史恰

在于它是自己如此 ( cause by itself) 而已。这是不是个中的原因之一呢? 莱布尼兹说，大自然是以最

巧妙、最合理、最经济的方式工作着，指的就是自然过程具有不妄作、无臆断的特点。① 第二，道家

政治哲学语境里的“我”“侯王”“圣人”“真人” ( 统治者) 等体现为 “无为”，而 “民”“百姓”
( 又称万物) 则按照“自然”的原则生息、行动。然而这种政治哲学意义层面 “两分法”———圣人

对应无为、百姓对应自然，并不见得就是绝对的，庄子笔下的体道者往往就是那些起于布衣、出乎庖

厨、籍籍无名的老百姓。由此可见，出现于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语境的无为与自然概念，最牵动人们的

视线和神经、最能摄人魂魄触及灵魂，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为了方便进一步讨论，不妨抄录几段原文

如下:

( 1) 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 无执，故无失。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

事。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 《老

子》第 64 章)

( 2)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

事，不足以取天下。( 《老子》第 48 章)

( 3) 夫水之于汋也，无为而才自然矣。( 《庄子·田子方》)

( 4) 故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 万物之变不可救也，秉其要而归之。是以圣人内

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末，厉其精神，偃其知见，故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无治而无不治也。所谓无为

者，不先物为也。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 《文子·道原》)

( 5) 所谓无为者，非谓其引之不来，推之不去，迫而不应，感而不动，坚滞而不流，捲握而不

散。谓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曲故不得容，事成

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舟，涉用? ，泥用輴，山用樏，夏渎冬陂，因高为山，因下为池，

非吾所为也。圣人不耻身之贱，恶道之不行也，不忧命之短，忧百姓之穷也。故常虚而无为，抱素见

朴，不与物杂。( 《文子·自然》)

( 6) 夫至人之治，虚无寂寞，不见可欲，心与神处，形与性调，静而体德，动而理通，循自然

之道，缘不得已矣。漠然无为而天下和，淡然无欲而民自朴，不忿争而财足，施者不得，受者不让，

德反归焉，而莫之惠。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谓之天府。取焉而不损，酌焉而不竭，莫知

其所由也，谓之摇光。摇光者，资粮万物者也。( 《文子·下德》)

第 ( 1) 段话反映了侯王无为百姓自然的旨趣。其中 “万物之自然”相当于万民 ( 百姓) 之自

然，而“辅万物之自然”之后，紧接着一句 “而不敢为”，似乎表明了自然与无为两个概念匹配关

系。第 ( 2) 段话中的“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之“无为”，写作 “自然”又如何? 恐怕没有什么

不妥吧。河上章句谓“道”即自然之道。我想说的意思是，从老子开始，自然和无为两个概念就呈

现了很强的相关性，这一点在庄子那里更为明确。第 ( 3) － ( 6) 段话给出了更加丰富复杂的例证。
比如说第 ( 3) 条“夫水之于汋也，无为而才自然矣”，自然与无为似乎同气相求，没有什么本质上

的差别。
其次，我认为可以通过郭象独化论哲学分析自然与无为的关系。显而易见的是，郭象的 “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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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严遵《老子指归·勇敢》: “天地之道，生杀之理，无去无就，无夺无与，无为为之，自然而已。”王充《论衡·自然》:

“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 施气不欲为物，而物自为，此则无为也。谓天自然无为者何? 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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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其实就是“自然”概念的极端形式。应该说，郭象独化概念及其理论的部分内容具有清晰而彻

底的精神气质，然而问题在于他的 《庄子注》是 “郭象注庄子”还是 “庄子注郭象”，或者说其是

否恰切把握了庄子哲学之真谛，还不能无疑。例如: 郭象以 “自足其性” “自适其性”诠释 “逍

遥”，认为只要自然而然 ( 自足、自适) ，即可以独化，即是逍遥。应该说，郭象别具一格的理论诠

释是可以在传世本《庄子》里面找到根据的; ①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承认郭象的解释有不少牵强、
扞格不通的地方。既然郭象之独化是自然概念及其理论的极端化，那么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反思道家哲

学语境中自然概念及其能否绝对化。我认为，这一问题非常深刻，而且切中肯綮。事实上，倘若我们

仔细推敲的话，支遁 ( 道林) 别标一种新的“逍遥义”，正是针对郭象而发，而支遁对郭象批驳的要

害亦正在于如何理解人性。郭象依据独化、性分、自性、足性、适性诸概念，化解了自然与名教之间

的矛盾与紧张，因为在他看来，逍遥作为精神境界出乎 “自然” “性分”，同时 “名教”也蕴含于
“性分”之内，亦即“自然”之内; ② 桀纣 ( 坏人的代表) 和尧舜 ( 好人的典范) 之间的界限将不复

存在，那么推崇逍遥还有什么意义呢? 也就是说，倘若将自然概念极端化、绝对化，必然导致理论上

对人性概念及其理论逼仄化甚至彻底颠覆，而他所讨论的 “性”和 “理”还能说明什么、有什么意

义呢!

郭象把自然概念及其理论极端化了。确切地说，“郭象的独化论是以放大的形式暴露了自然概念

以及自然人性论的缺陷与不足。”③ 因此，我们接下来将通过对庄子人性理论予以分析，希望能够进

一步揭示其理论结构。庄子提出的“真性”概念有点儿复杂，而且很耐人寻味。就像 “真知” “真

人”概念一样，“真性”的确切含义是指“纯粹的性”。那么如何理解和把握“真性”呢?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 《庄子·马蹄》)

牛马四足，是谓天; 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 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
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 《庄子·秋水》)

以上两个例子里面都出现了 “真”或“真性”，亦皆表明了庄子首先是从自然角度思考和阐释人

性的，所谓“牛马四足” “翘足而陆”是也; 郭象 《庄子注》亦曰: “真在性分之内” ( 《秋水篇

注》) ，“全其真，守其分也。” ( 《在宥篇注》) 也就是说，庄子人性理论的第一个层面应该是自然人

性论，这一点显而易见。比较复杂的是，庄子创构了深邃而完备的心性论，深化了自然人性论。换言

之，“庄子的人性论并没有止步于单向度的自然人性论，其背后还有内在的理论进深和转折，这就打

开了‘无为心性论’的层面。”“总之，庄子依据‘自然’概念及其理论建构了一套 ‘自然人性论’，

同时他也根据‘无为’原则建构了一套别样的心性论，我们无以名之，姑称之为 ‘无为心性论’。”④

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从自然和无为概念之间的矛盾张力中把握真性概念及其理论，真性论是自然人

性论和无为心性论的综合或叠加。”⑤ 庄子似乎很注重并擅长于 “之间”模态的哲学思考，例如:

“夫明白入素，无为复朴，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 ( 《天地》) “周将处夫材与不材之间。” ( 《山

木》) 这启发我们应该致力于自然与无为之间思考道家自然概念，把握道家哲学的真谛。
现在回过头来重新检讨郭象独化论，可以说得失参半。以自然概念为基础的自然人性论之所以不

足为训，因为从自然角度理解人性几乎不能将 “情” ( 例如喜怒哀乐) 与 “欲” ( 例如从食色到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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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至于郭象是否改动《庄子》原文及其结构等文献学问题，限于目前的条件，无法做进一步的讨论。
陈静说，郭象打通了庄子意境高远的逍遥游放 ( 以“适性”概念为表达) 与儒家念兹在兹的名教秩序 ( 以“当分”概念为表

达) ，“这一打通，在庄子那里原本冲突对立着的真与伪、朴与器、内在的本性与外在的规矩绳墨就能够互相兼容，甚至成为一

致的了。” ( 陈静: 《性分: 符合名教的自然———论郭象对〈庄子〉的误读》，《经典与解释》第 2 辑，上海: 三联书店，2003 年)

郑开: 《庄子哲学讲记》，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186 页。
郑开: 《庄子哲学讲记》，第 188 页。
郑开: 《庄子哲学讲记》，第 1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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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排除在外，因为“自然”概念将会引发 “自性” “自为” “独化”。我们看到，庄子正是通过
“无情”概念彻底阻断了自然人性概念流于情欲的危险，其谓: “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

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 《德充符》) 更进一步的分析表明，郭象犯了 “偷换概念”的毛

病，因为他只是从“自然”角度分析和理解“无为”，从而消解了“无为”。其曰:

无为者，非拱默之谓也。直各任其自为，则性命安矣。( 《在宥篇注》)

各当其能，则天理自然，非有为也。若乃主代臣事，则非主矣; 臣秉主用，则非臣矣。故各司其

任，则上下咸得，而无为之理至矣。( 《天道篇注》)

虽然说“自然”“无为”两个概念的部分涵义是重叠的，但郭象径直把 “无为”作 “自然”，显

然是片面化的解读。实际上，从自然概念角度思考 “无为”，无论 “率性而为”还是 “自为” ( 自

发、自主、自足等) 皆非“无为”题中应有之义; 而郭象所说的 “独化”亦殊不同于庄子所说的
“物化”，它们之间有着较大的裂隙，应该说，庄子哲学中的物化思想更其深刻。总之，道家特别是

庄子哲学则试图诉诸无为原则制衡自然原则，通过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思考问题，而不是像郭象那样

走极端。《老子河上公章句》似乎倾向于直接把 “道”理解为 “自然”“自然之道”，不过是一家之

言而已。刘笑敢主张“老子哲学以自然为中心价值，以无为为实现中心价值的原则性方法”，以为
“自然”比“无为”更为核心、更加重要，我则不敢苟同; 但他试图通过无为和自然之间复杂关系论

证老子哲学是一个有机整体，无疑为卓越的洞见。①

总之，自道家理论结构层面审视人性论———更准确地说，深化为心性论的人性论———乃是伦理学
( 含政治哲学) 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说心性论是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枢纽的重要理由。老庄之 “自

然无为”、黄老之“虚无因循”、王弼之“以无为本”“名教出于自然”，郭象之 “独化”“名教即自

然”，其实都包含了或隐或显的政治哲学维度。

四、浑沌与秩序

如果说道家 ( 老庄) 哲学内含某种伦理学 ( 含政治哲学) 的话，那它也是一种特殊意义的伦理

学 ( 含政治哲学) 。应该说，秩序是一切伦理学 ( 含政治哲学) 的核心关切之一，然而老庄似乎不怎

么关心秩序，他们常说的“一”“无名”“素”“朴”“浑沌”“自然”都不容易秩序化。那么如何理

解分析这种现象呢? 我认为，有必要通过浑沌与秩序的张力把握老庄关于秩序的思考，因为 “一”
和“浑沌”等都不同于秩序，甚至是秩序 ( 例如礼乐、仁义、法令) 的反面。

其实，通过“浑沌与秩序之间的张力”思考问题，可以说是道家政治哲学的重要特色之一。前

面讨论过的“自然 － 无为”问题也多少体现了这一点。更进一步说，浑沌与秩序、自然与无为之间

的张力都由于有无关系的复杂性所致。比如说，“自然”概念其实表示最强意义上的 “有”，“无为”
集中体现了道家哲学意义上的 “无”的原则; 简言之， “自然”意味着 “有”， “无为”代表了
“无”，我们前面曾深入讨论过的 “自然 － 无为”问题其实就是 “有无关系”的具体展开之一种途

径。既然“自然 － 无为”概念及其理论涉及了伦理学 ( 含政治哲学) 诸问题 ( 例如人性论的两个层

面) ，那么那些看上去不同于秩序甚至反秩序的 “一”“浑沌”等概念及其理论，就不能排除它们与

秩序的联系。实际上，从内在于道家 ( 老庄) 思想逻辑的视角看，浑沌与秩序相反相成，正如自然

与无为、有与无的关系一样。接下来我们就来探讨这一问题。
浑沌语词和话语常见于道家文献，经过梳理和分析，我发现道家之浑沌语境既包含宇宙创化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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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笑敢: 《老子之自然与无为概念新诠》，《中国社会科学》1996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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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也内蕴了政治哲学之意味，还具有更加复杂深刻的心性论和境界形而上学之宗旨。① 《老子》
“道生一”的“一” ( 第 42 章) ，一般解释为浑然未分之气，相对于“二”即阴阳二气，比如 《淮南

子·天文训》曰: “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故曰: ‘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万物。”考王弼《老子注》，发现他的解释闪烁其辞，并未完全沿袭汉代宇宙元气论的解

释，显示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陈鼓应摒弃旧注，认为“道生一”就是以 “无”释 “道”，以 “有”
释“一”，这个“一”是形而上的“有”。② 庄子曾讲过一个有趣的 “浑沌” ( 混沌) 故事: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
鯈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 “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

浑沌死。( 《庄子·应帝王》)

围绕这个寓言的解释，见仁见智，甚至分歧莫甚。现代物理学家汤川秀树甚至从中得到了重要启

发。这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该文本 ( text) —语境 ( context) 具有广阔的解释空间，而经典文

本的解释空间又是思想诠释之张力建构起来的。“浑沌”出现于宇宙论、政治哲学错综交织的理论语

境中的深刻意义在于: 它可以比拟宇宙论或者以宇宙论为基础阐发政治哲学和伦理学诸问题，那么
“浑沌”就表象了超出了秩序、并奠定秩序的基础之 “更原始、最根本的秩序”，只不过这种 “更原

始、最根本的秩序”从形态上超脱了一般意义上的秩序而已。柏拉图 《蒂迈欧篇》阐述的 “宇宙秩

序”，乃是现实 ( 城邦) 政治秩序之范本。看来，比较古代政治哲学，不能不诉诸古希腊从混沌
( chaos) 生发宇宙 ( cosmos) 的基本观念，以及早期形态的自然法理论，与早期道家的浑沌 － 宇宙论

之间比较会通。
既然“一”“恍惚”和 “浑沌”都是 “道”的表象，且出现于宇宙创化论语境，那么，它们就

都涉及了道物关系。宇宙论意义上的“恍惚”乃是指那种 “道之为物”、“有物混成”的物理状态，

这种状态就是后来所说的原始的未分化 ( “未形”) 的“浑沌”; 当然，这种意义上的 “恍惚”仍是

关于“道体”“道象”的描述。《老子》第 14、21 章阐述了“有生于无”的宇宙论思想，而 《庄子》
和《淮南子》亦沿袭了这种思想:

芒乎芴乎，而无从出乎! 芴乎芒乎，而无有象乎! 万物职职，皆从无为殖。……察其始而本无

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

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 《庄子·至乐》)

这段话与《老子》第 42 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相似。当然，从混沌 ( cha-
os) 创生有序的宇宙 ( cosmos) ，也是西方思想中源远流长的观念。从宇宙创生论 ( cosmos － genesis)
的角度来看，《楚辞·天问》谈到宇宙论意义上的 “遂古之初”之浑沌 ( chaos) 状态时，同样使用

了“上下未形”“冥昭瞢暗”这样的语词表示恍惚窈冥浑沌之意。③

道家关于“浑沌”概念的阐发，最值得注意的是它已深入到了心性论层面。这使得道家宇宙论
－ 政治哲学之间的结合更加复杂、更加有机，同时也与古希腊的宇宙 － 政治哲学划清了界限。试举例

如下:

( 1) “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托生与民并行，而不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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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郑开: 《庄子浑沌话语: 哲学叙事与政治隐喻》，《道家文化研究》第 29 辑，北京: 三联书店，2015 年。
陈鼓应: 《老子注释及评介》 ( 修订增补本) ，北京: 中华书局，2009 年，第 225—226 页。
郑开: 《道家著作中的“视觉语词”例释》，《思想与文化》第 18 辑，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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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之，汒乎淳备哉! 功利机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为。虽以天下誉

之，得其所谓，謷然不顾; 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谓，傥然不受。天下之非誉，无益损焉，是谓全德之

人哉! 我之谓风波之民。”反于鲁，以告孔子。孔子曰: “彼假修浑沌氏之术者也。识其一，不知其

二; 治其内，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无为复朴，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者，汝将固惊邪? 且浑

沌氏之术，予与汝何足以识之哉?” ( 《庄子·天地》)

( 2) 浑浑沌沌，终身不离。若彼知之，乃是离之。无问其名，无窥其情，物故自生。( 《庄子·
在宥》)

( 3)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澹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

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

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

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

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

复其初。( 《庄子·缮性》)

出于《天地》 ( 第一段话) 的“浑沌氏之术”，旧注语焉不详，以前我自己也不太清楚是什么意

思，现在似乎能够进一步分析它了。显然，“浑沌氏之术”包含更深刻的意味，同时又兼具了内外两

个方面的内容，而且内外两方面不可偏废，应该是均衡的，相反相成的。这就是具有庄子特色的
“中庸之道”。那么，“治其内”“治其外”又怎么理解呢? 简单说，“治其内”就是从德 － 性角度基

于人性之固然，开掘生命价值与生活意义，这是一条取径乎人性论 － 心性学的内向道路; “治其外”
就是那种“以游世俗之间”的经世方法，即伦理政治层面的具体手段。既然 “浑沌氏之术”包含以

上两个方面，那么可以说它既包含“道”亦包含“术” ( 早期的 “道”“术”往往通用) ，既包括政

治哲学也包括伦理学 ( 含政治哲学) ，既有“内圣”一面也有“外王”一面。“浑沌氏之术”就是道

家意义上的“内圣外王之道”。《在宥》所言之 “浑浑沌沌”、《缮性》所言之 “混芒” ( 还有 “至

一”) 、《天地》所言之“混冥” ( 下引) 都是指 “浑沌”，而且是心性论意义上的 “浑沌”，即那种

有点儿神秘感的深邃精神体验。道家认为“道的真理” ( 如果有的话) 直接呈现于那种深邃的精神体

验，并予以特别重视，不吝以“神”“神明”摹状之。然而，神秘主义经验的本质往往是朴素的，政

治哲学语境中的“浑沌”“至一”“混芒”就是指超出了“有 ( 为) ”的 “无 ( 为) ”，超越了秩序的
“浑沌”，摆脱了国家、社会、政治、伦理和意识形态之羁绊的自由境界，一句话，就是 “道高物外”
的精神力。顺便说说，中国哲学中的神秘主义颇不乏例，归根结底就是精神体验的深刻性、复杂性所

致。我们知道，日常语言拙于表达人文世界，尤其是在描摹深刻的精神经验时往往捉襟见肘、苍白无

力。
《缮性》还提到，人们现实生活世界乃是理想型的 “至一”“混芒”之世不断沉沦、不断去价值

化的结果，“德”的下衰、澌灭，就是世道沉沦、人心不古、价值空心化的标尺。从某种意义上说，

“浑沌”另外一个表象就是 “古之人”保持 “至一”精神状态的那个世道，就是庄子所说的 “至德

之世”“建德之国”。老庄道家诉诸富于逻辑性的哲学语言阐述的 “理想国”，其含义远比近代西方政

治哲学所说的 “自然状态”深刻丰富。霍布斯笔下的 “自然状态”本质上就是那种 “前政治的状

态” ( 因为其中没有包含政治关系) ，而且是用日常语言描写的。表面上看，“至一混芒之世”“至德

之世”“建德之国”近乎“自然状态”，因为其中找不到那怕一丁半点的国家、政治、政府的踪迹:

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 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

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

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 《庄子·胠箧》)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 万物群生，连属其乡; 禽

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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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 同乎无知，其德不离; 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 ( 《庄子

·马蹄》)

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

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 ( 《庄子·天

地》)

前文已经深入分析了老子 “小国寡民”的意义，我们以此为基础讨论“至德之世”。它们的共同

点是企图把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因素 ( 国家、政府、官吏、宣传、教育等) 统统予以消解和清除。然

而我并不因此认为，“至德之世”只是某种 “前政治的自然状态”，因为我们发现庄子试图以其政治

哲学之修辞，提示某种超逸于所有秩序、任何国家、政治、政府、社会生活共同体的 “理想国”，以

此表达其政治期望。总之，道家政治哲学思考的基本脉络和必要张力体现在有无之间、浑沌与秩序之

间、自然与自由之间。
最后我想强调，浑沌 ( 混沌) 与秩序之间的张力可以部分转化为自由与秩序之间、政治与心性

之间的张力。这是早期政治哲学的遗产，不独道家专有，儒家也发展出了思想深邃的哲学理论，包括

形而上学和政治哲学。现代儒家阐释者为什么要把政治与心性对立起来呢? 为方便讨论，且容我再引

述一段《庄子》文本，以阐明道家政治哲学与心性论之间的内在联系:

谆芒将东之大壑，适遇苑风于东海之滨。苑风曰: “子将奚之?”曰: “将之大壑。”曰: “奚为

焉?”曰: “夫大壑之为物也，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吾将游焉。”苑风曰: “夫子无意于横目之

民乎? 愿闻圣治。”谆芒曰: “圣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举而不失其能，毕见其情事而行其所为，

行言自为而天下化。手挠顾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谓圣治。”“愿闻德人。”曰: “德人者，居

无思，行无虑，不藏是非美恶。四海之内，共利之之谓悦，共给之之为安; 怊乎若婴儿之失其母也，

傥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财用有余而不知其所自来，饮食取足而不知其所从，此谓德人之容。” “愿闻

神人。”曰: “上神乘光，与形灭亡，此谓照旷。致命尽情，天地乐而万事销亡，万物复情，此之谓

混冥。” ( 《庄子·天地》)

显然，道家哲学语境中的“混冥”“浑沌”并非浑浑噩噩、蒙蒙昧昧的意思，① 而是指人的精神

自由，人性摆脱束缚与窠臼，实践智慧灵光闪现的最高人生境界。老庄都有某种思想倾向，就是认为

内在精神世界的价值优先于外部自然界和政治社会共同体。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 ( 《老子》第
60 章) 庄子说: “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

余事也。” ( 《让王》) 然而，老庄并不认为社会政治秩序就一定是次要的。上引 《天地》所谓 “圣

治”很充分地阐明了庄子试图平衡内外两个方面的努力。但总的来说，老庄政治哲学的首要特点是

冷眼批判，如果说老子政治批判奠基在 “道的真理”之智慧洞见，那么庄子围绕人性论 － 心性学 －
境界说等，阐扬了自由与秩序等问题。至于政治哲学无法回避的秩序或重建秩序，则有待于战国中期

以降盛行的黄老学派做出更多思考、更多建树。换言之，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张力 ( 即心性境界与政

治伦理之间的张力) 内在于道家思想过程，这是不是庄子学派到黄老学派思想发展、理论推移的动

因呢?

石涛曾说: “混沌里放出光明。” ( 《苦瓜和尚画语录》) 我们不妨借用这句话阐述浑沌 ( 混沌)

与秩序之间的张力。混沌并不意味着混乱、黑暗、寂灭和沉沦，而是包孕了最纯粹的理想型、最丰富

的可能性。②

( 责任编辑 李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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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照旷”与“混冥”并无二致，何尝有异?

郑开: 《庄子〈浑沌〉话语: 哲学叙事与政治隐喻》，《道家文化研究》第 29 辑，北京: 三联书店，2015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