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子学理气论域中的“生生”观
———以“理生气”问题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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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朱子“理生气”命题不见诸任何现行的朱子文本，故向来对朱子学的“生生”问题缺乏关

注。从朱子学理气论域看，其本体宇宙论含有丰富的“生生”理论。而且朱子非常强调“天命流行”“天理

流行”“天理流出”等一系列理学的基本观点，可见朱子学的太极本体具有根源意义上的动力义，而阴阳动

静等一切现象必根源于太极本体。由此，“太极生阴阳，理生气”得以成为理论自洽的一套理论命题。朱子

学的本体宇宙论采用“生生”观念将太极、动静、阴阳贯穿起来，形成了以太极为核心、集理气为一体的一套

天理实体观的哲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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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朱子学理气论的基本预设，理是一种没有意志、不会造作的“洁净空阔”的世界，而气是“凝
聚生物”的动力所在;理的活动“如人跨马相似”，必然挂搭在气上，随气动而动，理本身则是不动的。
故朱子学的理是“只存有而不活动”( 牟宗三语) 的，意谓朱子学的理并不具有任何道德创生、润泽万
物的能力或动力，在伦理学上也就必然沦为道德他律主义的形态，从而不仅逸出了孔孟原典儒家的传
统，而且背离了中国哲学大传统———道德自律主义。

饶有兴味的是，若由异域日本的江户儒学来回看朱子学，则可发现在 17 世纪日本德川时代所出
现的反理学的“古学派”思潮中，有相当一批古学派日本儒者认定中国朱子学理气二元论的理气观，
表现出以理贬气的思想趣向，使得灵动之“气”被枯燥之“理”所压抑，在他们看来，朱子学的“理”只
不过是“死理”( 荻生徂徕语) 或“死字”( 伊藤仁斋语) 而已，缺乏生机勃勃的动力，因此，只有彻底推
翻朱子学的天理形上学，才能重新恢复儒学重视生生的古老传统。①

很显然，上述两种针对朱子学的理论批判属于“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的偶发现象，其中并不存在
任何思想交涉的痕迹，然而，其结论却有相似之处，即他们几乎一致认为朱子学的理是一种缺乏生生
力的“死理”。

本文的主题不在于探讨道德自律或他律的问题以及“只存有而不活动”这一判教设准的理论效
力问题，也不在于深究朱子学的理究竟是“死理”抑或“活理”，而是透过对朱子理气论的问题考察特
别是对其“理生气”命题的意义分析，进而窥探朱子哲学中对“生”的问题探讨可能有的而未受重视的
思想特质及其理论贡献，认为朱子学运用“生生”观念重建了一套有关太极、动静、阴阳的宇宙论述，
推动了北宋以来有关宇宙本体论的理论完善及其发展，值得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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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朱子理气论的基本预设

朱子理气论有一个基本的设定:即“理先气后”和“理在气中”可以同时成立，前者是就形上而言，
后者是就形下而说，换种角度讲，前者属于理本体论，后者属于理气结构论。至于理气的关系问题，若
从本体论和结构论的角度讲，则朱子分别用“不离”和“不杂”这对概念来进行归纳。朱子的这个思想
最早见诸于乾道九年( 1173) 起稿而在淳熙十五年( 1188) 定稿的《太极解义》中所表达的一个观点:

此所谓无极而太极也，所以动而阳、静而阴之本体也，然非有以离乎阴阳也，即阴阳而指其本
体，不杂乎阴阳而为言耳。①

这是朱子首次明确地以“本体”概念来诠释“太极”，对于建构太极本体论具有标志性意义; 其中
出现的不离与不杂这对描述性概念，所指的是太极与阴阳之间存在“不离”与“不杂”的关系，在后来
朱子建构理气论的过程中，这一描述被归纳为“理气不离”和“理气不杂”，用以总结朱子理气论最为
根本的特质，是有一定理由的。

所谓“理气不离”，盖指理气在现实世界的存在结构中，处在相即不离、浑然一体的状态，任何现
实事物的存在结构中都同时具备理和气这两种基本要素，缺一不可;所谓“理气不杂”，盖指理是形而
上者，气是形而下者，两者毕竟为“二物”，而不可互相等同。故朱子在《太极图解》一文中，一方面，明
确地以本体释太极，区别于形而下的阴阳，他说:“太极，形而上之道也; 阴阳，形而下之器也。”另一方
面，朱子又明确指出太极在阴阳动静的过程中，具有“不同时”与“不同位”的表现特征。②

这里所讨论的太极、动静、阴阳的关系问题，涉及朱子理学的整个宇宙论乃至太极本体论的建构
问题，在下面还会有详细的讨论。朱子的理论目的在于:其一，将“太极动而生阳”的一套宇宙生成论
扭转为宇宙本体论，强调太极之所以“动而阳、静而阴”的理据在于太极之本体; 其二，作为本体的太
极既是阴阳动静的所以然之故而存在于阴阳动静的过程之中———“不离”，同时，作为“本体”的太极
又不能混同于阴阳本身———“不杂”;其三，在“太极动而生阳”的宇宙生生不息的过程中，尽管太极在
阴阳动静过程中具有无法确定的“不同时”和“不同位”之特征，而太极始终“无不在焉”，就太极本体
的角度看，虽然它是无形无象、冲漠无朕的，然而，作为阴阳动静之“理”已经“悉具于其中”。③

然而，问题是这个作为太极本体的形上之理何以能“动而生”出阴阳的形下之气? 此即“理生气”
的问题，这是其一;其二，假设天地万物还未形成之前就已存在的那个“形上之理”在天地万物毁坏之
后———一种大胆的假设，它是否依然如故地“存在”? 此即理的永恒性问题。我们先来看朱子是怎么
回答第二个问题的:

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④

问:“自开辟以来，至今未万年，不知已前如何?”曰:“已前亦须如此一番明白来。”又问:“天
地会坏否?”曰: “不会坏。只是相将人无道极了，便一齐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尽，又重
新起。”⑤

这里的两条语录，讲的是同一个问题，后一条的记述更为完备。朱子与其弟子所讨论的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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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太极图解》，见周敦颐:《周敦颐集》卷一《太极图说》，陈克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 1 页。
参见朱熹:《太极图说解》，见《周敦颐集》卷一《太极图说》，第 3 页。
朱熹:《太极图说解》，见《周敦颐集》卷一《太极图说》，第 4 页。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4 页。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第 7 页。



“万一”这个世界崩坏了，“理”将会怎样? 从哲学上说，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既然理是观念实体，那么，
如果天地万物包括我们人类社会等整个世界有朝一日被毁坏殆尽、彻底消失的话，这种观念设定的天
理实体究竟何以存在?

朱子的回答很巧妙，主要讲了两点。首先，从原理上说，物质世界是不会消失的，而是永存的，所
以，“不会坏”;然而，只有在一种极端特殊的情况下———即人道丧尽的情况下( 这是在现实世界中，例
如改朝换代之际，在中国历史上不断上演的事实) ，天地万物的气数也许会消亡，这与朱子的“气散
尽”说是一致的，但也不必杞人忧天，只要终极实在的“理”还存在，这个世界终究会重头再来一遍。
这个观点说明，朱子学的理首先是一种绝对的、永恒的普遍存在，它并不会随着物质世界的消亡而消
亡; 在这个意义上，朱子学是一种理性主义哲学，它不会赞同任何宗教意义上的“末世论”，而是对
“理”充满了一种信念，因为理就是终极实体，永恒而超越。

二、“理生气”命题的问题由来

再回到上述的第一个问题———即太极本体的形上之理何以能“动而生”出阴阳的形下之气? 这
就关涉朱子的“理生气”命题。表面看，这个问题是一个简单的逻辑推论，既然按照上面朱子理气论
的基本设定:“理在气先”，那么，就不得不认同作为物质实在的气必在时间上后于形上之理而有，以
此推论，结论便是:理可以生出气来。

按照周敦颐《太极图说》的第二段话，讲的便是“太极动而生阳”的问题，由于太极是理而阴阳是
气，由此，便自会得出“理生气”的结论。然而，细细一想，这个结论有点难解:形上之理不是任何一种
“东西”，它怎么可能会生出一个具体的“东西”出来呢? 这岂不违反常识吗?

举例来说，清代中期的反理学急先锋戴震便抓住“理生气”这一点而不放，他指出: 朱子在解释
《太极图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这句话时，竟然“释之云: ‘太极生阴阳，理生气’”。戴震
感叹:“求太极于阴阳之所由生，岂孔子之言乎!”①意思是说，阴阳“所由生”的原因被归结于太极，这
一“理生气”的观点完全违背了孔子作《易》的宗旨，指《易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故在戴震看来，
朱子之说简直是一派胡言。

然而，戴震的批驳其实并没有展示充分的理据———即并没有深入朱子“理生气”命题的义理脉络
来提出质疑，他只不过认定“阴阳之所由生”必定与被诠释为理的太极无关，由此设定出发而得出了
上述的判断，因为戴震根本不能认同朱子的“太极即理”说; 相反，他截然断定“孔子以太极指气化之
阴阳”———此即汉儒以来的以气释太极的传统观点，而且他还认定易学中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
“生”只不过宇宙生成论意义上的“以次生矣”②的意思而已。显然，这一解释对于朱子而言，可谓是
风马牛不相及———在哲学基本概念的解释上，发生了严重的错位，对此，只能暂置勿论了。

然而，蹊跷的是，“理生气”三字竟然不见于《朱子语类》《朱子文集》以及《四书集注》等现存的一
般常见的朱子学庞大的文献群当中，于是，引起了当代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的考据兴趣，因此，有必要
先来解决文献学的问题。好在陈来在 1983 年写了一篇考证文章，关于“理生气”的出处问题最终获
得了解决。③ 这条资料最早见诸南宋末年刻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

太极生阴阳，理生气也。阴阳既生，则太极在其中，理复在气之内也。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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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何文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3 年，第 23 页。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 23 页。
陈来:《关于程朱理气学说两条资料的考证》，《中国哲学史研究》1983 年第 2 期。
周敦颐著，湖南省濂溪学研究会整理:《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二，长沙:岳麓书社，2006 年标点本，第 22 页。



但是，这段话的记录者不明，后被《性理大全》《周子全书》所引。现在可以确定的是，戴震所使用
的应当是明初刻本《性理大全》，其中确有“理生气”这条记录。

但是，问题依然存在。《性理大全》所引的朱子原话的原始出处究竟何在呢? 就结论言，根据吕
柟《朱子抄释》的记载，该条资料应该出自朱子弟子杨与立编辑的《朱子语略》，而杨与立所录皆在朱
子 63 岁，故应为朱子晚年的思想，已无疑义。① 由于我们目前使用的流行本———即黎靖德汇编的《朱
子语类》当中，并没有参用杨与立此书，所以，刊落了“理生气”这句话。好在此书目前已经找到下落，
现存于温州市图书馆，另有一部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为明弘治四年( 1491) 重刻本，原刻本应当不
晚于淳祐四年( 1244) 。②

既然出处已经找到，可知戴震没有捏造事实，“理生气”确是朱子亲口说的话。那么，我们应当如
何理解呢? 一个处在“净洁空阔底世界”中的、一无所有的、既“无形迹”、也“不会造作”的、“无情意、
无计度”的那个看似冷冰冰、毫无生气的“理”，怎么会“生”出一个妙用无穷的活生生的“气”来呢?
然后再由这个气“酝酿凝聚生物”③呢? 这不仅是戴震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而且也是后世不少儒者
在批判朱子理气论之际抓住不放、纠缠不休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太极本体何以能从一无所有的世
界当中“生”出芸芸众生的大千世界?

三、太极动静问题的核心解释

“理生气”是朱子对周敦颐《太极图说》“太极动而生阳”这段话的一个解释。《太极图说》的第二
段话是:“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 分阴分阳，两仪立
焉。”对此，朱子作了长篇大论的解释，这段解释非常重要，被认为是朱子《太极解义》的主导思想，④

以下分两段录出:

太极之有动静，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诚者，圣人之本，物之始终，而命
之道也。其动也，诚之通也。继之者善，万物之所资以始也;其静也，诚之复也。成之者性，万物
各正其性命也。动极而静，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动而生阳，静
而生阴，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⑤

朱子在第一段首先承认“太极之有动静”，而且是在“天命之流行”的意义上而言的，至于“天命之
流行”则是接续《系辞上传》“一阴一阳之谓道”来讲的;接着朱子利用周敦颐《通书》有关“诚”的思想
来解说太极的动静，认为《通书》所说的诚之通和诚之复⑥的过程所表明的正是天命流行的过程，一动
一静分别是诚之通向万物的开启———“万物之所资以始也”以及诚之复归自身的证成———“万物各正
其性命也”。可以说，这段话从总体上点明了太极与动静、动静与阴阳、阴阳与万物的基本关系，强调
了太极就是“天命之流行”的重要观点，同时太极又是“继之者善”“成之者性”的本体依据。

盖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是
以自其著者而观之，则动静不同时，阴阳不同位，而太极无不在焉; 自其微者而观之，则冲漠无朕，

·071·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陈来:《关于程朱理气学说两条资料的考证》，《中国哲学史研究》1983 年第 2 期。
参见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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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来:《朱子〈太极解义〉的哲学建构》，《哲学研究》2018 年第 2 期，第 43 页。
朱熹:《太极图说解》，见《周敦颐集》卷一《太极图说》，第 3 页。
周敦颐指出:“元、亨，诚之通; 利、贞，诚是复。”见周敦颐:《周敦颐集》卷二《通书·诚上》，陈克明点校，北京:中华
书局，1990 年，第 13 页。



而动静阴阳之理，已悉具于其中矣。虽然，推之于前，而不见其始之合; 引之于后，而不见其终之
离也。故程子曰:“动静无端，阴阳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识之。①

第二段的开首两句是《太极解义》中最为核心的论点，首先朱子用“本然之妙”和“所乘之机”来
解释太极与动静的关系，这是朱子对太极动静问题的创造性诠释，本然之妙是说太极是动静的妙用发
动，本体构成了动静的内在原因，所乘之机是说动静是太极得以展现自身的机巧所在。这里的“机”，
意近“几”，按一般理解，易学中的“几”概念是指宇宙万物处在某种“有无之间”“动而未动”的微妙瞬
间，②一动一静就是太极在有无之间得以自身转化的微妙瞬间，重要的是，这一瞬间所象征的动静不
是本体的派生现象，而是太极本体的一种内在微妙机制。③ 至于“太极，形而上之道也; 阴阳，形而下
之器也”，则将太极与阴阳的关系作了清楚的形而上下的分别，由此分别，意味着太极概念不能归属
于气而只能归属于理了。据此，太极即理的太极本体论也就得以建构了起来。

最后，朱子对太极、动静、阴阳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表明了一个重要观点: 自太极之“著”
的角度看，动静与阴阳尽管处在不同的时间和位置，但是，“太极无不在焉”;自太极之“微”的角度看，
尽管一切都处在冲漠无朕、没有任何朕兆或现象，然而，动静阴阳之“理”却已经蕴含于其中;若“推之
于前”———“往上推”，则太极与阴阳分别为二物，若“引之于后”———就见在事物看，则太极与阴阳
已然相即不离。这段话显然又回到了朱子对“无极而太极”一句的解释: 太极之本体“非有以离乎阴
阳也”而又“不杂乎阴阳而为言耳”。

由上可见，在《太极解义》有关“太极动而生阳”的解释当中，朱子集中阐发了太极与动静的关系
问题，并没有对“生”的问题有直接的表述，但须注意的是，“天命流行”一语在整段解释中具有重要的
基本的意义，因为这句话才是朱子对太极生生而有阴阳———即“太极动而生阳”———之问题的关键解
释。而“天命流行”与朱子后来喜用的“天理流行”一样，是朱子哲学中富有理论解释效力的重要
观念。

四、“理之所生”与“无能生有”

尽管在《太极解义》中，朱子并没有就“生”的问题发表直接的论述，更没有用“理生气”来解释
“太极动而生阳”，但是，在理气观问题上，朱子晚年便不断遇到理气之间“生生”的关系问题，这里我
们稍举几例来试作说明。

例如，朱子指出: “气虽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则理管他不得”; ④“动而生阳，静而生阴，说一
‘生’字，便是见其自太极来……‘无极而太极’，言无能生有也”。⑤ 这些说法其实都在强调理之“生”
只是意味着理在气先，所谓“无能生有”尽管也是一种虚拟性的描述，但却是一个带有总结性意味的
判断，不可忽视。因为究极而言，太极本体是冲漠无朕、无形无象的，故须用“无极”来加以描述，而
“太极生阴阳”却正表明有无之间是可以转化的，此即“无能生有”的真实涵义。

若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看，那么，太极作为“元气”，它本身具有活动功能，由动而生阳，静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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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太极图说解》，见《周敦颐集》卷一《太极图说》，第 3—4 页。
朱子释《通书》中的“几”概念为“几者，动之微”。朱熹:《通书解》，见《周敦颐集》卷二《通书·诚几德》，第 15 页。
周敦颐则有“诚、神、几，曰圣人”之说，可见其对“几”之概念非常重视，与“诚”“神”概念具有同等的关键地位。
见周敦颐:《周敦颐集》卷二《通书·圣》，第 17 页。
朱子曾形象地将“机”字比喻为“关捩子”:“周贵卿问: ‘动静者，所乘之机。’曰: ‘机，是关捩子。踏著动底机，便
挑拨得那静底;踏著静底机，便挑拨得那动底。’”见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四，第 2376 页。
朱熹:《朱子语类》卷四，第 71 页。
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四，第 2368 页。



阴，一动一静、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万物化生; 但是，朱子《太极解义》的旨意在于将宇宙生成论扭转
至宇宙本体论的轨道上来，故就必须把太极释为理，始能为宇宙万物奠定一个终极实在的基础，相应
地，气作为形而下者，只是“自太极而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以，气“是理之所生”，而太极动而生
阳或阴阳自太极而来的观点表述则表明太极本体必已内含生生不息、源源不断的动力，由于太极本身
是冲漠无朕、无形无象的，故不得已而只能称之为“无能生有”。这里所涉及的是体用论意义上而非
生成论意义上的有无之间的转化问题，即在体用论意义上，本体之无如何转化出现象之有的问题。关
于其中的义理属于另一层面的问题，此处不赘。

根据上述“自太极来”以及“无能生有”的说法，于是，问题就来了。作为一种终极实在，乃是一超
越经验界的形上存在，故其本身无所谓动也无所谓静，那么，何以内含一种生生的动力? 一般而言，
“动静者，时也”，属于一种经验现象界的时间概念，而作为本体存在的理则是绝对“至静”———意谓对
动静的超越，用周敦颐的话来说，叫做“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相比之下，“动而无静，静而无动，
物也”。①

对此，朱子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解释: “‘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此言形而上之理
也。”②意思是说，从形上之理的角度看，无法用动静概念来加以规定，因为理之本身是超越动静之上
的本体存在;另一方面，当太极本体展现出阴阳动静之际，则又表现为“方其动时，未尝不静，故曰‘无
动’;方其静时，未尝不动，故曰‘无静’”。从而呈现为“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错综无穷”③的样态，
而难以用动或静的任何概念来规定太极本体的属性。也正由此，朱子才会说出上引有关“理”的大段
描述———其中的三句话最具典型意义:“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

既然如此，那么，朱子为什么会说“理生气”呢? 其中的“生”字又究作何解呢? 若按照宇宙生成
论的思路，那么，问题显然变得很简单，此处的“生”无非就是这样一幅图景:太极→动静→阴阳，表明
宇宙万物的产生就是从最为根源性的事物当中逐渐化生出众多具体事物之过程而已。然而，这种生
成论的解释模式，显然不符合朱子太极本体论的理论构造，因此，其“生”字必定另有他意。其实，中
国古人遣词用字，有时需要领会其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有时也需要注意其所用的字词是“虚指”还是
“实指”。事实上，朱子在这里使用的“生”字，便是“虚指”而非“实指”———即: 此“生”字并非意指实
际地“生”出某种东西，犹如鸡生蛋或母生子一般; 而是在“推其所从来”的意义上，由于理在气先，故
而气由理生。

五、三种理解角度:形上说、体用说与生生说

具体而言，我们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考察:
( 一)“形而上学”说
抽象而言，朱子所谓“理生气”，意在强调气是由理“形而上”地“生”出来的。此即说，“理生气”

是一本体论命题，其强调的就是“理在气先”的观点而已，并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关于这一点，刘述
先早已点明:“故‘理生气’只是虚生，‘气生物’才是实生，两个‘生’字断不可混为一谈。”④不过，若按
朱子自己的一个分疏，这叫做“抬起说”或“从实理处说”。什么意思呢?

本来，按朱子“理生气”之说，其所针对的是两条资料:周敦颐的“太极动而生阳”以及《易传》“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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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极，是生两仪”;就前者言，朱子认为这是“和阴阳滚说”，意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盖太极
即在阴阳里”;至于上述《易传》之说，“便抬起说”，也就是:

先从实理处说，若论其生则俱生，太极依旧在阴阳里;但言其次序，须有这实理，方始有阴阳
也。虽然自见在事物而观之，则阴阳函太极，推其本，则太极生阴阳。①

这里强调了两种不同角度的视域，一是“自见在事物而观之”的现实世界的视域，一是从“抬起
说”“实理处说”“次序”说以及“推其本”而言的形上视域。就前者言，“阴阳函太极”，就后者言“太极
生阴阳”。至此，“理生气”之真实意涵已经明朗，无非就是“理先气后”的意思。

(二)“体用一源”说
还可以运用“体用论”的思维模式来加以说明。按汤用彤对魏晋玄学“体用论”的分析，指出“玄

学盖为本体论而汉学则为宇宙论或宇宙构造论”，玄学主张“体用一如，用者依真体而起，故体外无
用。体者非于用后别为一物，故亦可言体外无物”，而汉儒则主张万物由“元气”而生，元气被设定为
一种永存的“实物”，故就汉儒的宇宙论而言，“万物未形之前，元气已存; 万物全毁之后，元气不灭。
如此，则似万有之外、之后别有实体。如依此而言体用，则体用分为两截”，所以，汉儒喜用《老子》“有
生于无”之说以证其宇宙论; 但是，“玄理之所谓生，乃体用关系，而非谓此物生彼，如母生子等。”②这
一体用论的分析工具适可借用过来，用以分析朱子“理生气”这一命题。

理与气，正如同体与用的关系;依照“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程颐语) 这一理学体用观，那么，作为
“用”者之“气”必依“理”而起，正与汤用彤所谓“用者依真体而起”之意相吻合。毫无疑问，程颐“体
用一源”论应当深深印在朱子的哲学意识中，故其必能熟练地使用体用论思维模式来重建理气论。③

至此，我们终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理生气是指气依理之体而起，由此而推，理生气盖谓理为气之体，
绝非“此物生彼，如母生子等”的意思。这应当是对朱子“理生气”说的一项善解。

(三)“生生不息”说
无论是“太极动而生阳”还是“是生两仪”或者“理生气”，其中的“生”可以作“虚指”解，而非指实

际地“生”，然而换种角度看，此“生”字亦可作“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正面义来理解，亦即上述朱子所
言“先从实理处说，若论其生则俱生，太极依旧在阴阳里”的意思，这是太极本体的内在规定，也是生
生不息之理的必然表现。这是朱子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创见，必须正视。以下略作分疏。

朱子在晚年解释“太极生两仪”问题时，曾指出: “太极如一木生上，分而为枝叶，又分而生花生
叶，生生不穷。到得成果子，里面又有生生不穷之理，生将出去，又是无限个太极，更无停息。”即便到
开花结果之时，也只是“少歇，不是止”，故《周易》所谓“艮止”，也应当理解为“是生息之意”。④ 这段
比喻性的描述，非常生动地阐发了太极与生生的关系，在朱子看来，“生生不穷之理”乃是太极本体的
本有属性，也是“太极生两仪”的根据所在。

根据朱子的这个思想，太极自有一种“生将出去”的源源不断的动力，唯有如此，太极本体才会在
“见在事物”中表现出“物物一太极”的普遍性，同时又在“人伦世界”中表现出“极善至好”的价值义。
因为归根结底，“太极之有动静”的生生不息，乃是由于“天命之流行”，用朱子哲学的其他术语言之，
即“天理流出”⑤或“天理流行”，⑥这是天道赋予人物之生等一切存在以价值和意义的动力源泉，在这

·371·

吴震:朱子学理气论域中的“生生”观———以“理生气”问题为核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朱熹:《朱子语类》卷七五，第 1929 页。
汤用彤:《王弼大衍义略释》，见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及其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48—49 页。
关于宋明新儒学的体用论问题，参见吴震:《宋明理学视域中的朱子学与阳明学》，《哲学研究》2019 年第 5 期。
朱熹:《朱子语类》卷七五，第 1931 页。
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四，第 2406 页。
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四，第 2390 页; 卷九六，第 2464 页; 卷六二，第 1492 页。



个意义上，所以朱子强调太极之理又是“天地人物万善至好的表德”。① 重要的是，这个天道赋予的过
程也就是生生不息的过程，也是天道之生“不间断”或“无间断”②的永恒过程。

六、阳明学释“生生”:一理隐显

最后我们谈一谈阳明学。尽管阳明学并没有所谓“理生气”之说，但是，有关“太极动而生阳”的
问题，阳明也有重要见解，或可有助于我们从广义宋明理学的视角来了解有关朱子学“理生气”命题
的另一种理论解释的可能性。

阳明曾在回答弟子应如何理解“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的问题时，首先指出这是“太极生生之
理，妙用无息，而常体不易”的意思，也就是说，太极本身便是一种“生生之理”; 但重要的是，其生阴阳
是依理而生，是太极本身的一种“妙用无息”，而非来自于外在的动力，这个说法接近上引朱子《太极
解义》中的“本然之妙”的意思;另一方面，太极之体的“理”本身在生生过程中却是“常体不易”的，这
是朱子《太极解义》中未明言的说法，但也可以包含在朱子有关“理生气”命题的理论内部。阳明是这
样说的:

太极之生生，即阴阳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无息者而谓之动，谓之阳之生，非谓动
而后生阳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体不易者而谓之静，谓之阴之生，非谓静而后生阴也。③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其一，太极本体之生生即已内含阴阳之生生，不是在太极之外，另有所谓动静
运动成为阴阳生生的动力因; 其二，在生生过程中，太极本体自有“妙用无息者”，此即所谓“动”; 同
时，太极又是“常体不易者”，此即所谓“静”，故太极生生之理并不意味着有所动静———如“动而后生
阳”“静而后生阴”一般，而是由太极本体具有的“妙用无息”而又“常体不易”之特质所决定的。借用
“体用一源”的说法，阳明所理解的“太极之生生”便是“依体而起”之意，这里的“体”与“起”，即分别
指“常体不易”与“妙用无息”，两者均内含于太极本体之本身，是太极本体的一体之两面。

不仅如此，阳明进而指出:假设将太极生生单纯理解为“静而后生阴，动而后生阳”，那么，必然导
致“阴阳动静截然各自为一物矣”的荒唐结论;阳明认为，太极作为本体不能用时间概念的动静来加
以规定，然而，一切阴阳动静之现象却又依理而起，此谓“动静一理也”，表明动静根源于“一理”，反过
来说，理之生生就是本体的根源义而非派生义; 与此同时，太极生生又是由本体的“妙用无息”和“常
体不易”所决定的，这又叫做“一理隐显而为动静”。④ 故太极之有动静可以“一理隐显”来加以表述，
此即说，一理之隐即为“常体”，一理之显即为“妙用”。“体”者不变，故为常体———“隐”; “用”以显
体，故为妙用———“显”。应当说，阳明的上述解释既是对周敦颐“太极动而生阳”也是对朱子“理生
气”之命题的一项具有创新性的善解，是对本体生生思想的理论推进。

要之，尽管阳明对朱子学的本体宇宙论或理气二元论没有直接的讨论，因其理论关怀并不在此，
然而，由上所见，可以断定阳明在太极动静以及太极本体等问题上也有深刻的洞见，他用“妙用无息”
和“常体不易”以及“动静一理”和“一理隐显”这两对概念，深刻阐发了本体论意义上的生生思想。
这一思想不仅是阳明学的一项理论贡献，也应看作是广义宋明理学所能共享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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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语:作为本体根源义的“生生”观

综上所述，长久以来，淹没不闻的朱子学“太极生阴阳，理生气也”这句命题含有丰富的意涵，通
过我们的重新解读和分析，可以发现其中的关键词:“生”字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概而言之，从字义上讲，“生”大致有两层含义:一者“生”字是指实际的“生”，意近宇宙生成论的
含义，如同母生子、鸡生蛋一般，但是，这层意思显然不能用来解释朱子“理生气”命题的意义; 两者
“生”字则是指表明主语与谓语之间的先后关系，意谓先有理然后有气，依朱子理气论，所谓先后关系
则是指形上形下之关系，也就是指存在论的关系而非生成论的关系。按照这里的第二层意思，“理生
气”是对理在气先这一本体论命题的一项论证，别无他意。

然而，当将“理生气”置于朱子学的整套理论系统中进行重新审视，我们则可发现更为重要而繁
复的义理问题。朱子围绕“理生气”问题有许多不同角度的讲法: 1． 从实理处说，则理与气“生则俱
生”; 2．从次序上说，则先有“这实理”而后“有阴阳”; 3．从“见在事物”说，那么，“阴阳函太极”; 4．最
后从“推其本”说———即形上地说，则必得出“太极生阴阳”的结论。以上四种不同角度的讲法，都是
为了解释太极、动静与阴阳的关系问题，其中内含“太极生阴阳，理生气”何以可能的问题，进言之，其
中贯穿了太极本体或理本体的“生生”问题的哲学思考。

至此可见，朱子理气宇宙论的模式可以表述为两大命题: “阴阳函太极”与“太极生阴阳”。前者
涵指太极本体表现为“物物一太极”“无限个太极”;后者涵指太极本体表现为“生生不穷之理”，具有
“生将出去”“更无停息”的动力。然而必须注意的是，根据“动而生阳，静而生阴，说一‘生’字，便是
见其自太极来”的表述，这里的“生”只是表示阴阳“自太极来”这一本体界的根源义而非现象界的生
出义。若就体用一源的角度看，“生”在此体用结构中表示为“依体而起”的本体呈现义而非作用现
象义。

总之，从朱子理气论域出发，可以发现朱子学本体宇宙论的理论系统中含有丰富的“生生”理论，
应当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若结合朱子学的“天命流行”“天理流行”“天理流出”以及天道“不间断”等
一系列理学的基本观点来看，则可以断定朱子学的天理实体具有根源意义上而非现象作用意义上的
动力义、呈现义，此即说，阴阳动静等一切现象必根源于太极本体。在此意义上，“太极生阴阳，理生
气”的“生”字是指根源义的内在动力而非现象义的外在推动。由此，“理生气”得以成为理论自洽的
思想命题，终极而言，则可说“无能生有”。朱子学的这套说法意味着用“生生”观念将太极、动静、阴
阳贯穿起来，形成了以太极为核心、集理气为一体的一套天理实体观的哲学体系。

致敬:谨以此文纪念张岱年先生( 1909—2004) 诞辰 110 周年!

( 责任编辑:王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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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ization that Chinese is head-final in the nominal domain． Also，suo cannot extract the subject of its com-
plement，which is possible with zh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abnormality of suo is a remnant of its historical
syntax． To be precise，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nominalizer suo is grammaticalized from the noun suo meaning
location，place in the syntactic environment represented by have /not have + suo + predicative phrase． Whe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has taken place，the functional word suo is fossilized in the suo + predicative phrase part，
which is why it shows up before its complement．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predicative phrase in have /not have
+ suo + predicative phrase has a PＲO subject，and argues that the extraction triggered by suo involves the
movement of the extracted element． Since the predicative clause as the complement of suo comes from have /not
have + suo + predicative phrase and retains its syntactic feature of having a PＲO subject which cannot be
moved，this explains why suo cannot extract the subject of its complement．

Shendu: Vigilance in Solitude as Vigilance in Virtuality Xing Wen
Shendu，vigilance in solitude，is an important Confucian teaching that is attributed to the School of Zisi

( 483 － 402 BCE) and Mencius ( 371 － 289 BCE) ． The meaning of Shendu became a heated debate after the
discoveries of the Shendu-related excavated ancient bamboo-and-silk manuscripts． However，current scholarly
discussions are limited to the first two levels of Shendu． The third and the highest level of Shendu，i． e．，vigi-
lance in solitude at the level of Shenqide or vigilance in vituality，is at the same level of the Daoist zhaoche en-
lightenment，after which the solitude is visible，i． e．，Jiandu． The origins of vigilance in vituality can be traced

back to Confuciuss teaching of governing with vituality，like the Northern Star surrounded by the other stars，and
it also starts the tradition of Daotong，the Neo-Confucian interpret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Confucian ortho-
doxy． Shendu at the level of vigilance in vituality is critical in the holistic understanding，both traditional and
contemporary，of Tianrenheyi ( or the nature-human integration) ，since it relates to the inner connections and the
orders under the Heaven． As a perspective across time，space and cultures，vigilance in vituality relates to the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is of profound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Zhu Xis View of Life-giving Generativity in the Theory of Pattern and Vital Force———With the Issue of
Pattern Generate Vital Force as the Core Wu Zhen

Since Zhu Xis Pattern( li) generate vital force( qi) did not appear in any current Zhu Xis text，we always

lacked attention to Zhu Xis view of life-giving generativity ( sheng sheng)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Zhu Xis theo-
ry of pattern and vital force，his ontological cosmology contained a rich theory of life-giving generativity． Moreo-
ver，Zhu Xi emphasized a series of basic viewpoints such as activity of the mandate of Heaven ( tianming liux-
ing) ，activity of the Pattern of Heaven ( tianli liuxing) and outflow of the Pattern of Heaven( tianli liuchu) ． It

could be seen that the Supreme pivot ( taiji) of Zhu Xis study had the motivational meaning in the root sense，
and all phenomena such as yin and yang movement must be rooted in the Supreme pivot． Thus，Supreme pivot
generates yin and yang，Pattern generates vital force could become a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of theoretical self-con-

sistency． Zhu Xis ontological cosmology used the concept of life-giving generativity to permeate the Supreme piv-
ot，movement and silence，yin and yang，forming a set of philosophical system of entity of the Pattern of Heav-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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