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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政治学与共生哲学

序言

共生哲学要考虑的问题之一，是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如果哲学仅是思辨

与冥想，那么就很难与政治相关联。而如果哲学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形而上

学、即以不变的存在为其课题的话，那还是与政治没有关系。因为，依亚里

士多德之见，政治是与变化之物相关的。

但是，共生哲学拒斥那种“纯粹的”哲学意象。共生哲学归根结底是在

人与人之间，通过重新定义概念使我们对世界的把握焕然一新，藉此改变我

们的存在状态的实践。

当践行这种共生哲学时，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因为，

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决非简单明瞭，而是相当棘手，如果不注意，很容易就会

被绊得人仰马翻。我们无法再回归比如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那样的理想。那

种理想是以与统治力量直接相联的哲学为前提的，不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

共生哲学。总之，必须摸索既非将哲学与政治割裂，亦非将两者直接相联的

某种别样的哲学与政治的关系。

为探讨这一课题，我们想从现代东亚的哲学经验入手。现代东亚接触到

源自西洋的哲学这一全新的学问后，用各自的方法咀嚼了哲学。在此，我想

关注日本有代表性的哲学家西田几多郎，和活跃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

新儒家的哲学家们的言述，聚焦于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加以讨论。

3

否定政治学与共生哲学
—西田几多郎与新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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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无的逻辑—西田几多郎的否定政治学

“哲学离不开政治，政治也离不开哲学”
（西田几多郎）

一　西田的“晚年性”

很多人都承认，西田几多郎（1870–1944年）是现代日本有代表性的哲

学家之一。而且，唯有“思辨性”这一形容词才适合西田的哲学。西田纯粹
4 4

地
4

实践了哲学，与社会和政治无缘。

这种西田形象被广泛接受。但是，“晚年性”的问题却不期然闯入这一

形象。亦即是说，晚年的西田开始谈论日本文化、历史以及政治了，但这对

西田而言，是其思想的成熟呢，还是他亢奋地突破自身界限的结果呢？无论

如何，西田晚年呈现出来的姿态不能称之为纯粹的哲学家。

“哲学离不开政治，政治也离不开哲学” 1。这是西田的话。展开了“场

所的逻辑”、“绝对矛盾的自己同一”以及“无的逻辑”那样的纯粹哲学性讨

论的西田其人，吐露出哲学与政治是不即不离的。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件事

呢？

比如，一种意见将晚年的西田通过日本文化谈论政治一事与西田的本质

性理解切割开来，评价颇低，认为那“不过是西田的行程中穿插的一个小插

曲而已”、“与纯粹地哲学相去甚远” 2。

还有一种与此稍有不同的肯定性评价，认为西田着眼于日本文化是

“西田置身于不同文化之‘间’，从‘更深的根底’探究一个世界中贯通东

西两种文化的新理论之形成，而他一生始终不懈地思索着这一课题” 3。约

翰·C·马拉德也再提“多元文化主义” 4，正面地诠释了西田。马拉德说：

“日本国内外最近的研究成果显示，西田的思想与欧洲的思想家不同，不应

1.   西田几多郎《学问的方法》（1940），收入《日本文化的问题》，《西田几多郎全集》第九卷，
93页。

2.   贝鲁那·斯蒂文《京都学派的哲学》，《思想》，岩波书店，1995年 11月号，148页。
3.   上田闲照《西田几多郎—“那场战争”与“日本文化的问题”》，《思想》，岩波书店，1995
年 11月号，127页。

4.   约翰·C·马拉德《世界文化的问题—西田的国家与文化的哲学的心得》，《思想》，岩波书
店，1995年 11月号，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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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被政治化，而应去政治化” 5。

但是，西田自己说哲学与政治不能分离。倘若如此，将西田哲学去政治

化，就是违背西田自己了。当然，迫不及待地揪住晚年政治化了的西田，断

定西田不过是一个日本主义者，其政治思想是支持天皇制的，那也没什么意

义。因为如果把握不到在西田哲学的核心处操作了怎样的政治，那么这种说

法也就成了“穿插的小插曲”了。如果从表面上论，就有必要与下述这种挽

救西田的言述相妥协了吧：西田自身拒绝某种日本主义，与之保持距离，西

田抬高“日本”和其他概念（“皇室”、“日本精神”）是为了“军部以及日本

主义者与西田之间的所谓‘意义争夺战’” 6。

需要思考的是“西田哲学被政治化” 7的哲学理由。并非是非政治的或

去政治的哲学到了晚年偶然被政治化了吧。不是那样的，应该认为是西田哲

学在其核心部分具有被称为否定政治学的政治性，到了晚年，否定性被剥除，

政治性显现了出来。

以下我打算在西田的哲学性思考的重要逻辑“无的逻辑”的层面探讨西

田的否定政治学。

二　日本文化的形态—不囿于无之无的思想

收录于《哲学的根本问题　续编》（1934年）的《从形而上学的立场看

东西古代的文化形态》一文的开篇伊始，西田说：“试图从形而上学的立场
4 4 4 4 4 4 4 4

思考东西的文化形态在其根基处有怎样的不同” 8，并区分了希腊文化、基督

教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即，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是“有的思想”，

但基督教文化包含着否定神学那样的“无的思想”。与此相对，印度文化“以

最为深邃的无的思想为根基”，是“否定的极限”，但结果反而承认了“绝对

无限的实在” 9。

那么，中国文化如何呢？中国文化在儒教的“礼”文化之外，还有见于

5.   同上。
6.   上田闲照《西田几多郎—“那场战争”与“日本文化的问题”》，114–115页。
7.   约翰·C·马拉德《世界文化的问题—西田的国家与文化的哲学的心得》，169页。
8.   西田几多郎《从形而上学的立场看东西古代的文化形态》（1934年），《西田几多郎全集》第
六卷，335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9. 同上，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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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庄思想的“无的思想”。因此，既有与西洋文化“相似之处”，又有与印度

文化“相近”的部分 10。但同时，西田把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和印度文化相

区别，认为中国文化既不像希腊文化那样是“哲学性的”，也不像基督教文

化那样“有人格的思考”，但也不像印度文化那样是“宗教性的” 11。亦即是说，

尽管在“无的思想”这一点上相同，但与“知性”的“无的思想”的印度文

化不同，中国文化是“行动”的“无的思想” 12。

然而，恐怕不能说这种诊断雄辩地将中国文化的形态与其他文化形态区

分开来了。结果，对西田而言，中国文化不过是与希腊、基督教、印度那样

的文化不同的东西
4 4 4 4 4

，是位于它们的中间的东西
4 4 4 4 4

。而这一规定也同样适用于日

本。不过他认为日本文化比中国文化具有更深刻的中间性
4 4 4

，而把否定性的中

间性分配给了中国文化，把肯定性的中间分配给了日本文化。

让我们来看看他的步骤。西田把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加以区分时，是从

两个方面讨论的：一是日本文化不是儒教的“礼”那样的道德性的东西，而

是“情的” 13。另一方面，日本文化植根于比道教的“无的思想”更加彻底的

“无”。“道教文化虽说是无的文化，但还脱不开无，还囿于无之形” 14。也就

是说，他认为道教的“无的思想”脱不开无，是不完善的，而日本文化则不

囿于无，超越否定性行动而抵达“绝对的肯定”。藉此，西田从原封不动地

接受现实并加以绝对肯定的日本文化中，发现了“绝对的否定必须即绝对的

肯定” 15这一否定神学式的“无的思想”之真相。

但是，通过把日本文化与其他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区分开来，西田意欲

何为呢？这篇论文的末尾这样写道：“通过深知己又深知彼，我们将能知道

我们真正应该走的路” 16。这条“我们应该走的路”大白于天下，是在几年以后。

10. 同上，341页。
11. 同上，339–341页。
12. 同上，341页。
13. 同上，346页。
14. 同上，351页。
15. 同上，350页。
16. 同上，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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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皇道”的政治哲学

西田在上述论文《从形而上学的立场看东西古代的文化形态》的末尾触

及到本居宣长（1730–1801年）吟詠“大和心”的诗句“山樱芳馥朝阳里”。

而且，就像与那篇论文相连一样，在《日本文化的问题》（1940年）开头，

西田再度引用了这句诗，并且宣称，“日本精神”是“依据物之真实”，“俯

首于真实之前”的 17。

在《日本文化的问题》中，西田也把日本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分开来，并

将之中心化。他说，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在某一阶段“硬化、固定了”，但

日本文化可以认为是通过“无滞无碍地走向物本身”而“消化西洋文化，是

东洋文化的新的创造者” 18。

然而，日本文化何以能够如此呢？那还是因为，日本文化具有“无”或

“中间性”的性质。西田称之为“柔软心的文化”，所谓柔软，是能够“不是

作为主体面对其他主体，而是作为世界涵容其他主体” 19。与此相反，作为主

体面对其他主体，将之据为己有的是“帝国主义”，不是“日本精神” 20。西

田拥护的“日本精神”正因为否定、无化一个主体，才涵括各个主体而化为

“世界”。

这正是不成其为否定神学的否定政治学。否定得越彻底，其主体就越能

获得更高层次的政治秩序。然而，西田没有止步于作为否定政治学的哲学。

晚年的西田积极地为“无”的主体命名，那就是“皇室”、“皇道”。

回顾几千年来以皇室为中心生生不息发展至今的我国文化的轨迹，

那是作为全体的一与个物的多的矛盾的自我同一，那是从“被制作者”

转变成“制作者”，能创造一切的文化。作为全体的一，在历史上主体

之物不断变化。古代已经有像苏我氏那样的存在，后来又有藤原氏。从

镰仓幕府开始，到明治维新为止，中经足利、德川。但皇室超越这样的
4 4 4 4 4 4 4

主体之物
4 4 4 4

，位于作为全体的一与个物的多之矛盾的自己同一而限定自身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17. 西田几多郎《日本文化的问题》，《西田几多郎全集》第九卷，5页。
18. 同上，6页。
19. 同上，59页。
2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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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位置
4 4 4 4 4

 21。

在我国的国民思想的根基之处，有建国的事实，唯有历史的事实。

而我们以之为轴形成一个历史的世界。皇室作为矛盾的自我同一的世界，

作为包含过去未来的永远的现在，我们无论到哪里都以皇室为中心，这

就是万民辅翼的思想 22。

所谓皇道，就是我们以皇室为中心的世界形成之原理 23。

皇室具有建国以来长达“几千年”的历史连续性，唯有皇室才是时间的秘密。

而“万民辅翼”皇室继续创造历史，就是“皇道”。正因为此，“我们应该走

的路”无非就是“皇道的发挥” 24。

尽管如此，依西田之见，那既不是“皇道”的“霸道化”，也不是“帝

国主义化”，归根到底无非是基于否定政治学的主体的自我无化罢了。

但是，具现于“皇道”的自我无化这一否定政治学孕含着比“霸道化”

和“帝国主义化”更深刻的问题。因为，这一否定政治学是把这个国家及其

现状作为被创造的事实全盘加以绝对肯定，所以批判国家和批判现状的可能

性就荡然无存。眼前的这个具体的日本国家作为事实存在，仅是因为此
4 4 4 4 4

，就

甚至是法律性的、伦理性的。《日本文化的问题》出版一年以后，在《国家

理由的问题》（1941年）中，他说：

政治必须一步一步地创造。国家以法的形式形成自身，但以法的形

式形成的并不就是国家。国家必须是全部历史的力量之集结” 25。

我们无论到哪里，作为创造性世界的创造性因素，所谓道德地行动
4 4 4 4 4 4 4

就是国家地行动
4 4 4 4 4 4 4

，反之
4 4

，所谓国家地行动就是道德地行动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我认为据此

立场可以解决国家理由的问题。⋯⋯在国家那里，存在与道德为一 26。

21. 同上，48页。
22. 同上，52页。
23. 同上，53页。
24. 同上。
25. 西田几多郎《国家理由的问题》（1941年），收入《哲学论文集　第四》，《西田几多郎全集》
第九卷，336页。

26. 同上，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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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那里，“存在与道德为一”。这同时意味着，“法与道德为一” 27。那么，

具现于“皇道”的自我无化的所谓否定政治学，就是在国家那里把存在、法

和道德结为一体。西田通过哲学为政治奠基，出色地描绘出存在、法、道德

的一致。但是，其“皇道”的否定政治学比“帝国主义化”更加强有力地抬

高日本，而将全体据为己有。

四　抵抗否定政治学、却被其“吞噬”的丸山真男

那么，对于这种作为否定政治学的“无的思想”，能够展开怎样的批评

呢？在此我想参照对战前的“国体”政治学展开激烈批判的丸山真男（1914-

1996年），做一些尝试。

丸山这样论述日本文化的特征：在日本，没有经过与异质思想的自觉的

交锋，就接连不断地接受新思想，因此，不管是什么思想，全都被“忘却”，

毫无阻碍地“潜入、埋积”到“传统”中去。虽然是“在国家的、政治的危

机时才会凸显出来”，但那些在“传统”中被“忘却”的错综杂陈的思想突

然作为“记忆”喷涌而出，人们把这种现象理解为“回归日本‘本然的姿

态’和自己的‘本来面目’” 28。

丸山试图抵抗这种由“忘却”和“记忆”组成的日本文化及其“传统”。

为此他必须首先重新审理与“记忆”具有亲和性的、显露出的“事实”。

在没有普遍者的国家中，普遍的“创意”被层层剥尽时，他［小林

秀雄］的面前展现出来的是“解释”和“意见”无法撼动的事实的绝对

性（那里只有通向物之道—宣长）。在这一事实（物）之前，小林的

强烈个性只能默然俯首⋯⋯ 29。

在这里，丸山批判了本居宣长和小林秀雄代表的“自然主义”。所谓“自然

主义”就是奠基于“自然”之上的美学性“政治神学”，对丸山而言，那不

27. 同上，350页。
28. 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1957年），《日本的思想》，岩波新书，1961年，12–13页。
29. 丸山真男《近代日本的思想与文学》（1959年），《日本的思想》，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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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是支持“国体”的东西。与西田的“皇道”的否定政治学一样，宣长和小

林的这种“自然主义”，是通过观“无常之事”，“虚心想起” 30，而将眼前的

事实与历史相联，“完全”承认作为事实而存在的现在的体制。

但这种情况下极其引人瞩目的是，宣长把道、自然、性等范畴的一

切的抽象化、规范化斥为汉心［中国思想］，排斥所有夸张，去接近感

觉的现实，为此即使他的批判能够揭露意识形态，但却没能成为从一

定的原理性立场展开其意识形态批判。攻击儒者不斟酌其教义的现实妥

当性这一规范信仰的盲点是对的，但结果，他排斥一切逻辑化 =抽象化，

宣称规范性思考在日本不曾存在是事实美好到不需要“教诲”的程度之

证据，否认了现实与规范之紧张关系的意义本身。因此，结果就是一方

面尊重生来的感性，另一方面被动地追随既存的统治体制，最终只能是

在这双重的意义上的“完全的”肯定现实 31。

重要的是对抗“记忆”与“事实”，找出批判权力及其意识形态的根据。为

此首先必须破坏支撑“记忆”与“事实”的“实感”这一意识形态的美学。

丸山始终不断地批判“部落共同体” 32。那是因为，“部落共同体”就是通过

那种“固有的心情的实感” 33，“一切的意识形态本来就被包摄其中，因此是

从一切‘抽象理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被‘一如’的世界拥抱的场所”  34，

而“国体”就从中获取了养分。

接着要做的就是，把与存在紧密相连的历史与规范从存在上剥离开来。

抉发“自然之物”的虚构性的同时，树立不能还元为自然之物的历史与规范。

丸山试图导入对抗宣长-西田-小林的、另一种不同的历史性即“历史意识”，

和另一种不同的法律性、伦理性的规范即“正统性 legitimacy”。

这一抵抗，如果只说结果的话，它最终没能超越日本式的否定政治学。

为什么呢？

30. 小林秀雄《无常之事》（1940年），《小林秀雄全集》第八卷，新潮社，1967年，19页。
31. 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19–20页。
32. 同上，46页。
33. 同上，50页。
34. 同上，46页。黑体为原作者所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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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历史意识”而言，丸山也和西田一样，强行把日本与中国区分开来，

过于强调日本的特殊性了。从一开始，丸山就说，日本与“非历史性”的中

国不同，“历史意识成熟”，所以唯有日本才具有政治思想 35。到了晚年的《历

史意识的“古层”》（1972年），丸山积极地谈论以“谱系性连续之无穷性” 36

为特征的日本的“古层”。

另外，关于“正统性”，丸山也从作为权力根据的“合法性”、“正义”

的意义，转向支撑特定教义的“正统性 orthodoxy”，丢弃了“国体”批判的

武器。

日本式的否定政治学具有能“化敌为友”的“柔软心”，它就这样吞噬

了它的批判者。那是因为批判者将日本与中国割裂开来了吧。这一点甚至连

丸山也奉行不移。也就是说，他们制订出了把日本文化的阴暗面巧妙地加诸

“中国”，并将日本从“中国”区分开来，从而加以自我肯定的计划。实际上，

作为“日本性”而被构想出来的“文化形态”，无论是“无的思想”还是

“情”，无论是“历史意识”还是“正统性”，全都能在中国文化中找到。而且，

将自己的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分开来，在“历史”上肯定自我的计划，在中国

也同样能够看到（比如，想想唐代的韩愈主张“古文”，把“中国”与佛教

加以区分的做法，就可以明白）。

如此一来，为了对抗日本的否定政治学，必须重新追溯其已经被忘却了

的中国谱系，将两者并列在一起看。这种并列本身就中止了肯定和抬高自己

身价的计划，继而重新书写这一计划，开拓哲学与政治的新的可能性。为此

我们必须把视线转向中国。

第二章　“内圣外王”再考

中国是怎样思考哲学与政治的关系的呢？中国的学问自古以来就是经世

济民之学，没有与社会和政治无关之物。那么，近代以来，即中国哲学登场

35.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讲义录 第一册　日本政治思想史 一九四八》，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
136页。

36. 丸山真男《忠诚与反逆　转型期日本的精神史位相》，筑摩书房，1992年，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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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又是如何呢？也像西田几多郎那样，展开了否定政治学吗？

要探讨这一问题，莫如参照被称为新儒家的哲学家们的言论。正如“内

圣外王”这个耳熟能详的口号所表明的，新儒家首先在自身内部是以“成

圣”为目标的宗教性、道德性实践（“内圣”）。为此，不只儒教，新儒家还

积极摄取佛教。简单地说，新儒家试图援用佛教“成佛”的实践（这种援用

是否真的恰当，且儒家思想与佛教在实践上能否并立，都存在着深刻的问题），

再次给在现代一度被放弃的“成圣”的经验注入活力。

但问题在于，新儒家继承“正统的儒家价值”这一点，也就是说，承担

经世济民之学这一点。无论如何，必须将“内圣”与作为政治统治的“外

王”接续起来。

然而，如同前现代那样，在从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在“内圣”直

通“外王”的框架中，圣王君临天下的模式已经不再可能。因为，“内圣”

本身已经被哲学化了，而在“外王”中需要考虑的是来自西方的民主主义。

这一新的政治体制（“新外王”）如何与“内圣”相联接，这是新儒家最重要

的课题。在这一点上，他们与直到晚年始终坚持思辨哲学、未曾直接思考政

治问题的西田哲学形成鲜明对照。对新儒家而言，哲学从一开始就必须面向

政治，但最终他们却似乎与西田的否定政治学合流了。我们需要思考那是为

什么，以及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性？

一　熊十力—《新唯识论》与《境识同体不离》

首先来看熊十力（1885–1968年）。熊十力的功绩在于全面改写了佛教尤

其是唯识佛教，使之与儒教相联接，并力图解决“外王”问题。

熊十力 1932年出版了《新唯识论》。其关键处是“境（现象）与识（认

识）同体不离” 37。熊十力说：“唯识者也，但遮外境，不谓境无” 38，同时，

“若复妄执内识为实有者，则亦与执境同过” 39，即“识起是为自动者，原不

谓心有自体” 40。

37. 熊十力《新唯识论》，《熊十力全集》第 2卷，23页。
38. 同上。
39. 同上，26页。
40. 同上，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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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与视一切境为识所创造之幻想的传统唯识学扦

格不容。因为，熊十力不仅否定 “外境”，而且否定“内识”的独立和实在。

再者，熊十力主张“境”与“识”二者是不即不离的关系，试图“体认”和

“反求”“识”（或曰“心”、“意”）的本来性，由此深入理解“境”。“宇宙人

生，奚其泡幻” 41。这句话曲尽其妙地表达了熊十力的想法。

熊十力通过“境与识同体不离”的原则和“体认”、“反求”的方法，去

接近儒家思想。

夫境不离识义者，岂惟梵方大乘夙所创明，即在中土先哲，盖亦默

识于斯而不肯衍为论议耳。征其微言，约略可见：“合内外之道”，《中

庸》之了义也；“万物皆备于我”，子舆氏之密意也；“仁者浑然与物同

体”，程伯子之实证也；“宇宙不外吾心”，陆象山之悬解也。逮于阳明

昌言“心外无物”，门下诘难，片言解蔽。⋯⋯故知理有同然，华梵哲人，

所见不异 42。

要之，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批判地汲取唯识思想，将之与中国的心学相结合，

进而通过从内部体认和反求“心”或“识”，试图深入理解“宇宙与人生”

这一世界的现实性。

这一结构，就是揭橥新儒家特征的“内圣外王”理念。在这一理念中，

恢复道德性和宗教性实践而“成圣”，即是担负对于世界的政治与道德责任

（“外王”）。但是，这同时也显示出“内圣外王”理念的困难。因为，必须

确证“内”与“外”在根本上“同体不离”，而且在顺序上不是从“外”到

“内”而是从“内”到“外”的运动（“内圣开出外王”），否则，“内圣外王”

理念就无法维持。

可是，佛教特别是唯识佛教最终不能确证“同体不离”。于是，熊十力

离开佛教，全面引进儒家思想，努力证明“内”与“外”的“同体不离”，

以及向“内”的道德转换和开出“外”这样的方法。在此过程中，熊十力引

进儒家思想特别是以阳明学为代表的心学，诉诸其“万物一体”的思想，但

41. 同上，93页。
42. 同上，2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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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心学框架中无论如何都难于设想“外”。于是，对于缺乏“外”的心学，

熊十力强调《易》的“生生不息”，补苴“万物一体”的思想。

二　熊十力—儒家思想的导入

让我们概观一下其后熊十力的轨迹。在此不可不提《原儒》（1956年）。

《原儒》分上、下二卷，上卷题为《原学统》与《原外王》，下卷题为《原内

圣》。从这种命名可以看出，熊十力试图通过孔子这种儒家正统的“学统”，

来证明“内圣外王”。在《原儒》中，熊十力把“内圣外王”置换为“成

己成物”。为了“成己”即“成圣”，需要学习“圣学”，那就是《易》43。因

为，《易》揭示了万物“生生不息”，这种生之流行贯通于人与天地万物，故

而《易》指明了从“成己”通向“成物”之道 44。熊十力还说，孔子也从这

种“内圣”臻达如下的“外王”思想。

同情天下劳苦小民，独持天下为公之大道，荡平阶级实行民主以臻

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之盛 45。

这种说法很像康有为的大同思想。熊十力试图把“内圣”与新“外王”相联

接，把道德实践与现代民主主义和科学相结合。

在这一点上，“逆生生之流”的佛教，尽管具有旨在救济众生的菩萨行，

但那是“出世”的宗教，不及此岸世界 46。也就是说，佛教在“内圣”方面

对哲理厥功甚伟，但其所揭明的“本体”最终归于“空寂”，与儒家的“内

圣外王”大相径庭 47。因而熊十力的立场发生了巨大转变。

如此这般展开的“内圣外王”思想，也贯穿于熊十力的其它著作中。这

里仅举一个例子，在依照《易》来阐述自己观点的《乾坤衍》（1961年）中，

熊十力以“体用不二”这个儒家术语来表达“内圣外王”的理念。

43. 熊十力《原儒》，《熊十力全集》第六卷，342页。
44. 同上，309页。
45. 同上，450页。
46. 同上，436–438页。
47. 同上，5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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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五十知天命，始作易。发明体用不二⋯⋯孔子体用不二之论，

确是正视现实世界，明其不是从空无而起，故说他有实体。惟所谓实

体，即是现实世界的实体。现实世界以外没有独存的实体，故吾人不能

离开现实世界而空想或幻想别有超越万有的实体。老氏求返虚无，佛氏

趣归寂灭，皆是错用其心，违人道也。《大易》主张裁成天地，辅相万物，

是外王学之弘纲 48。

在《易》中看到“外王学之弘纲”的熊十力，终于因佛教“离开现实世界寻

求超越万有的寂灭实体” 49而峻拒了佛教。

三　梁漱溟的批判—“内圣外王之学”的失败

由上面的论述可知，熊十力最终试图通过拒斥佛教，诉诸心学与《易》，

来重新建立“内圣外王”的基础。这种做法招致了激烈批评。批评是由梁

漱溟（1893–1988年）发起的，集中于《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文。

梁漱溟在该文中谈及熊十力的《原儒》，断言：“援引了不少民主主义、社会

主义的东西，也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宏扬孔子的内圣外王之学，其实

完全是失败的” 50。并说，与儒家的熊十力不同，自己作为佛家，有必要重新

诠释孔子，指出儒家思想包含的为众所公认的价值。那么，梁漱溟是如何诠

释孔子的呢？

首先，梁漱溟认为，由于中国文化的“早熟”，以“修己”或“修身”

为根本观念的孔孟之立场乍看起来似乎是维护统治阶级的思想，但实际上

是有利于民众的思想，并且这种思想才是理想的未来之原则 51。仅在此意义

上，梁漱溟与以“内圣”为“成己”“成圣”的熊十力区别不大。但梁漱溟

接着指出孔子基于“情理”而重视“礼文”，表达了他对“外王”的独特见解。

“礼文”是表现“情理”的，不拘泥于任何东西，所以不能将之视为某种固

48. 熊十力《乾坤衍》，《熊十力全集》第七卷，452页。
49. 同上，453页。
50. 梁漱溟《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1947年），《梁漱溟讲孔孟》，199页。
51. 同上，246–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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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仪礼。把“礼文”搞成“吃人的礼教”的，是孔子和孟子之后的人们 52。

显见得孔孟之道自有其真，中国民族几下年来实受孔孟理性主义

（非宗教独断）之赐；不过后来把生动的理性，活泼的情理僵化了，使

得忠孝贞节泥于形式，浸失原意、变成统治权威的工具，那就成了毒品

而害人 53。

梁漱溟拒绝把“礼”视为社会制度。因为孔子“不涉及社会制度” 54。孔子代

表的“内圣”之道，始终要求只基于“情理”或“人情”的“礼文”，而不

是超乎其上的东西。假如要阐述“外王”，尤其是作为当代新“外王”的民

主主义与科学的话，那我们应该从西洋文化中学习
4 4 4 4 4 4 4 4

，而不是从中国文化入手。

自中国文化上可以说的，唯有再度给孔孟的“情理”注入活力一节。

总的来说，梁漱溟批评熊十力之从“内圣”到“外王”存在直接通道的

想法。即便排斥佛教，宣扬儒家思想，这条路也还是踪迹难寻。与熊氏相

反，梁漱溟尝试把儒家式的“外王”从形式化中解救出来，在佛教式的“内

圣”中加以恢复。可是，这仅仅是缩减了“外王”问题，而没有能够把“内

圣”和“外王”的关系重新定型化。新“外王”不从中国文化而只从西洋文

化学习的结论，即昭示了“内圣外王”的失败，因此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其

后，熊十力的高徒牟宗三继续思考了这个问题。

四　牟宗三—在熊十力与梁漱溟之间

1932年冬，北京大学三年级学生牟宗三（1909–1995年）在邓高镜家拿

到刚刚出版的《新唯识论》，深深为之震撼。通过邓高镜的介绍，他见到了

著者熊十力，思想产生了根本性转变，正如他自己所说，是“我生命中的一

件大事” 55。此后，1937年日本军正式侵华以及抗日战争的现实困扰着牟宗三。

52. 同上，253–258页。
53. 同上，259页。
54. 同上，255页。
55. 牟宗三《五十自述》，《牟宗三先生全集》第 32卷，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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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在牟宗三看来，抗日战争是“庄严的神圣战争” 56，作为炎黄子孙的中

国人，使民族“尽其性”的“建国”才是大义所在。他看到国民党政府及当

时的中国知识人和共产党追逐的不是“义与神圣”，而是政治私利，对此现

状大为不满 57。换言之，与熊十力见面之后，牟宗三的学术兴趣从对逻辑学

和康德认识论，转向了通过研究中国文化而关注中国之社会、政治现实的方

向。

那时，他的生活极其困窘，辗转谋事于广西、昆明、重庆、大理，郁郁

不得志。1941年再到重庆，寄身于熊十力所在的北碚金刚碑勉仁书院，与熊

氏住在一起。勉仁书院是梁漱溟创建的，据牟宗三自己说，他与梁漱溟颇不

相能，对梁氏所作的事以及勉仁书院的人视梁如圣人甚为反感 58。反之，牟

宗三益发深深倾倒于熊十力，至翌年在成都华西大学谋得职位时止，牟宗三

完全寝馈于熊十力的思想之中，结果，他断言“非有大才大智大信，强烈之

原始生命，固难语于华族之慧命。然则当今之世，未有如熊师者” 59、“熊师

所说的本质上都是对的，君毅兄所说的本质上都是对的。孔孟以及宋明儒者

所说的亦都是对的” 60。

后来，为了逃避共产党政权，1949年牟宗三来到台湾。紧接着的 1950

年代，根据郑家栋的分类，是牟宗三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是“本中国的内

圣之学以解决外王问题”的时期 61。在这一阶段，牟宗三开始提出与熊十力

相异的言论。可以说牟宗三自己重新承担了梁漱溟与熊十力之间的争论点，

亦即是，熊十力的“内圣外王”是让“内圣”与“外王”“直通”，直接把民

主主义与科学塞给孔子，称为“外王”，而牟宗三则取“曲通”之道，认识

到在中国文化中“内圣”不能直接接续民主主义与科学之后，思考今日怎样

让“内圣”间接地
4 4 4

接续“新外王”。

这种观点在《历史哲学》（初版在 1955年）已经有所表露 62，在《政道

与治道》中则说得更为明瞭：

56. 同上，80页。
57. 同上，81页。
58. 同上，90–91页。
59. 同上，97页。
60. 同上，104页。
61. 郑家栋《本体与方法—从熊十力到牟宗三》，201页。
62. 《牟宗三先生全集》第 9卷，219–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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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从内圣之运用表现中直接推不出科学来，亦直接推不出民主

政治来。外王是由内圣通出去，这不错。但通有直通与曲通。直通是以

前的讲法，曲通是我们现在关联着科学与民主政治的讲法。我们以为曲

通始能尽外王之极致。如只是直通，则只成外王之退缩。如是，从内圣

到外王，在曲通之下，其中有一种转折上的突变，而不是直接推理 63。

那么，牟宗三是如何让“内圣”曲通“外王”的呢？

五　“新外王”与“曲通”之道

把握“曲通”这一观念的关键，在于“道德理性”或曰“道德良知”

的“自我坎陷（自己否定）”这一黑格尔式的概念。具体而言，“自我坎陷”

的概念是在《政道与治道》（1961年）中正式提出的。在把“道德理性”与

“观解理性”（理论理性）区别开来的康德式问题设定之中，作为结合这两者

的途径，“道德理性”被定义成否定自己而成为“观解理性”。亦即是说，为

了“动态的成德之道德理性转为静态的成知识之观解理性”，“道德理性之自

我否定”是必要的 64。

对于“自我坎陷”，郑家栋如下的评价颇中肯綮。

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较之他的前辈们确有进步。我们知道，当年梁

漱溟在说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途径时曾陷于深深的矛盾之中，他一方面

意识到现代化必须吸收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另一方面又认为民主、科学

及其体现于其背后的根本精神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梁在矛

盾、彷徨中最后选择了后者，他那以伦理代替法律的乡村建设实验，实

际上是力图按照传统的模式来解决中国现时代的“外王”问题。熊十力

曾着力阐发传统儒学中科学性、民主性的因素，期图使科学、民主的输

入“来此为之援手”。但他所理解的“外王”也基本上没有超出“官师

合一”的传统模式。四十年代，冯友兰在《新事论》中讲了一套自称是

63.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牟宗三先生全集》第 10卷，61–62页。
64. 同上，6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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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社会变革理论，在《新原道》中却仍然是从“圣人

最宜于作王”的角度说明“内圣”与“外王”的关系。牟宗三则明确提

出不能够“由尽心尽性尽伦尽制直接推出外王”，必须变内圣与外王之

间的“直通”为“曲通”，亦即“转一个弯，而建立一个政道，一个制度，

而为间接的实现”。所以他要讲“坎陷”，讲“曲折”，讲“从无执转为

有执” 65。

概括地说，牟宗三是在切断“内圣”与新“外王”的梁漱溟及使“内圣”与

“新外王”“直通”的熊十力之间，尝试着走自己的路。

但是“道德理性”的“自我否定”究竟是何种状态呢？那不是与西田式

的“自我无化”的逻辑异曲同工吗？于是，我们必须回到佛教的问题域。上

文引述的郑家栋文末尾的“从无执转向有执”的运动，才是牟宗三从熊十力

那里继承并将之发展了的佛教式问题。

如上所述，对熊十力而言，“境执”与“识执”都是应该被排斥的执，

而应从“体用不二”的立场去体认“境（现象）”与“识（认识）”相即并作

为实体而存在这一状况。因此，熊十力力求在“无执”层面上体认实体。然

而，牟宗三无论对熊十力，还是对康德，都进行了一种颠覆。亦即是说，牟

宗三要重新恢复作为“执”而暂时被还元的层面，并赋予其新的意义。

当然，熊十力本人没有把“境”与“识”简单地悉数还原，而是让两者

相即，同时努力恢复“境”与“识”的意义，所以牟宗三的尝试并非完全独

创。再者，康德也尝试过通过判断力来联通纯粹理性的领域和实践理性的领

域，如此说来，牟宗三从实践理性之中努力引导纯粹理性的尝试，并未偏离

这一方向。

尽管如此，牟宗三的“形而上学”是强行以形而上学的本体（将历史据

为己有的本体）为前提，通过自我否定与现象结合的一种黑格尔式“本体

的现象学”或者“物自身的现象学”。从熊十力的唯识批判、以及康德力求

开拓的“critique（批判）”来看，牟宗三与他们可谓处于对立的位置。而且，

不得不说与西田式的否定政治学还是相当接近的。

65. 郑家栋《当代新儒学论衡》，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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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牟宗三的计划与“自觉的自己否定”

牟宗三的计划本身并不复杂，若据《现象与物自身》（1975年）的观点，

首先存在论可以区分为“本体界的存在论”即“无执的存在论”与“现象界

的存在论”即“有执的存在论”二层。并且“道德的形上学”、“智的直觉”

和 “自由无限心”被分配给前者，而“关于道德的形上学”、“感触直觉”和

“识心之执”被分配给后者。如果改用儒佛道三教的用语表述的话，那就是

相对于“智心（佛家）、道心（道家）、良知之明觉（儒家）”的“识心（佛

家）、成心（道家）、见闻的知觉运动即气之灵之心（儒家）” 66。不过，既然

“人虽有限而可无限”，那么这二层就必须统一，实现这一统一的装置就是

“自我坎陷”。

知体明觉之自觉地自我坎陷即是其自觉地从无执转为执。自我坎陷

就是执。坎陷者下落而陷于执也。不这样地坎陷，则永无执，亦不能

成为知性（认知的主体）。它自觉地要坎陷其自己即是自觉地要这一执。

这不是无始无明的执，而是自觉地要执 67。

通过自己否定，从“无执”再次下落到“执”，重要的是，这是自觉的“执

的要求”。那不是应该暂时被还原的“无始无明之执”，而是根据自觉的
4 4 4

自己

否定所重新设定的“执”。在另外的地方，这一新的“执”被表达为“自执” 68。

但是，这种联通自觉的“自我坎陷”，这一黑格尔式的同时也是西田式

的方法论，最终成功了吗？对此，郑家栋的结论是否定的。

牟宗三很难从道德的形上学出发开出新外王。就基本精神而言，牟

宗三的哲学离外王最远。新外王之开不出不是在某一理论环节上，而是

在其内在精神上 69。

66. 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17页。
67. 同上，127页。
68. 同上，171页。
69. 郑家栋《当代新儒学论衡》，129页 /郑家栋《断裂中的传统》，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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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牟宗三学案》的周立升、颜炳罡也表达了同样的见解。“自我坎陷不

是逻辑上说不通，而是事实上不可能” 70。

问题在于“自觉的自己否定”。既然属于“自觉”，那么这一“自我否

定”就不过是“内圣”的一个状态而已，因此，即使梦想通过它改变“内

圣”使之与现实相连接，这一计划也无法和民主与科学的“新外王”直接叠

合。民主与科学这一政治和认识的维度，是在完全割断了与“内圣”及其变

体的计划之关联的前提下才成立的。因而，“曲通”之道越是被自觉，就越

会封闭到“内圣”之中，甚至比“直通”之道更甚。所以说，牟宗三比熊十

力更深地被佛教的言述所支配。

结语

西田几多郎与牟宗三。从未谋面的两位思想家重新探询哲学与政治的关

系时，都陷入了自我否定、自我无化的否定政治学，西田是现状的绝对肯

定，而牟宗三则是“有执”的自觉肯定。这的确耐人寻味。也就是说，东亚

的现代所能拥有的最哲学或者最形而上学的两位思想家抵达的，是将现实原

封不动地看作高层次之政治秩序的否定政治学。当然，两者的差异也不容忽

视。西田有意无意地排除中国这一要素，藉此析出日本及“皇道”，而牟宗

三身上则看不到那种特殊政治性。但是毫无疑问，牟宗三也始终作为其王牌

而把中国这一要素当成前提。

那么，超越否定政治学，共生的哲学现在能讲述什么呢？在本文开篇我

已经说过，共生的哲学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重新定义概念使我们对世界的

把握焕然一新，藉此改变我们的存在状态的实践。其所企望的政治，决非肯

定现状，而是对现状的根本性批判（critique），同时构想与否定政治学不同

的、现实中不存在但应该到来的政治秩序。那决不是止于为批判而批判的东

西，而且，不仅政治秩序，它还将涉及文化的应有状态。在共生的哲学那里，

无论日本文化还是中国文化，都不是我们司空见惯的形态，而是作为以全新

的方式向他者敞开的文化而被重新定义。

70. 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下，398页。



60

第一部　解构与重建 一

为此，共生的哲学首先要超越否定政治学。因为否定政治学在依然纠缠

着哲学。丸山真男的例子告诉我们，这决非易事。但是，我们想超越它，并

且创造真正的共生空间。那是人们（或者包括人以外的东西）藉由被刷新的

概念而共存的空间。为此我们要恢复想象力，这也是共生哲学所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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