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 霞, 还 是 晨 曦?
对 早期启蒙说  三种质疑的回应

许苏民

内容提要 ! 关于明清之际的 早期启蒙说 , 跨越晚明、清初、清中期三个历史时段; 与此相应, 对这三个

时段的学术思潮是否具有启蒙性质的质疑也产生了三种强有力的学说,即 中古异端说  、正统儒家说 和

遵奉圣意说 。通过从学理上严格辨析专制正统思想、中世纪异端与近代启蒙思想的本质区别, 遵循 拿证

据来 的史学原则,针对上述三种与早期启蒙主义相对立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可以对明清之际主流思潮的性

质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

关 键 词 ! 明清之际 ! 早期启蒙说 ! 中古异端说 ! 正统儒家说 ! 遵奉圣意说

! ! 早期启蒙说  滥觞于梁启超、胡适之的 中

国文艺复兴说 , 奠定于侯外庐而光大于萧 父。

其历史跨度为晚明、清初、清中期三个时段;与此

相应, 对这三个时段的学术思潮是否具有启蒙性

质的质疑也产生了三种强有力的学说, 即: 中古

异端说  、正统儒家说  和 遵奉圣意说 。
以上三种与 早期启蒙说  相对立的观点,集

中反映了关于明清之际主流思潮性质问题的判性

之争。其实质和核心是: 如何区分皇权官僚专制

社会的正统思想和中世纪异端以及带有近代性质

的早期启蒙思潮。但更重要的问题乃是在史料的

把握上。先师萧 父先生和我都一致认为, 判定

明清之际思潮是否具有启蒙性质, 不仅是一个理

论思辨的问题, 更主要的是要拿证据来。只有把

严格的学理辨析与严谨的文献解读紧密结合起

来,才能对明清之际主流思潮的性质作出比较准

确的判断。

有学者用美文学的语言来形容明清之际的思

潮,认为它只是中世纪黑暗时期一抹殷红的晚霞,

并不是预示近代即将来临的晨曦。明清之际的思

潮究竟是晚霞还是晨曦呢? 本文试图在对正统、

异端与近代启蒙思想作严格学理辨析的基础上,

遵循 拿证据来  的史学原则,对上述颇有影响的

质疑提出不同的看法, 以就教于持上述见解的时

贤和学界同仁。

晚明思潮的性质是中世纪异端吗?

对 中古异端说 的回应

有学者认为,晚明思想解放的社会思潮,确实

是我们民族在中世纪黑暗时期的一度觉醒, 但这

一思潮充其量只是属于中世纪异端的范畴, 而不

是具有近代性的早期启蒙思想。理由有三:

其一,晚明的 狂人 (如李贽 )并不是鲁迅笔

下的狂人,鲁迅笔下的狂人并不自认为狂,而晚明

的狂人自己也承认是 狂  ,是 异端  , 自认为是

狂 说明他们和说他们是 狂  的人, 对什么是

狂 的判断根据还是一样的,并没有跳出传统的

是非标准和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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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异端 思想总要对正统思想以及它为
之辩护的社会现实有所批判,但他们对现存制度的

维护甚而比那些当权的统治者及御用思想家更为

执著、坚定。李贽那样大声疾呼、不遗余力地抨击

假道学 ,正说明他追慕向往的还是 真道学 。

其三,晚明学者把一切社会祸患归结为传统

道德规范和道德实践的矛盾, 说明他们不是与专

制政权根本对立的 拆天派  , 而是 补天派 。从
王艮到李贽, 整个泰州学派都是这样的 补天

派  。这是当时的异端思想家对社会问题所能达

到的认识水平线。

以上质疑是颇为雄辩的。但在对以上质疑提

出否证之前,还是要先对什么是皇权官僚专制社

会的正统思想、什么是中世纪异端、什么是近代启

蒙思想从学理上辨析清楚。对此,先师萧 父先

生和我具有以下共识:

第一,以正统儒家为代表的专制统治思想大

体具有下列特征: ( 1)以抽象的类精神来否定个

人自由及扼杀个人权利的反个性主义; ( 2)以纲

常价值观念来统摄一切真伪、是非、顺逆、美丑之

判断的泛道德主义或政治伦理至上主义; ( 3)以

道统论为代表的 罢黜百家  、裁判异端 的文化
专制主义。其实质是以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来压

抑、扭曲人性而使人成为非人的伦理异化。

第二,所谓中世纪异端,是指在一些非本质的

问题上偏离正统思想或游离于正统思想之外的某

些学说。历史上的异端思想家, 或者在个人言行

方面表现出某种 不遵礼法  的个性特征, 或者对

正统思想以及它为之辩护的社会现实有所批判,

但没有也不可能在社会价值理想方面突破反个性

主义、政治伦理至上主义和强调一道同风的思想

方式, 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一种新的社会理想和价

值理念。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指导思想也是一种

异端 ,但农民的反抗无论多么激烈, 都没有也

不可能把专制制度作为一种 制度  来反对。更

有一种 异端  ,即本身就是正统意识形态之补充
而被统治者赋予其存在合法性的 异端  , 例如

佛、道二教,虽被儒家学者视为 异端  ,但明太祖

却称其 阴扶圣教,暗助皇纲 。

第三,近代启蒙思想与皇权官僚专制社会的

正统思想、中世纪异端的本质区别在于:它立足于

普遍的人性,反对以抽象的群体精神来否定个人

自由及扼杀个人权利的反个性主义, 反对以纲常

名教的绝对权威来压抑、扭曲人性而使人成为非人

的伦理异化,反对以道统论为代表的 罢黜百家 、

裁判异端 的文化专制主义,强调尊重个人权利和

个人自由,倡导人的自由发展,特别是确认每一个

人都有公开地和自由地运用其理性的权利。

我们发现,在如何区分皇权官僚专制社会的

正统思想、中世纪异端与近代启蒙思想的问题上,

先师萧 父先生和我与认为晚明思潮属于中世纪

异端的学者其实是一致的。然而, 基于同样的理

性立场,为什么却引发了对晚明思潮性质的不同

论断呢? 其原因, 恐怕主要还在对于史料的把握

和文本的理解上。质疑者所揭示的中世纪异端的

特点,用之于像嵇康、阮籍那样的 狂人  或 异

端 则可, 用之于泰州学派的王艮、罗汝芳等人亦

可,但用之于李贽则不可。从王艮到李贽,是不能

胡子眉毛一把抓的。

近代启蒙思想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 犹

如西方近代启蒙思想的发生有其从正宗的经院哲

学蜕变出异端思想的前史一样,中国早期启蒙思

想的发生也是如此。从王阳明到王艮再到李贽,

正是一个从正宗蜕分出异端, 进而发展出早期启

蒙思想的过程。以往的论著大都只讲李贽对泰州

学派的赞美,而看不到他对泰州学派的批评,不能

不说是一大缺憾。晚明学者沈德符说: 姚江身

后,其高足王龙溪辈,传罗近溪、李见罗,是为江西

一派;传唐一庵、许敬庵, 是为浙江一派; ∀∀最后
李卓吾出,又创特解,一扫而空之。 # 这是颇具特

识的议论。李贽尊重其前辈,但也是他们的批评

者,说他们没有超出传统儒学的局限性:王艮 意

见太多,窠臼遂定∀∀以见儒者之学全无头脑  ;
罗汝芳 撦着∃论语%∃中庸 %, 亦谓伴口过日耳  ;

从王艮到罗近溪的泰州学派, 都可以用一句话来

论定,即: 儒者终无透彻之日,况鄙儒无识, 俗儒

无实∀∀者乎! 最高之儒, 狥名已矣, 心斋 (王

艮 )老先生是也。一为名累, 自入名网, 决难得

脱,以是知学儒之可畏也。 & 李贽确实冲决了儒

家君子小人之辨的 名网  , 他以一个独立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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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的姿态,突破传统思想的藩篱,建立了一个

以 童心说 为核心的新思想体系,由此而取得了

在思想史上 又创特解  、卓然独步的历史地位。

而他的后继者之所以赋予他 手辟鸿濛辟混茫  
的文化象征意义, 正在于他是一位走在时代最前

列的有着最为孤绝的理性自觉的先觉者。其 特

解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为 童心 正名。
童心 与 赤子之心 和 真心 的概念不同:

赤子之心与真心的概念由于被赋予了先验的道德

属性而成为褒义词, 而童心原本是一个贬义词。

赤子之心说  是孟子性善论的立论根底。宋明

道学家又凸显了 真心  的概念, 如黄宗羲所说:

真心者,即虞廷之所谓道心也。 ∋ 王阳明及其后

学的 真心  概念亦是此义, 如王畿讲的 当下自

然  的真心、罗汝芳讲的包含孝、悌、慈 三德 的

真心等。传统观念是排斥童心的。王畿云: 客

气、童心, 任情作恶, ∀∀所当速改, 不待终日者

也。 (就连李贽最好的朋友焦竑也在 ∃刻重校北

西厢记序%中声明: 知者勿谓我尚有童心可也。 

童心被看做是赤子之心和真心的对立面。

与上述观点相反,李贽指出只有 童心  才是
绝假纯真 的 真心 ,也只有 童心 才是人的最

初一念之本心;失去了童心也就失去了真心, 而只

有童心未失的人才堪称 绝假纯真  的真人。所

谓 童心  , 就是真实的人性, 就是作为活生生的

生命存在的人的认知、意志、情感; 童心 与专制

主义的道德教化相对立,也与逼人说假话、做假人

的伪善的社会道德氛围相对立, 童心的本质在于

自由。这就使 童心说 在传统的所谓 人学 与

近代人学之间划出了一道明显的界线:传统的人,

是说皇帝的新衣如何美丽的人;而李贽所讲的人,

则是说皇帝没有新衣的人。这就是 童心说  在
思想史上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

童心作为真心,包含了人的认知之真、意志之

真和情感之真,蕴涵了深刻的认识论意义、深沉的

道德理性和对 情感 审美  之自由本质的洞见。

任何启蒙,最重要的就是说出皇帝新衣的秘密,用

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 人类要洗清自己的罪过,

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 )这一点只有具有

童心的人才能做到; 也只有具有童心的人,才能洞

察道学说教的 结构性伪善  (借用邓晓芒先生

语 ), 重建一种合乎人性的新道德理性。 童心

说 更深刻揭示了艺术之 情感 审美  的自由本
质,蕴涵了人的本质在于自由的近代学理。这是

中国哲学理性精神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显著

标志,是反映时代前进方向的新理性主义。

其次是为 私 正名。
人必有私  在传统社会中是一个犯忌的话

题。孟子讲性善论, 宋明理学区分了天地之性与

气质之性、天理与人欲,在学理上比孟子有所扩展

和深化。但它仍要人们相信, 天地之性是无私的,

圣人是无私的, 作为圣者的帝王是无私的; 私  

并不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 而是要加以破除的对

象。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 程朱理学的 理欲

之辨  的实质是公私之辨: 天理 是公, 人欲 是

私;所谓 存天理灭人欲 ,就是破私立公。

王阳明学说在主张破私立公方面与程朱理学

并无本质区别。即使是 时时不满其师说  的王

艮、罗汝芳、王畿等人,也同样以 私 为恶。王艮

的∃乐学歌 %说: 人心本自乐, 自将私欲缚。私欲

一萌时, 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 人心依旧

乐。 他认为人的生机流畅之乐与 私欲  是不相

容的: 才著意, 便是私心。 王畿大讲 万物一体

之仁  的生机流畅, 排斥 私心  、私欲  ; 即使是

佛教宣扬的为普度众生而不惜身家性命, 也被王

畿看做是与 吾儒正经一路 不相容的自私自利。

在传统的公私之辨的问题上, 同样是李贽

又创特解 ,将不承认人性有私的传统观念 一

扫而空之  。他公然宣称 私 是人的天性, 人必

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  ∗。只有确

认人必有私,才能认识真实的社会关系,使专制特

权者不能再以 公义  、道德  的美名来掩盖其私
欲;只有确认人必有私,才能肯定每一个人对自己

的权利的维护乃是天经地义, 使专制特权者不能

在 公义 、天理  的名义下做侵犯个人权利的伤
天害理之事。

再次是 至人之治 的社会理想。

李贽有没有自己的社会理想呢? 当然是有

的。其社会理想的特点可以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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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这是一个 普天之下更无一人不是本  
的自由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 没有 以必死劝

人  的道学道德说教, 人的生命权得到充分的尊

重;在这一社会中,人不是由先验的天理所规定的

角色, 而是肯认 人人各具大圆智镜, 人人各具首

出庶物之资  ,可以 各从所好,各骋所长 , 充分尊

重人的尊严和人的自由发展的权利。所谓 普天之

下更无一人不是本 ,正是对数千年来以抽象的群
体精神扼杀个人权利的专制正统原则的颠覆。

第二,这是一个男女平等、婚姻恋爱自由的社

会。在这一社会中, 大道不分男女  , 没有 女子

小人论  、女人祸水论  以及 女子无才便是德  

的传统偏见, 没有 男恕风流, 女戒淫邪  的双重

两性道德,没有 饿死事极小, 失节事极大  的贞

操节烈观,女子可以学道, 私奔乃 善择佳偶  而
非 失身  ,人人都有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

第三,这是一个以竞争为机制的充满生机和

活力的社会。这一社会鼓励人们 就其力之所能

为,与心之所欲为,势之所必为者以听之 ,使 天

下之民,各遂其生, 各获其所愿  , 在自由竞争中

各遂千万人之欲  。+人的能力有差异,在自由竞

争的经济秩序中,势必产生 强者弱之归  的新的
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是自由竞争的结果,比起专

制制度的身份等级的不平等来说, 是一种历史的

进步。

第四,这是一个思想文化多元化的社会。在

这一社会中,没有道统论的文化专制主义的压迫,

人即道,道即人  , 人无不载道  ,且 道非一途,

性非一种  , 每一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去寻
求真理和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在这一社会中,没

有以思想言论治罪的文字狱, 此是彼非 并育而

不相害  、并行而不相悖 。

第五,这是一个 因乎人 、恒顺乎民  的 至

人之治  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 没有 诱人作他

奴才 的专制制度, 没有由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

的 今之从政者, 只是一个无耻  的制度性腐败,

没有纲常名教的 条教禁约  来规范人的活动,没

有儒者那种把一己之意志强加于天下之人的所谓

君子之治  , 人只是在他的自主活动中自我塑

造、自我实现。

为了实现这一社会理想, 他呼吁人们要自尊

自信,不要像儿童服从父母一样地服从于专制官

僚政治及其意识形态,要祛除 庇于父母  、庇于

官长  、庇于孔孟 的奴性, 摆脱没有人在前面引

导就不能独立行走的儿童状态,成为有见识力量

的大人,敢于在一切事情上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智,

走自己的路。

李贽确有夸奖 真道学 的言论,但李贽之所

谓真道学,绝不是 存天理,灭人欲 的真道学, 而

是建立在 自然之性  基础上的真道学。他说:

自然之性,乃是自然真道学也。岂讲学家 (指讲

周程张朱道学的人 引者注 )所能学乎?  ,如

果说 人必有私说 乃是 童心说  的发挥的话, 那

么, 自然之性乃是自然真道学  这一命题正是

童心说 的进一步展开: 夫以率性之真,推而扩

之,与天下为公,乃谓之道。 −所谓 公  , 是由每

一个人的 私  集合、调和而成的 公  , 这就是近

代社会的自然法。

李贽之所以自认为是 狂人 、异端  , 正是

因为他跳出了传统的是非标准和价值观念, 颠

倒千万世之是非 而 决于一己之是非 。这使他

处于 与千百万人为敌  的历史情境之中,世人皆

以异端目之, 所以他自己遂以异端自居。但是否

自认为是狂人、异端,并不能作为判定其是否跳出

了传统的价值观念的标准。不仅是李贽, 整个明

清之际,从李贽到龚自珍,这些从中世纪异端发展

出早期启蒙思想的先觉者们几乎无不带有狂者的

气质。 空山徙倚倦游身, 亦狂亦侠亦温文。土

厚水深词气重, 歌哭无端字字真。 (录时贤所集

龚自珍∃己亥杂诗%诗句 )诗中表达的这种精神气

质,在 满场是假、无所不假  的 结构性伪善  的

社会氛围中, 被世人目为 狂  , 本不足怪。而以

他们自认为 狂 来反证其与 结构性伪善  的价
值观念一致, 也是不通。近代章太炎被人目为

章疯子 ,而他自己也说, 伟人们大抵是有几分

神经病的  , 我们能说他认同了庸人们的价值标
准吗?

不错,李贽是 补天派  , 但这一 补天  的立

场却根源于他对社会危机之症结的清醒认识和对

历史进程的深刻洞察。两千年来 倡优蓄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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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政策,使多数读书人只知像戏子一样逢场作

戏地向权势者抛媚眼、舞长袖,临亡国唱一曲 眼

见他起朱楼, 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 天

崩地解不与吾事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 启蒙

者也只有从 学主不欺,志在救时  的 补天派  中

产生。历史也证明,无论中西, 启蒙者几乎都不是

拆天派  ,而领导农民战争的 拆天派  又几乎都
不是思想领域的启蒙者,充其量只是中世纪异端。

中世纪异端式的历史还证明, 补天派 所揭示的

新学理终将迎来新时代的春天,而 拆天派  的作

为却只能导致历史的轮回。这是历史的事实, 也

是历史的吊诡。

顾、黄、王是正统儒家吗?

对 正统儒家说  的回应

海外新儒家们从儒家道统之延续立论, 认为

清代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都是正统儒家,其学

说都是宋明理学的继承和完善。其理由大致有以

下三点:

其一,顾、黄、王是接着宋明理学的问题意识

往下讲的,理学的天人理气道器体用之辨、理欲情

理义利公私之辨, 也都是顾、黄、王致力于探讨的

问题。

其二,顾炎武等人所开出的经史考据的新路,

是宋明理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所导致, 走向经史考

据只是为了解决理学提出的问题。

其三,王夫之讲 希张横渠之正学  , 顾炎武

有推崇朱熹的言论,黄宗羲是阳明心学的传人,可

见他们都是继承和发展宋明理学的正统儒家,是

儒家道统的承续者。

应该肯定,这三条理由都是持之有故而言之

成理的, 但持之有故不等于这 故  就经得起推

敲,言之成理也不等于这 理 就经得起辩驳。
首先,从第一条理由来看。宋明理学作为中

国哲学发展的特定历史形态,有其发生、发展和终

结的历史,不能因顾、黄、王发展了中国哲学, 就论

定他们的思想只是理学的延续。哲学的问题意识

既有反映人类心灵之内在矛盾的永恒性的方面,

又具有为时代的问题意识所规定的鲜明时代特

色。理学的天人理气道器体用之辨、理欲情理义

利公私之辨,既反映了人类心灵的永恒矛盾,因而

是哲学的永恒问题, 也是顾、黄、王等人所无法回

避的哲学问题。但除了要看到哲学的永恒问题以

外,还要看到时代的问题意识,而正是后者决定了

不同时代的学者对前者的不同解决方式。宋明道

学家的问题意识是要重建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世

界,在使君主成为 圣王  的同时, 进一步强化 虑

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备、防民之术甚周、诱民

之道甚笃  的意识形态; 而顾、黄、王则反映了一

种对于近代社会转型之必然要求的朦胧的历史自

觉和文化自觉意识, 认为人类不可能建立一个道

德理想主义的世界, 而只能根据人性发展的必然

要求,把人从宋明理学伦理异化的枷锁下解放出

来。只有把哲学的问题意识与时代的问题意识结

合起来,才能理解顾、黄、王的思想与宋明理学的

本质区别。

其次,从第二条理由来看。 内在理路说  对

于解释从理学到朴学的学术范式转换具有重要意

义,但走向经史考据并不只是为了解决理学提出

的问题,相反, 清初学者对古文 ∃尚书 %和 ∃易 %图

的辨伪、∃大学 %古本的考证, 却导致了建立在 虞

廷十六字诀  、太极图  和 ∃大学 % 新民  说基础
上的宋明理学学术范式的终结。而从王夫之到戴

震,更从义理上驳倒了宋明理学,他们的理论创造,

是中古意识形态的终结和近代新义理的诞生,而不

是为宋明理学补苴弥缝,重建和完善宋明理学。

当然,最有力量的还是第三条理由,即王夫之

推崇张载,顾炎武推崇朱熹, 黄宗羲传蕺山之学,

以此论定他们都是正统儒家和儒家道统的承续

者。但这一理由同样根基不牢。

毫无疑问,顾、黄、王皆自称为儒家,晚清学者

亦称之为 清初三大儒  , 说他们是儒家亦未尝不

可,但若要说他们是承续儒家道统、继承宋明理学

衣钵的正统儒家,却万万不可。儒学是多元的, 多

元的儒学又有不同的历史形态, 一概以 儒 称之

说明不了不同历史形态的儒学的本质特征。以王

夫之与张载的关系言, 张载在宋明理学中本来就

是一个异数,他是讲元气本体论而不是讲天理本

体论和心本论的, 故王夫之称之为 正学  。究其

实,王夫之与张载之间也是一种 推故而别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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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的关系。王夫之更公然以 申韩之儒 来论定
朱熹理学思想的性质, 批评其 言则圣人而行则

申韩, 抑以圣人之言文申韩而为言  , 慨叹 圣人

之道且以文邪慝而有余  , 悲凉地发出了 后世天

下死于申韩之儒者积焉 .的声音,这是对宋明理

学伦理异化之本质的深刻揭示。以顾炎武与朱

熹、黄宗羲与阳明学派的关系而言,人们确实可以

举出一些他们尊朱或尊王的言论, 但我们更应看

到他们对宋明理学的关键或要害之处的批评。

说顾、黄、王是正统儒家, 于理于事至少有三

不通: 世界上有反对 道统论  的正统儒家吗? 有

公然批评作为传统圣人人格样板的上古三代圣

王、反对崇拜三代圣贤偶像的正统儒家吗? 有公

然对孔子、孟子提出批评的正统儒家吗? 没有。

直到如今号称拥护科学与民主的现代新儒家,也

没有这样的胆识。而正是这三个方面的事实, 足

以证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清初哲人不是正

统儒家,而是突破了正统儒家思想局限性的早期

启蒙者。

第一,反对正统儒家的道统论。道统论的雏

形创自孟子, 完备于韩愈, 精致化于程朱。所谓

虞廷十六字诀 或 孔门传授心法  , 就是道学家
脖子上的通灵宝玉,摘去了这块通灵宝玉,道学也

就不成其为道学。顾、黄、王就是专摘这块通灵宝

玉的人。顾炎武主张 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

之言一切不道 , 认为 心不待传  ;黄宗羲认为宋
儒道学 亦是一家之货  ,元儒修 ∃宋史 %而确立道

统论, 足见其 陋  。 王夫之说道统论的本质乃是

专制统治者 奉尧、舜以为镇压人心之标的  , 与
缁黄之流推高其祖以树宗风者无以异 。 清初人

说得好: 如无∃大禹谟 % (即道学心传的出处

引者 ), 则道学绝矣。 !

朱熹从道统与治统合一的儒家理想出发, 十

分重视辨析正统与非正统,以及某一儒者能否纳

入道统。可是顾炎武却对这种做法十分反感, 认

为以正统观念来论历史, 只能导致 论世之学疏  
的结果;而以道统观念来取舍历史上的儒者谁配

进孔庙吃冷猪头肉, 那结果就更为荒唐, 就连 孔

门十哲  也多数不配。黄宗羲也是因为反感宋儒

的这种做法, 才大讲 圣贤之血路, 散殊为百家 ,

主张 殊途百虑之学  。顾、黄、王都认为, 人不可

能认识终极的绝对真理, 所以对道学家以绝对真

理的化身自居十分反感。今日新儒家把顾、黄、王

十分反感的道统和正统的观念强加给他们, 顾、

黄、王若天上有知,也是断不会接受的。与顾、黄、

王相比,新儒家的某些学者就像庄子笔下的河伯,

以为天下之美尽在于己  , 缺少了一点顾、黄、王

式胸怀的 大气  和学问的 大气 。
当然,顾、黄、王著作中也有自相矛盾的观点,

王夫之尤为明显。他先是在 ∃读四书大全说 %卷

九中对宋儒的道统论作了严厉批判, 但在 ∃读通
鉴论 %卷十五论及 儒者之统  时却仍不免带有道

统论的意味, 可是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 ∃宋论 %

中,却明确论定宋儒鼓吹的一线单传的 道统心

传 乃是无中生有的杜撰, 是专制统治者及其文

化仆从 镇压人心 的工具。可见∃宋论 %对 道统

论 的批判才是其晚年定论。

第二,反对正统儒家对于上古三代圣王的崇

拜。正统儒家认为, 周文王和周武王是不可企及

的道德楷模, 在道统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王

夫之和顾炎武却认为, 此二人乃是开中国专制制

度之最恶劣先例的人物。王夫之批评文王立制

恃一人之耳目以弱天下  , 在 取天下之经提携

于一人 方面开了恶劣先例。∀顾炎武说, 自古用

蛮夷以攻中国者,始自周武王  # , 认为周武王在

借助外族军队争夺天下、屠杀华夏族人民方面开

了恶劣先例。子曰 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  , 是说

国王的新衣如何美丽;而顾炎武、王夫之却竟敢说

国王什么都没穿。

朱熹认为, 三代以上是天理流行, 三代以下

是人欲流行  。但在王夫之看来, 这完全是无稽

之谈。他认为所谓 三代盛世  亦只是处于中华

文明发展的低级阶段,其时 国小而君多  , 暴君
横取,无异于今川、广之土司  ∃。朱熹主张恢复

五帝用之、三王因之  的肉刑, 特别是要采用剕

(剁脚 )、宫 (男阉割、女幽闭 )两种酷刑, 认为这合

乎 先王之意  , 适应 当世之宜  。王夫之责问

道:天下有如此残忍的 君子之道 吗? %

当然,也应看到, 顾、黄、王没有完全抛弃 三

代圣王 的观念。黄宗羲的 ∃明夷待访录 %就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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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托古的方式;而顾炎武在赞扬 ∃明夷待访录 %时
也有 三代之盛可以徐还  的说法。需要请出亡

灵来帮助,这是早期启蒙时期不可避免的现象。

第三,是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顾、黄、

王都是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人。顾炎武揭露

儒家 等差之爱  观念的危害性, 斥之为 戎狄之

道  。&有人劝他招门徒, 立名誉, 以光显于世, 他

明确表示拒绝。他说虽然 夫子之门人且学干

禄  ,但我就是与孔子不同。∋孟子讲 达则兼济天

下,穷则独善其身  ,又说 位卑而言高,罪也  ;顾

炎武则认为,读书人的社会责任感是不能以个人

的 穷 与 达 为转移的, 纵然地位再低,也要仗

义执言、为民请命。() 孔子是尊君论者, 而黄宗羲

则大声疾呼 为天下之大害者, 君而已矣  ; 孔子

说 天下有道,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 而黄宗羲则
主张 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  ; 孔子 三月

无君则惶惶如也  ,黄宗羲则怒斥 小儒规规焉以

君臣大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王夫之批评孔子
所谓 宽以济猛, 猛以济宽 之说, 认为这是把统

治者的个人意志置于法律之上; 又驳斥 礼不下

庶人, 刑不上大夫  之说, 认为其 不足以语王

道  ,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 刑尤详于贵, 礼必逮

于下 的主张。(

从顾、黄、王对待儒家道统论的态度、对待三

代圣王崇拜的态度、对待孔子和孟子学说的态度

可以看出,他们绝不是正统儒家。尤为重要的是,

顾、黄、王在社会理想方面与宋儒划清了界限。其

社会理想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自由经济。顾、黄、王都继承了李贽的

人必有私论  ,以此为出发点来探索经济发展的

规律。顾炎武以 有私为人之常情  的观点来考

察社会经济运作, 认识到 民享其利, 将自为之,

而不烦程督  的规律, 鲜明地提出了 为天子为百

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  ( 的命题。黄宗羲从肯定

人们追求合理的经济利益的观点出发, 主张 工

商皆本  ; 王夫之说: 人未有不自谋其生者也,上

之谋之,不如其自谋。 (!批评朱熹的农业合作化

主张只会导致 共船漏, 共马瘦  , 导致共同贫穷

和普遍贫穷。顾、黄、王一致认为,只有保障天下

人 自谋其生  的自然权利的制度才是 公  , 只有

合天下之私 才能 成天下之公  ;而专制统治者
之所谓 公  ,其实乃是彻底的 自私自利  。

第二,分权制衡。专制制度在本质上是非道

德性的,在维护非道德的制度的前提下讲道德, 本

身就是 结构性伪善  。对此,顾、黄、王有很深刻

的认识,把着眼点集中于制度的改革。与建立在

性善论基础上的 修、齐、治、平  的政治哲学不

同,顾、黄、王皆从皇帝和官员们的 私  和 欲 的
现实存在出发,来探讨有效防止政治腐败的理性

化制度建设之路。顾炎武主张 以天下之权寄天

下之人 ; 黄宗羲主张使 学校 成为决定国是、对
皇权和各级政府具有制约作用的民意机关和权力

机构;王夫之主张以 司宪者  的权力制约行政权

力。为了弥补体制内权力制衡之不足, 就必须诉

诸舆论。顾炎武提出了 清议亡而干戈至  的命
题,揭示了扼杀言论自由与社会动乱的因果关系。

黄宗羲主张要造成一个从 朝廷之上  到 闾阎之

细 都不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民主氛围。王夫
之反对 利病定于一言  的思想专制, 主张从制度

上来保障人们不因提出与君主不同的意见而遭到

迫害。

第三,法治。顾、黄、王都主张以法治取代特

权人治,确立重在防止政府官员犯罪的立法原则。

顾炎武反对特权人治的 因例立法  和 用例破

法 。他说: 法行则人从法, 法败则法从人。 (∀

法者,公天下而为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坏

天下之公者也。 (#黄宗羲痛斥全部专制法制为

非法之法  ,根本否定传统的特权人治和使好人

变坏人的政治体制, 坚决主张 有治法而后有治

人 。王夫之认为皇帝和官员都必须受法律约

束, 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其裁焉 (∃ ,认为专制政

治之腐败之所以成为不治之症, 是 法之不均  造

成的,要反贪, 就必须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尽管顾、黄、王对政治改革方案的设计还很不

成熟,但十分可贵的是,他们都坚定地认为在制度

与人们的思想意识二者之间, 制度是更为根本的、

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既然人们的奴性和素质低下

乃是专制制度所造成,所以只有改革专制制度, 才

是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顾炎武和王夫之都痛骂

李贽,甚至把明朝的灭亡归罪于李贽,这反映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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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思想的局限性,但无论他们愿不愿承认,他们还

是从李贽学说中吸取了大量的合理因素。顾、黄、

王的著作卷帙浩繁, 新旧杂陈,矛盾重重,这是时

代矛盾的反映,但衡量一个思想家的标准,主要是

看他提供了哪些前人所没有提供过的新的东西,

这才是评价他们历史地位的主要依据。

戴震的反理学是遵奉圣意吗?

对 遵奉圣意说  的回应

遵奉圣意说  来自鲁迅。他在 1934年撰写

的 ∃买/小学大全 0记 %一文中写道: 特别攻击道

学先生,所以是那时的一种潮流,也就是 1圣意 2。
我们所常见的, 是纪昀总纂的 ∃四库全书总目提

要 %和自著的 ∃阅微草堂笔记 %里的时时的排击。

这就是迎合着这种潮流的,倘以为他秉性平易近

人,所以憎恶了道学先生的谿刻, 那是一种误

解。 (%后来钱穆在 ∃国史大纲 %中亦说: 四库馆

臣做∃四库全书提要 %, 对程朱宋学,均滥肆漫骂。

此非敢显背朝廷功令,实是逆探朝廷意志,而为奉

迎。 (&近年来,有学者通过引证鲁迅的以上论述

来证明乾嘉学者的反理学是 遵奉圣意  , 以此否

定其启蒙意义; 也有的海外学者通过研究乾隆皇

帝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的关系来论证这一观

点,以为上述观点之奥援。

对此, 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乾隆皇帝的 圣

意  ,以及清朝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政策和统治术
是怎么样的。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反理学

思潮的性质就不可能得到准确的论定。应该承

认,鲁迅对乾隆皇帝 圣意  的论述还是比较准确

的。他说: 清朝虽然尊崇朱子, 但止于尊崇, 却

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

于是而有门徒, 于是而有门户, 于是而有门户之

争,这就足为 1太平盛世 2 之累。况且以这样的

1名儒 2而做官, 便不免以 1名臣 2 自居, 1妄自尊

大 2。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 1名臣 2的, 他自己

是 1英主 2 ,是 1明君 2 ,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 不能

有奸臣,既没有特别坏的奸臣, 也就没有特别好的

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子。 (∋

乾隆四十六年 ( 1781 ), 道学家尹嘉铨上疏请将

我朝 的一批 名儒  、名臣  从祀孔庙, 引得弘

历大怒,下令把他 处绞立决  , 使道学家们再也
不敢以名儒、名臣自居。其实,什么名儒、名臣, 说

穿了都是奴才。

乾隆皇帝的这一统治术, 是从他的祖父康熙

那里学来的。康熙既尊崇程朱理学, 又经常羞辱

那些讲道学的御用文人,斥之为 假道学  。康熙

三十三年 ( 1694 )闰五月, 召翰林官至丰泽园, 以

∃理学真伪论 %为题作文, 随后借题发挥, 对包括

他的老师熊赐履在内的这批道学家发泄其淫威,

狠狠加以羞辱,连已故的魏象枢、汤斌也不放过。

康熙五十四年 ( 1715)十一月, 又再次警告道学

家: 若以理学自任, 则必至于执滞己见, 所累者

多,反之于心, 能实无愧于屋漏乎?  又说: 若熊

赐履在时,自谓得道统之传, 其没未久, 即有人从

而议其后矣。今又有自谓得道统之传者, 彼此纷

争,与市井之人何异? 凡人读书, 宜身体力行, 空

言无益也。 连对他有教诲之恩的老师也要屡次

加以羞辱,其他道学家谁还敢以道统自任?

清朝皇帝反对道学家以道统自任, 但绝不是

反对或不讲道统论, 而是要遵循正统儒家关于治

统与道统合一的圣王理想, 以帝王而为道统之承

载者。康熙在 ∃/四书解义 0序%中说: 朕惟天生

圣贤,作君作师, 万世道统之传, 即万世治统之所

系也。 其所谓 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  , 就是以

政治领袖和精神领袖一身而二任的圣王自居。乾

隆皇帝更明确指出 治统原于道统  , 认为治统就
是道统的实现。康熙选择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

想,是经过长期的审慎权衡的。朱熹讲 正君心

之非  ,皇帝固然不喜欢; 但朱熹又说 臣子无说

君父不是底道理, 此便见得是君臣之义处  , 皇帝

又怎能不喜欢? 皇帝自任道统,既作君, 又作师,

从正统儒家的圣王理想来说, 其实正是朱熹所谓

正君心之非 所要达到的目的。
清朝皇帝反对道学家以道统自任, 也绝不是

反对或不讲道学,而是为了更得手应心地利用道

学,用道学来治天下人的身心。康熙屡次警告道

学家不要当言行不一的假道学家, 而要当 以忠

诚为本  的真道学家, 就是如此。雍正、乾隆年

间,更把强化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与文字狱结合

在一起。乾隆皇帝一上台, 立即将 ∃性理精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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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全书 %再次颁示诸生, 并命令召募书商, 让

他们到处去贩卖这些书籍。乾隆四年 ( 1739) ,又

颁布以程朱理学取士的八股文集 ∃钦定四书文%,

强化意识形态统治。乾隆六年 ( 1741)九月,有谢

济世注解 ∃大学 %案。当年雍正皇帝仅认为此书

有批评皇帝的 狂悖  之论, 而乾隆则进一步看到

了此书 肆诋程朱  , 是为人心学术之害  , 故命

湖广总督孙嘉淦将谢济世所注经书及刊板悉行焚

毁。类似的案件此后也曾发生过。

明白了清朝的这种意识形态政策和统治术,

就会明白, 为什么纪昀总纂的 ∃四库全书总目提
要 %既要对道学先生加以攻击, 又要以程朱理学

为标准对一切离经叛道的思想言论大张挞伐的秘

密所在。

然而,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对道
学先生的排击是 遵奉圣意  , 是否就意味着其自

著的∃阅微草堂笔记 %也是 遵奉圣意  呢? 是否

就意味着乾嘉年间的反理学思潮、特别是戴震的

反理学思想也是 遵奉圣意  呢? 如果这样, 那可

就真是差以毫厘、谬以千里了。当然,这一失误也

与鲁迅的论述过于粗疏笼统有关, 鲁迅自己就没

有看到乾嘉时期也有与乾隆站在完全不同立场上

的反理学思潮。所以他的这一见解就足以使人产

生对梁启超和胡适的戴东原研究的怀疑,导致对

此二人所主张的 中国文艺复兴说 的否定。

必须看到,乾隆皇帝的所谓 反理学  与戴震
及其弟子们的反理学完全不是一回事。乾隆皇帝

之所以羞辱和攻击道学先生, 只有从专制皇权的

统治术去加以理解,而戴震的反理学,则是站在与

清朝统治者完全对立的立场上的。对此,章太炎

是别具只眼的。他说: 清宪帝亦利洛闽, 刑爵无

常,益以恣睢, ∀∀官困于诘责,惴惴莫能必其性

命,冤狱滋烦, 莫敢缓纵。戴震生雍正末,见其诏

令谪人不以法律,顾摭取洛闽儒言以相稽,乩司隐

微,罪及燕语∀∀令士民摇手触禁。∀∀震自幼

为贾贩,转运千里, 具知民生隐曲, 而上无一言之

惠,故发愤著 ∃原善 %、∃孟子字义疏证 %, 专务平

恕,为臣民诉上天, 明死于法可救, 死于理即不可

救。又谓衽席之间,米盐之事, 古先王以是相民,

而后人视之猥鄙。其中坚之言尽是也。 ∗)又说:

戴君生雍正乱世,亲见贼渠 (指雍正皇帝 引

注 )之遇士民, 不循法律, 而以洛闽之言相稽, 哀

矜庶戮之不辜,方告无辜于上,其言痛绝。∀∀寿

不中身,愤时以陨, 岂无故邪?  ∗

章太炎认为, 戴震的立言宗旨有两条: 首先,

他目睹了满清帝王借助于程朱理学益以恣睢、大

兴文字狱的惨状,所以,其批判矛头是指向惟借程

朱之言以罗织士民罪名的满清政府的, 是为受迫

害的人们鸣不平的,这是戴震发愤作 ∃原善 %、∃孟

子字义疏证%的宗旨之一; 其次, 他有过自幼为贾

贩、转运千里的人生经历, 因而具知民生隐曲, 深

切同情人民的痛苦, 而满清政府却对人民的痛苦

无动于衷, 视人民的生活欲求为 猥鄙  的 人

欲 , 所以他要为人民的生活欲求大声疾呼, 这是

戴震发愤作 ∃原善 %、∃孟子字义疏证 %的宗旨之
二。太炎先生的这一论述,实在非常深刻,完全切

合思想史的实际。戴震是把批判程朱理学与批判

清朝统治者结合在一起的, 而且首先是针对清朝

统治者的。在 ∃原善 %中, 他揭露了 在位者多凉

德而善欺背 、行暴虐  而 以为民害  、肆其贪

而不异寇取  等罪行, 把社会风气的败坏归结为

统治者 贪暴以贼其民所致  。∗ 如果我们对戴震
的著作稍微读得仔细一点, 谁还能说他的思想言

论是 遵奉圣意  呢?

不错,当纪昀受命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

时,他是御用文人, 不能不 遵奉圣意  ;当戴震因
为写 ∃孟子字义疏证 %在四库馆受到批判时, 纪昀

拿起该书, 攘臂扔之  , 怒道: 以诽清静洁身之

士,而长流污之行 ,这种在批判会上常见的情形
不能不说也是 遵奉圣意 。然而, 纪昀与戴震毕

竟有着 披肝露胆两无疑  的真挚友情,并深受戴

震思想影响, 因而鲁迅说 ∃阅微草堂笔记 %也是

遵奉圣意  , 而不是 憎恶了道学先生的谿刻  ,
就完全不合乎事实了。我们看 ∃阅微草堂笔记 %

中有那么多反映下层民众在程朱理学统治下横遭

迫害和摧残的故事, 有那么多揭露道学先生借礼

教以杀人、为下层民众的苦难鸣不平的文字,真可

以说是字字血、声声泪, 令人痛断肝肠, 而不能不

激起对旧礼教的愤恨, 这就不是 遵奉圣意 所能

够解释的了。其实, 鲁迅在 1924年 7月所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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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 %的演讲中就曾替纪昀讲
过几句公道话,说他 很有可以佩服的地方  : 他

生在乾隆间法纪最严的时代, 竟敢借文章攻击社

会上不通的礼法, 荒谬的习俗, 以当时的眼光看

去,真算得很有魄力的一个人。 ∗!然而此时的鲁

迅又说 ∃阅微草堂笔记 %对宋儒的批判 与见于

∃四库总目提要 %中者正等  ∗∀ , 将完全不同性质

的两回事混为一谈。这一认识的误区,也就为他

在十年后提出∃阅微草堂笔记 %的反理学是 遵奉

圣意 埋下了伏笔。鲁迅看透了中国的读书人向

来有 遵奉圣意 的传统,看透了那些不知是 愚不

可及  还是 精明过人 的大学教授们跟在党国要

人们后面乱起哄的闹剧, 这是他的独具眼光之处,

但就是缺少了那么一点作具体分析的史学功夫。

戴震宣称 解蔽所以尽吾生, 尽吾生所以尽

乎义命之不可已  。作为一位自觉地以启蒙为毕

生使命的哲人,他对 18世纪中国启蒙思想的发展

作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

第一,他继承了李贽和明末清初学者对正统

儒家道统论和宋明道学的天理本体论的批判,

发狂打破宋儒家中太极图  , 从 一阴一阳  的

道之实体 引申出 血气心知 的 性之实体 ,建
立了基于自然物质演化的宇宙观和自然人性论的

人学本体论学说。 宋儒家中太极图  与 虞廷十

六字诀  或 孔门传授心法  一样, 都是道学的命

根子, 李贽和顾、黄、王都曾由此入手来批判道学,

解构宋儒的天理本体论,但他们理论建树却有不

同:李贽直接从 一阴一阳之谓道  引申出 厥初

生人, 唯是阴阳之气、男女二命  、人即道, 道即

人  的人学本体论; 顾、黄、王的理论建树则大致

遵循着回归气本论, 从自然史观引申出人类史观

的路径;而戴震的思路正似可看作是以上二者的

综合而更接近于李贽。

第二,他批评宋儒 详于论敬而略于论学  ,

确立了 我  作为求真的知性主体的地位。他提

出的 不以人蔽己, 不以己自蔽  的命题, 与西方

近代哲学家培根提出的 破除四种假像  说具有

内在精神实质的一致性。他提出要区分真理与

意见 ,强调人们在认识中很容易犯错误的可能

性,这种 理性的幽暗意识  有助于形成宽容不同

意见的多元文化心态。他推倒了宋儒关于 理  
的谬说,恢复了 理 作为具体事物之 分理  的本

来意义,又把依据公理而作严密推导的方法引入

中国哲学研究,为进一步论证人的自由提供了知

识论基础。没有证据表明他读过王夫之的著作,

但他 察分理 的学说却与王夫之的 理一分殊新

解 , 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第三,在人的感性生活和道德伦理方面,戴震

建立了他的情感哲学。他破除了作为专制主义愚

民政策之理论依据的知识有害于道德的观念, 认

为知识乃是道德的必要条件, 提倡建立在科学认

知基础上的道德自律而反对伦理异化的他律, 与

近代西方伦理学的观点完全一致。他揭露了程朱

理学的三大社会危害: 苛责君子而纵容小人, 以

理杀人 而 适成忍而残杀之具 , 适以穷天下之
人尽转移为欺伪之人  。他讲 后儒冥心求理, 其

绳以理,严于商、韩之法 ,比起王夫之以 申韩之

儒 来论定程朱理学的性质来, 又前进了一步。

他反对程朱理学舍情而言理, 而他则处处联系着

情来讲理,提出了 理也者, 情之不爽失也  、未

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  、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

理 的命题, 具有鲜明的近代人文主义特色。在

理欲关系上, 他认为 欲  乃是根于人之血气的

以生以养之事  , 认为 欲  是人类活动的原动

力,揭露宋儒理欲之辨的反人道性质,提出了使天

下人人皆能遂其欲的近代社会理想。

戴震的思想不是孤鹤独唳, 而是一种新的时

代思潮。在乾嘉时期的思想界, 与戴震并世而立

的有大声疾呼 废道统之说  的袁枚, 有呼唤 学

者当自树其帜  、自称 青春在眼童心热, 直摅血

性为文章  的郑燮, 有明确反对把政治伦理原则

凌驾于实事求是原则之上的王鸣盛、赵翼、钱大

昕;更有继承戴震学脉及其思想的一批学者,如洪

榜、汪中、焦循、俞正燮、李汝珍等。与黄宗羲一

样,戴震和俞正燮的思想也被蔡元培称为 伦理

学界自由思想之先声  ∗# ; 而李汝珍在 ∃镜花缘 %
一书中对旧礼教的批判, 特别是其关于女儿国的

描写,更被胡适誉为 世界女权史上的一篇永远

不朽的大文 ∗∃。龚自珍作为戴震的嫡传弟子段

玉裁的外孙,其思想则兼有李贽、顾炎武和戴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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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对晚清梁启超那一代人起到了 若受电然  的
思想解放作用。

通过深入研究明清之际的思想文化变迁, 笔

者更加深切地感觉到,滥觞于梁启超、胡适之而奠

定于侯外庐、光大于萧 父的 早期启蒙说  , 并

不是可以轻易否定的。现代新儒家从维护单一凝

固的道统为出发点,认为宋明道学直接孔孟, 以宋

明道学为民族文化的源头活水。而事实上, 中国

文化绝非正统儒家思想所能涵盖。先师萧 父先

生主张从变化了的社会存在和历史向中国人民提

出的现代化的现实任务出发来审视传统,把传统

看做是寓于中国人民的历史实践和 殊途百虑之

学  中的不断发展和更新的历史文化之流, 把明

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看做是传统与现代化的历

史接合点,才是适乎时代潮流、合乎历史前进方向

的至当不易之论。

! # 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 %卷二七∃紫柏评晦庵 %,中华书局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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