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社会科学》2012 年第 5 期 Social Sciences in Yunnan No.5，2012

历来对先秦儒家人性论的探讨，大都纠缠在善恶之争

上。虽有个别学者跳出窠臼，提出新见，却应者寥寥，以致

无谓之争延续至今。早在 20 纪 30 年代，张岱年便在《中国

哲学大纲》“人性论篇”中针对善恶之说提出了很多令人耳

目一新的看法，其中两点尤其具有方法论意义，为后学摆

脱无谓纠缠指明了方向：

首先一点是，性善性恶之说的目的并不是追问人性是

善还是恶，而是追问善是否从人性而来：“自来论性者，并

非专为研究性而研究性，……在形式上是问：性是善的抑

恶的？在实际上却是问：善是性抑恶是性？所注意者不在性

之实际内容，而在善恶的起源。其目的乃在于探究善是固

有的抑是外铄的。”[1](P240～241)孟子、荀子的人性理论历来被称

作“性善”说、“性恶”说，这种表述上的主谓结构使人很容

易把人性视为讨论的重心。而张岱年的观点则透过字面直

探根本，提醒我们成德才是儒学的根本目标，德即善从何

而来如何完成才是根本问题。纵观先秦诸儒的回答———从

周公的天命到孟子的人性再到荀子的伪，可知对人性问题

的思考从属于对儒学根本问题的思考。并且，“性善”说与

“性恶”说的位置有所不同。前者直接论证了善自性出，而

后者则是为了论证善自伪出所做的铺垫。从这个意义上

讲，与“性善”说对应的，是“伪善”说而非“性恶”说。

另外一点是，各家对人性内容的理解不同，源自他们

对人性定义的理解不同：“研讨历来的性论，首先应注意

的，是各家所谓性之本义。不先明白一家所谓性之本义，则

其理论的真实内容，是必无从了解的。”[1](P184)在张岱年看

来，孟子只承认人“生而自然”中贵于禽兽的部分才是人

性，故其所谓人性的内容自然是善；而荀子则强调生即完

具的部分才是人性，故将孟子所说的有待扩充的善之端排

除在外。因此，孟子所谓人性与荀子所谓人性，并非一事[1]

(P185～191)。张岱年把荀子对人性的定义理解为生即完具，依据

的是《荀子·正名》中对性的界定：“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

他把“所以然”解释为“所已然。”[1](P189)实际上，他在此处的

训诂并不正确。虽然“以”可以训为“已”，但把“所以然”解

释为“所已然”则于故训无征。尽管张岱年的观点于枝节有

先秦儒家人性论重释

张 炳 尉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文艺学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5）

摘要：先秦诸儒的人性理论被不断误解以致聚讼纷纭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对人性的定义各不相同，并且从属于道德

建构的不同层面。先秦诸儒对道德根源的探索，经历了由天命到天生再到后天人为三次层面选择的演化；与之相应，作为

道德建构的重要途径，他们对人性的定义也经历了从生来固有到价值取向、自足无待再回到生来固有的三次演化。对此，

后学长期缺乏深解。至宋儒出，始能综合道德建构的各层面与人性诸义，创立新的性命理论体系。考察以朱熹为代表的宋

儒在其新体系中对旧说的安置，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先秦人性诸说的理论效力与局限。
关键词：先秦儒家；人性论；道德建构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12）05—0039—04

收稿日期：2012－03－11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先秦性命思想及其对文论的影响”（项目号：2009045031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炳尉（1975～），男，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研究中心讲师。

39



误，却无损其根本。纵观先秦诸儒对人性定义的理解，生来

固有的本义是他们歧见纷出的人性理论进行对话的基础。

后来，孔、孟在此基础上建构出价值取向、自足无待的涵

义，而荀子则刻意返回到生来固有的本义。相对于善恶的

表面差异，先秦诸儒为什么要对人性做不同的定义，才是

真正值得深究的问题。

将上述两点融汇贯通并继续深入，会发现先秦儒家对

道德根源的探索，经历了从天命到人性再到人为的三次层

面的选择；而在每一次选择中，人性论所处的位置、所起的

作用各不相同；并且，这些不同正是通过重新定义人性来

完成的。在这一阐释图景中，先秦儒家人性诸说的理论效

力、相互关系、发展脉络，会得到与以往大不相同的呈现。

一

伴随着周代商而成熟的“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

王》）的思想认为，天命并不固定，得失系于王的道德行为。

王道德行为的核心内容是，节制一己的欲望而在最基本的

程度上满足众民生来固有的生理需求。这种思想把人的价

值建立在对天命的执行之中，使人的行为可以对最高价值

的实现产生积极作用。但价值根源于发号命令的天，人性

只是王执行天命的行为对象。并且，天命仅降于王，如此价

值只是一个人的价值；王完全听命于天，如此价值只是外

在价值。在这种思想体系中，人性意识还未觉醒，只是天命

观念的附庸。

为了在每个人自身建立化成天下的价值根源，孔子打

通了天人沟通的一与众的两个极端———天命与天生。天命

提供了价值根源，而天生则使价值根源内化于每个人自

身。尽管罕言“性与天道”，但孔子所屡言的“仁”具备了普

遍性与超越性，实际上就是他的天命人性论[2](P80～89)。所谓普

遍性，是指成就仁德的可能性为人生来所固有，每个人都

拥有这种能力；所谓超越性，是指仁为至德，堪与圣并。孔

子用人性融合天命，将原本受命于天的外在一人之德根植

在每个人的本性中。这样，他的立论就使人性的涵义在生

来固有的本义基础上，具有了价值取向的新义。

孔子没能把仁的普遍性与超越性推到极致[3](P240～241)，留

下了“性相近”这一模糊的说法。至孟子出，标举“仁者无

敌”（《孟子·梁惠王上》）、“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

下》），才在理论上赋予了根源于恻隐之心的仁以化成天下

的无穷力量，使每个人都拥有了完成道德的内在力量。对

于自己的好辩，孟子说是为辟杨、墨而不得已。值得注意的

是，《孟子》一书，除了一般性地表明反对杨、墨的立场之

外，对墨家的具体批评仅有一处，即在《滕文公上》中对夷

子的爱无等差说的批驳。如果说，墨家的人性理论比较贫

乏，只是从取法天志的角度解释了兼爱的合理性，故孟子

的批驳，着重在唤醒其人内在的道德情感，而并未作太多

的理论发挥。那么，《孟子》一书竟然没有一处针对杨朱的

人性理论进行直接驳斥，就令人不能不倍感疑惑了。要解

开这个疑惑，需要先分析一下杨朱之说对儒家的人性理论

究竟构成了怎样的威胁。

尽管一度“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下》），杨朱之书

却未能流传下来。除了《孟子》、《韩非子》、《淮南子》等书中

的零星记载之外，冯友兰认为，《吕氏春秋》中的《本生》、

《重己》、《贵生》、《情欲》、《审己》五篇，集中表达了杨朱学

派的观点[4](P105～110)。其主旨是，确立肉体寿命为人性的具体

内容，以得自于天来强调它的价值方向，并极力证明这种

价值的至高无上。这种养生论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在处理

肉体寿命与感官欲望的关系上，反对放纵而主张适度满足

欲望，以此来实现生来固有的寿命。养生论者的入室操戈

非常有力，因为寿命或欲望的确比儒家提倡的仁义道德更

接近一般人对人性的常识理解。因此，后学要维护、发展孔

子的建构，就必须在进一步确立人性的价值取向涵义的同

时，对仁义而非寿命、欲望才是人性，做出强有力的论证。

从后来孟子的论述来看，他深刻地体认到了来自养生论者

的威胁并做出了针锋相对的还击。

二

孟子对论敌的还击、对孔子在人性层面进行道德建构

的维护与发展，是分三步完成的。第一步，驳斥告子的人性

无定向说，肯定人性具有内在趋向；第二步，针对养生论者

的威胁，论证仁义道德根于人性。显然，仅有这两步努力，

还不足以击退论敌的挑战。因为孟子只是论证了仁义道德

与口腹之欲一样同为生来所固有，还没有进一步论证，只

有在道德中，每个人才能拥有实现自身价值的内在力量，

而这正是他所要做的第三步努力。对此，孟子是通过性命

之辨完成的。

《孟子·尽心下》云：“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

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

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

40



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

也。”这段话对性、命进行了反复辨析，对深入理解孟子的

人性论有重要意义。历代学者对于其中最为关键的“性

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的解释，见仁见智，莫衷

一是。会通诸说，异中观同，或能对冲阐释者的主见，凸出

孟子的本意。

综观诸家对《孟子·尽心下》“口之于味”章的解释，都

认为两“性”字的涵义有所偏重，“性也”强调生来固有的涵

义，“有性焉”则更强调自足无待的涵义。而他们对两“命”

字的具体内容的理解虽然大不相同，但都认为“有命焉”、

“命也”是指受制于外力。先看对“有命焉”的解释。赵歧、焦

循强调欲望的满足受制于外力而无法自主；戴震也认为不

可放纵欲望；黄宗羲指出理为气的主宰，则是在强调道德

相对于欲望在价值上的优先性。这些说法的一致之处正在

于，道德之所以具有优先性，是因为在实现上人可以自主。

朱熹的综合理与气以为解，正是这种一致性的体现。再看

对“命也”的解释。赵歧、朱熹、戴震、焦循都指出道德的完

成受制于外力；黄宗羲所说的天地万物公共之理，也是指

理为外在的道德律令。

尽管孔子的尝试，使西周以来对人的价值的探索有了

飞跃性的进展，但他的理论建构还不够完善，并遭到了论

敌强有力的挑战。对此，孟子先驳告子，维护了人性的价值

取向涵义；再针对养生论者，论证了道德如欲望一样，为人

生来所固有；最后，建构出自足无待的新义，把欲望排除在

了人性之外。这样，通过对人性涵义的建构，孟子在理论上

赋予了每个人完成价值的内在道德力量，完成了孔子未能

最终完成的人性层面的道德建构。

三

孟子的人性论，习惯上被称为“性善”说。值得注意的

是，“性善”一词在《孟子》中仅出现过三次。一次出现在《滕

文公上》，即“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另外两次出现在

《告子上》，先是公都子引用其他人的人性论，其中包括“有

性善，有性不善”的说法；接下来，公都子称孟子的观点为

“性善”，并发出“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的疑问。与孟

子有关的两次，都是他人称孟子的观点为“性善”，而孟子

本人从不这样表述。

一旦把孟子的观点表述为“性善”，便很容易引起一

些误解与混乱。首当其冲的是，“性善”的表述会让人觉得，

孟子认为性中没有恶之端并且已经善。这样就产生了问

题：人性果真如此的话，善恶纷纭的实际状况又当如何解

释？公都子所引的三种说法，其共同点是，否认人性有统

一、固定的方向；因此，在解释善恶纷纭上，似乎更有效力。

孟子在生来固有、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又建构出人性的自

足无待的新义。在三义具备的人性概念中，孟子只承认仁

义道德是人性。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人性中没有恶之端。但

正如孟子所说的“君子不谓性也”、“君子不谓命也”，这样

一种人性，只是少数人在性本义的基础上所做的刻意建

构，不会被人们普遍理解与接受。因此，当人们守着仅有生

来固有一义的人性概念时，人性中没有恶之端便成了问

题。至于已经善的问题，孟子反复强调，恻隐之心只是仁之

端，扩而充之，达之天下，方为成仁，他从不认为人生来就

已经善。

更为重要的是，“性善”的表述会让人觉得“性”是重心

所在，孟子的人性论是就人性而讨论人性，从而忽略了人

性论建构只是他进行道德建构的工具。在人性层面进行道

德建构，其理论局限在于，性自天生，终不能摆脱天的笼

罩。在周初天命观中，天固然是价值根源。即便是发展到

孔、孟的人性论，主宰力量已被降至最低，但作为人性之所

自出，天仍不失为价值的根源。这样，孔、孟建构的道德，距

离普遍的人的内在价值仍有一间之隔。至荀子出，他深察

先儒在价值根源问题上的未尽之处，通过“天人相分”、“性

恶”之说，将天的道德性彻底颠覆，尝试在天命、天生之外

的“伪”即后天人为的层面进行道德建构，以使人的价值彻

底摆脱天的笼罩。从道德建构的层面选择的序列演进来

看，荀子的“性恶”说对于先秦儒家性命思想的发展，有着

不可替代的贡献。但是，他在把价值根源由天归于人的同

时，又把它归于圣人，如此则价值内于一而非内于众，结果

圣人虽无天之名却有主宰之实，反而跌向了法家的专制。

与此同时，其贡献也为弊端所掩，长期不为人所察。

四

字面上针锋相对的“性善”说与“性恶”说，根本不是在

同一个层面上讨论问题。孟子建构出自足无待的新义，在

人性层面进行道德建构；荀子则刻意退回到生来固有的本

义，以人为取代天生，在“伪”的层面进行道德建构。尽管选

择的层面不同，却有着相同的祈向，即赋予每个人完成自

身价值的内在道德力量。对于其间的异同，后学长期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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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透的理解。很多学者只是在生来固有的本义上，简单地

视性善说与性恶说为儒家人性论内部的歧见，并试图以经

验事实为据，对它们加以整合，而缺乏孟子、荀子在人性定

义、层面选择上的自觉。其中，扬雄的善恶混与韩愈的性三

品之论最具代表性。在佛家心性论的长期刺激下，至宋儒

出，才对人性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先儒的分歧进行

了富有思辨力的整合。耐人寻味的是，这些被传统派系之

争、现代学科体系分装在不同阵营、赋予了不同名号的人，

在对问题的确认上，达成了相当程度的共识。一方面，宋儒

普遍认为，性是就起点而言，善恶是就终点而言；因此，性

不可以善恶论。另一方面，他们还认为，性三品论所说的智

愚，与人性的善恶不完全是一个问题。王安石在《原性》中

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苏轼在《扬雄论》中做了更为充分的论

述，张、程、朱、陆等人将性与气加以区分，也是有鉴于此。

在解决方案的设计上，按照对人性涵义理解的不同，

可以把宋儒的人性理论分为三大类：一类在生来固有的本

义上立论，在重教化的立场上，漠视甚至否定人性问题存

在的合理性。代表人物是王安石、欧阳修。另一类兼顾价值

取向、自足无待、与生来固有三义，反对流行的性体情用之

说，试图以“才”的概念来收纳善恶诸说。代表人物是苏轼、

陆九渊，可惜他们语焉未详。苏、陆的努力被以程、朱为代

表的第三类学者很好地完成。朱熹常常称赞，程子指出论

性不论气则不备，论气不论性则不明，极有功于儒教。性即

天命之性，气为气质之性；前者是在价值取向、自足无待的

涵义上，以义理言性，后者是在生来固有的涵义上，以气禀

清浊言性。义理之性本然纯善，不与恶对，这一设置解决了

内在道德力量的问题，坐实了性善之说。以此为中心，一方

面辅以气质之性的设置，以气禀清浊解释善恶不齐，把性

恶、善恶混、性三品诸说收纳进来；另一方面辅以体用、未

发已发、心统性情之说，以情的可中节也可不中节，为践履

功夫留下空间。在这两方面之间，也做了很好的贯通———

气禀的不齐造成了智愚贤不肖的差别，智者过之，愚者不

及，皆不中节；但通过性其情，可以变化气质，臻于至善。

比较宋儒的三类人性理论，朱熹等人之说尤能融合多

种学术资源，兼顾善、恶、三品诸说，以体用思想为架构进

行创造性重构。考察他们在其新体系中对旧说的安置，可

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先秦儒家人性诸说的理论效力与

局限。首先，天命层面的道德建构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只能

建立外在之德、一人之德。因此，在新体系中，天命在很大

程度上被收融在人性之中。天失去了的人格神的涵义，但

天命的形式意味被保留了下来，用以保证道德的至高无

上。其次，在具有价值取向、自足无待之义的人性层面进行

道德建构，距赋予每个人内在道德力量的目标最近。实际

上，新体系的核心是以体用思想对孟子人性理论的创造性

重构。把性建构为形上本体，是对性自天生的合理发挥，是

以人性为主导的与天命的相互融合；把情作为性的发用，

强调对四端的扩充，则解决了性善带来的无处用功的问

题。最后，在人为层面进行建构，由于颠覆了先验的道德规

范，故而有迷失方向的危险。因此，仅具生来固有之义的气

质之性，只能作为义理之性的补充，主要用来解释性恶、善

恶混、性三品诸说。

先秦诸儒的人性理论被不断误解以致聚讼纷纭的一

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对人性的定义各不相同，并且从属

于道德建构的不同层面。先秦诸儒对道德根源的探索，经

历了由天命到天生再到后天人为三次层面选择的演化；与

之相应，作为道德建构的重要途径，他们对人性的定义也

经历了从生来固有到价值取向、自足无待再回到生来固有

的三次演化。最初，周代成熟的“天命靡常”的思想，在天命

层面进行了道德建构，以天之所命的形式把道德赋予王一

人，而生来固有的人性只是王道德行为的对象。在这种思

想体系中，人性论只是天命观的附庸。后来，孔子的仁学思

想使人性具有了价值取向的涵义，孟子更在此基础上建构

出自足无待的涵义，从而以人性融合天命，把成德的内在

力量赋予了每个人，完成了人性层面的道德建构。最终，荀

子刻意回到生来固有的人性本义，以“性恶”、“天人相分”

等说否定了天的道德性，为自己在后天人为的层面进行道

德建构扫清了障碍。对先秦诸儒的道德建构的层面选择以

及与之相应的人性定义的变化，后学长期缺乏深解。至宋

儒出，始能综合道德建构的各层面与人性诸义，创立新的

性命理论体系。考察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在其新体系中对

旧说的安置，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先秦人性诸说的理

论效力与局限。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2]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1.

[3]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谢雨佟］

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