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性乌托邦：孟子诗教及其儒学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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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孟子的学说当中，诗教具有一种基础性的构成作用。孟子意义上的

诗教，其核心是一种可以称之为“心性乌托邦”的动力机制，后者代表的是一种

“具体”而又“超越”的、沿着心——性——天展开的教化径由与教化方式：孟

子意义上的诗教，首先是通过“言教”，对于个体心性进行儒家道德价值的感发、

提撕与教化的作用机制；进而，它通过“气”和“养气”的“循环”，不仅将儒

家道德伦理体系与价值实践模式安置在士人个体生命与心性的“自然”层面之上，

而且以将其编织进一个准宗教性的生命仪轨和价值认信体系当中的方式，来敦促

士人履行儒家的道义责任。总而言之，孟子“心性乌托邦”的诗教机制、格局最

终建立起来的，是儒家关于个体心性、生命仪轨及价值认信的超历史、超时空的

教化与修为体系，因此它能够跨越时空阻隔，引发历代儒家士人的强烈共鸣，激

发其道德心性与“虽千万人吾往矣”道义责任担当。    

[关键词]：诗教 心性乌托邦 知言 养气 浩然之气  

 

孟子所处的时代，是诸子争鸣、心智纷驰的时代，但士人精神化、心灵化的文化身份和

存在方式，与战国时期崇尚武力、交相攻伐、唯利是图的混乱时代特征形成的对比更加鲜明，

同西周甚至春秋时代相比，士人的心灵世界、心智图景与政治社会之间的不和谐及冲突也变

得愈加突出。然而，或许正因此，从孟子开始，儒家士人以其心智、心术承担社会责任和道

义责任的历史形象变得明晰起来，其心智演化及运作方式本身也变得触目：之前，人们不知

道尧、舜、汤、武、周公是怎样施展其治术和圣哲心术的，人们能看到的只是结果；孔子虽

然也有十分具体的历史文化焦虑与命运嗟叹，但其作为“个体”的心性仍然不甚具体、显著；

孟子使得儒家的圣哲心智不再是一个混沌的隐秘机制，而凸显出其本身的运作机理和作用方

式，乃至不得其伸的焦虑——这其中包括关于“心智”本身的焦虑，而不只是心智对他物、他

事的焦虑。这与道家对“知”或心智本身的迷茫以及“绝圣弃智”的批判性要求或许构成某种呼

应关系，它们共同描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状态与历史特征。具体到孟子来说，在如何处置涉

及心灵、心智与“人情”领域的这块“圣王之田”（《礼记·礼运》）的问题上，诗教发挥了比人

们通常认为的更为关键的作用，而在孟子的学说整体当中，诗教也由此具有一个更为基础性

的地位。当然，孟子并非儒家诗教传统的泛泛的继承者，孟子的诗教具有其特定的文化历史

责任张力与内在结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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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诗教在孟子学说中的基础性地位 

 

在《孟子》这部经典当中，通过引用和解说《诗经》当中的篇什来展开其论说与雄辩，

是一个突出的特征（共计 36 次）。在这一表面现象的背后，或许是《诗》或《诗经》这部经

典在孟子心目中的特出地位，与儒家传统诗教在孟子学说当中的某种核心性作用。“王者之

迹熄然后《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这是孟子梳理出来的儒家

道统和儒学发展历史。王者之迹，就是儒家理想当中行大道的“大同”之世、“公天下”之世，

以及尧、舜之君的丰功伟烈，大道通行的治世生活与圣王之迹，决定了《诗》主要的内容和

形式。在儒家士人看来，在“大同”之世，“诗者，志之所之也”（《毛诗序》），由诗性的文化意

义经纬所编织起来的理想世界、诗人之志表征的价值理想，与“天下为公”的社会现实是相符

契、一致的，也可以说，此时《诗》（价值理念）与《书》（现实政教）是统一的，政治——

社会的价值理念，全面落实展、开为政教与政治实践的现实承担。因此，《诗经》作为儒家

要典，不是一部简单的文学作品集，《诗经》当中的诗篇所维系与保存的生活方式、道德秩

序和制度形式方面的“王者之迹”，寄托了儒家社会历史理念、政制建构、人伦关系方面的整

全性理想，是诗教发挥礼义教化作用的前提保障，同样也是儒家努力企及的终极目标与结果。  

不过，从儒家士人心目当中的尧舜之世到孔子所处历史时代，确实已经构成一种“螺旋

式下降”的历史现实等级，纬书中引孔子的话说其“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事实上是

体现出了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错落和差池关系。在前者“天下大同”的理想化境况下，“人不独

亲其亲，独子其子”（《礼记·礼运》），因而都没有必要刻意地从个体的角度着眼理想与现实的

问题，甚至就连尧帝这样的圣人，人们也看不到他的具体人格形象：“其仁如天，其智如神，

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史记·五帝本纪》）。但当这个活生生的生活世界（而不只是某种教条、

某种思想、某个历史事迹）整体上不再起作用时，面对浊乱之世，理想当中的社会价值理念，

只能由少数人乃至个体人格来担当，而对于它的践行，也只能在各种现实的历史局限性当中，

以各种“不得已”的方式展开。于是，孔子只能作《春秋》，以《春秋》当王法，代行天子诛贬

赏罚之权。此时，其“志”和其“行”，不可能简单地一致或统一：   

 

《诗》为志，则《书》为行；《春秋》为志，则《孝经》为行。实则《春秋》与《书》

同为行，《春秋》、《尚书》皆分《诗》之一体。
1
  

 

廖平说《春秋》和《书》同为“行”，但这两者仍是有级差与区别的，《春秋》在此代表了

在一个了“螺旋式下降”的历史趋势当中的比例中项与联系中介：《春秋》既是“志”也是“行”，

相对于《诗》《书》所代表的“王者之迹”，它是圣人努力实践、践行这种大同之世的价值理想

（“志”）的“行”；但相对于春秋乱世，它基本没有多少在现实当中实行的可能性，更多的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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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存在于圣人心中的纯粹理想化的“志”。“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恰恰在这种心志

与行为的错落、落差当中，儒家圣人的历史化的人格 “身位”，第一次出现在儒家所描绘的道

统世系和历史场景当中：尧、舜当然是伟大人物，但其心性人格同构于大同之世的政教格局

整体当中；宋明儒者只见其学、其“理”，个人人格隐失在学理当中；孔子居于这二者之间，

只能以其具体的人格身位的历史性在场，来担当和践行儒家价值理念，因此其“志”与其“行”

都很重要，缺一不可，人格化的圣人形象由此完型，从而代表了儒家士人文化身份演变与中

华文化的一个关键转折之处。这一切的前提条件与必要性，就是包括圣人与士人、也包括庶

民的个体人格，从正面与负面双向的历史性的觉醒，于是，面对天下滔滔的乱世，以《孝经》

之“行”实践《春秋》之“志”，是不得已的选择，但这恰恰是对于“《诗》之教”的具体的、历史

性的践行：“孔子重《诗》之教，显以此为经学之总归，六经之管辖”
1
。在孔子这里，诗教的

价值理想和目标不仅始终是儒家的起点，同时，它更是一种通向理想与目标的具体的实践途

径与教化方式，一以贯之地贯穿了儒家士人的思想、信念体系与儒学历史始终：因为只有诗

教，才能同时从“最高处”与“最低处”着眼，构成整合参差不齐的历史局限性与现实具体性的

融贯视野——这同样是诗与诗教的精神。     

这样的情形，到了孟子的时代变得更加突出，而诗教在这时也尤其凸显出其对于儒家道

统存亡继绝的重要性。在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道德底线进一步下降，从诸侯到庶人，

崇尚的是武力和利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孔子《春秋》经教与文字褒贬也已经不再起作用。

《孝经》讲述的本来只是基本的人伦要求和“独善其身”的伦理法则，但在这个时代，就连“《孝

经》为行”都已经不再是现实的可能性，它本身需要经由教化过程，也许才能免于人伦普遍

沦丧的可能性。于是，孟子更加深切地意识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

子·离娄上》）的关系。按照孟子的逻辑进一步推论，或许就是“身之本在心性”。在孟子来说，

这个“心性”不是宋儒那样的形而上学抽象概念，而是指向具体的人伦、道德个体，孟子的思

想视野在当时所面对与朝向的，似乎也多是一个个具体的、普通民众的个体人格：“一夫”“顽

夫”“懦夫”“薄夫”“鄙夫”……从而所谓“自暴”“自弃”“自侮”“人侮”（《孟子·离娄上》），在孟子看来

也都系之于个体。因此，个体人格和个体心性大面积的历史性浮现是孟子意义上的诗教的可

能性条件，但同时也恰恰说明了其必要性。于是，孟子自觉秉承“王者之迹”，接续与践履周

公之志，重回《诗》教传统，重建《诗》教的教化实践格局。《诗》教需要在这里发挥的，

是对于个体心性的乌托邦式的感发、提撕和教化机制：  

 

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君无父，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

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

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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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的使命是在重建与推广周朝王制的起点上教化夷狄，而“无君无父”则是孟子对于他

自己时代人伦纲纪的特征与废弛程度，进行的普遍性的精确判断，在这一点上，“中国”之地，

几乎已经类同于“无君无父”的戎狄和蛮夷。孟子于是转向个体，转向个体心性，把个体心性

作为诗教的教化之田。从“个体”的教化出发并不是孟子的“现代”意识，而是孟子意识到，必

须从起点上拯救和重建被彻底败坏的道德价值与伦理生活。与此相应的，就是诗教传统的“感

发兴起”的“具体”举措：这种“具体”性，就是一种对于个体“心性”的乌托邦式的、“具体”的提撕

作用机制，这种教化努力达到的结果，就是希望上述那些教化对象能够由此“莫不兴起”（《孟

子·尽心下》）。所以，孟子所谓的“民为贵”不是随便说说而已，说孟子心中存在着一个乌托邦

也不能算错，但这个乌托邦不是一个“虚幻”“空想”意义上的贬义词，也不是简单地期望社会

历史层面的尧天舜日的重现，而是一种心性的“乌托邦”，是人的个体心性在诗教式的教化作

用之下，一种能够“感发兴起”、臻于善性，乃至向着“至善”的目标不断攀升的机制。 

反过来说，诗教因此在孟子就具有一种对于其学说的基础性构成作用。从诗教的观念格

局出发，孟子对于人性与人伦纲纪的构成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方式，他将包括孔子在内的儒

家传统对于性、命之类的范畴从一个相对静止、恒定的理解，推进到一种活络的、生动的、

动态的理解方式。“莫非命也，顺受其正”（《孟子·尽心上》），“命”包含一种否定性和限定性方

面的边界与边际意味；但儒家之所以为儒家，就在于它不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

子·人间世》）。这其间，孟子的思想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尽其道而死，正命也”（《孟子·尽心

上》），孟子从道家绝望的地方出发，而没有在天生之“性”与无可奈何之“命”当中消歇：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逸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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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

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尽心下》） 

 

孟子式的儒家并没有完全否定“生之谓性”和自然之性，同样，也没有从纯粹人性化的意

义上去理解道德价值与伦理世界，而是指向一种自然与道德之间相互连通、相互规定、互为

基础的理解方式：“不谓性也”“不谓命也”的错综性，带来的是一种人性与人伦理解的动力性

与复杂性，以此将主体的价值激情和实践意志调动起来，并由此进入道德与人伦世界的立体

化的纵深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讲，说儒家整体上具有一种不愿意简单地安之若命、知其不可

而为之的乌托邦精神，这并不确切；准确地说，是儒家对于人心世道具有一种不同的认知方

式和思考格局：从“命”的角度来看待口目声色之“性”，并不是命定论与消极性的禁欲，而是

要努力将这个层面加以价值化、伦理化，或由此导向一种道德和伦理化的理解方式；而从“性”

的角度来看待仁义理智之“命”，就是为了把儒家的道德范畴与道义责任，从一种外在的强制

和负担，“先天”化为生命的自然本能或类似本能性的自然属性，让人们能够自觉自愿地、以



主体性的姿态将之承担起来。这样，在“性”与“命”的交叉和回环式的规定性当中，孟子非但

没有停留在“性”“命”各自的消极性与局限性维度当中，反而是将它们激活并组织为一个价值

化、伦理化的生命意义实现时空，为儒家的价值理想与实践方式留出了空间和余地：它扩大

了主体或个体心性的实践权能，从诗教教化的角度讲，它反过来为诗教的展开留出其有关人

情和人性的“圣王之田”。  

因此，儒家并不是简单的乌托邦主义，孟子“心性乌托邦”的诗教机理在这里并无贬义，

而只是代表儒家整体的思想格局与实践图式当中的一种非常具体的教化举措。它要完成的，

就是以诗性教化而非道德形而上学的概念化论证的方式，实现“不谓性也”“不谓命也”的认知

与心性转换。孟子早就知道“诗”（“王者之迹”）的作用与儒家诗教的基本主旨，不过就是这

样培养心性的乌托邦式的升华机制，所谓“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的

原因在此，而不是因为孟子是一个不合时宜、不识时务的堂吉诃德：“道性善”与“称尧舜”这

二者是一个因果关系，尧舜之世不仅仅寄托了孟子的社会和政治理想，而且对于尧舜之世不

断的称颂本身，正是作为一种非常具体的心性教化意图与教化机制的诗教的实践性展开。   

 

二、心性的“形下”教化与价值的“超越”同一： 

孟子“心性乌托邦”的诗性教化格局  

 

孟子诗教的基本教化纲领，或许就是“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

但至少自宋儒以来，后者经常被人们作某种形而上学式的概念性理解
1
，这里需要从诗教的

角度重新加以阐述： 

（1）“存其心”的“存”，代表的是既不否定、但也不简单地赋予其价值的正当性：直接赋

予其价值上的正当性，“心”失去约束，无所归止，则既有沿着自然性、动物性路径任意泛滥

的可能，也有将一切“实然”合理化的危险（“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完全否认其现实存在，

则人性也失去了自然性、现实性的基础，最终也无法成立。因此，“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

其实质是用“命”来对“心”加以规范和限定。  

（2）“养其性”，是说“性”不仅仅是从“天”那里接受下来的先天禀赋与限定性，而且可以

以人的主动作为去培养、发展与提升它。如果将仁、义、礼、智仅仅当成经由后天的习俗和

教育养成的结果，那同样也可以以另一种习俗与教育来消灭它们，从而它们并没有深层的根

基，“性”由此也仅只只是一个空洞的自然性，一个概念，所以，“有性焉，君子不谓命焉”，

不能将伦理、道德范畴仅仅当成是后天之“命”的实然结果。 

（3）于是，用“命”来限定人性“向下一路”的随意泛滥，用“性”来沟通人性和天道，并将

                                                   
1 比如程颐就认为：“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谓之天，自秉受而言谓之性，自存储人而言

谓之心”，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孟子·尽心上》注引程颐言，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349 页。这

样的以“理”为基质、本体的心性构成，即使仍然匹配以某种“修养”功夫，也与“感发兴起”的诗教的

作用机制及其方式、方向完全不同。 



人性导引向“向上一路”升华路径，以求其在更高层次上符合天道和天命，这是孟子所设想的

人心和人性的教化空间与教化路径。因此心、性、天之间的距离，是孟子的教化实践开展与

诗教的现实前提，而它们之间的连续性与沟通的可能性，则是实现其教化目标与儒家价值理

想的必要条件。   

这样，孟子学说的重心所在并非像宋明理学的形而上学构成那样，最受重视的是那些本

质性、本体性、概念性的东西。孟子重视“性”，但同样重视“心”。保持这两者的张力关系，

才是孟子学说的基本定位与展开思路；而这两者之间现实的张力空间，才是其教化过程的具

体的实践领域，而非如理学家那样只重视概念性的东西和“本体”。所谓“以仁存在，以礼存心”

（《孟子·离娄下》），是从“心”之实然的“低”的基础上，提出的“养性”的大成就、“性”之应然的

“高”标准，它并不是可以随随便便地达到的。所以这种情形决定了孟子学说与其“诗教”现实

的切入点、切入方式，以及从“心”到“性”、自低到高、自“形而下”到“形而上”的教化过程与教

化实践模式。这也是孟子学说当中的结构性构成和贯穿始终的思想线索。      

于是，孟子学说的第一个关键转擫之处就是：“若乃其情，则可以为善矣”（《孟子·告子

上》）。所谓“情”，是指现实情状、情实，是非理论与非概念层面的实然状况或特质：孟子从

心性之现实情状的角度，认为其可以用来行善行、为善事。对于孟子来说，这是从现实的个

体生命、个体人格角度进行的一种认定，而非从道德形而上学的抽象“个体”范畴进行的概念

化的“普遍性”推论。所以，孟子转向个体心性机制，并不是因为孟子发现了“自由主义”当中

的个体道德与个体权利，而是说明了孟子对于人性的绝望与希望并存的“现实”情怀：孟子著

名的“性善论”对于人性之“善”性的理解，其实并没有形而上学方面的确定性，也无从进行此

方面的论证，从理智的角度讲，孟子对于人性之“善”性，可能更接近于一种怀疑主义；因此

孟子对于人之“善”性的坚定的信念，更多的是一种伦理情感和价值上的“认信”，只是对于一

种事实情状的理想化或“不得已”的设定或假定。这前者是绝望，后者或许是在绝望的前提下

抱有的某种乌托邦式的希望。它导致的结果就是，一方面，孟子对于心性隐微之际的洞察，

非常现实、冷静而客观（如“四端”、“嫂溺”之权、恻隐之心），并没有多少浪漫情怀在其中，

所以他的结论只是“若乃其情则可以为善矣”，并没有赋予人性之“善”以形而上学式的理性的

必然性和概念性的确定性；但另一方面，或许正因为孟子认为人性不一定必然“为善”、但（按

照儒家的价值信念）却必须“为善”，他才以诗教的情感教化传统和乌托邦式的激情投入其理

想实践。         

因此，所谓孟子诗教的“心性乌托邦”格局或机制，代表的就是一种“具体”的、但又“超越”

的心——性——天之间的教化径由与教化方式：道德形而上学很超越，追求的是概念的普遍

性和必然性，但它不具体，关键是并不符合孟子对于道德的理解方式；经验主义道德范畴很

具体，但它不具备超越的普遍性，只能依赖于特定的道德情境和事实范例的解释背景，使道

德成为偶然性的机运——这也非孟子之所愿。“心性乌托邦”式的道德教化机制，一方面有着

具体的道德理解和入手施教之处，另一方又对于道德价值和道德理想有着普遍性和必然性的



“超越”性信念，这无疑是更符合“诗教”传统及其教化特质本身的道德认知和道德教化方式。 

（一）孟子“心性乌托邦”式的诗性教化机制，于是首先表现为对于心性隐微之际具备非

常敏锐而具体的洞察，并且注重从这样的地方校正人们的心性，引发人们的善性和良知，而

非用教条与概念来进行说教。这可能正是诗教“感发兴起”的具体作用的体现：“恻隐之心，仁

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

犹其有四体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所希望的，是通过教化作用引发心性的自我升化机制，最终将每一个个体的心灵，锻造

为自身配备着“乌托邦式”的自我启示、自我教化装置的灵魂圣殿：“人皆可以为尧舜”（《孟

子·告子下》）。能够做到这一切，仁义理智不过是近在眼前的生命自然和日常生活现实：“仁

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

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孟子·离娄上》）人们会发现，在《孟子》一书当中，

对于儒家的一些基本的概念范畴往往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和界定，这恰恰是因为它们并非是

通常意义上的理性的普遍性“概念”，而是一种对于伦理生活和伦理现实的具体描述：对应于

这样的特定的伦理情境，它所发挥的是并非哲学和理论意义上的概念化的作用机制，而是一

种情境化、语境化的教化与启迪作用。   

与此相应，孟子诗教实践特别倚重的，是在伦理实体内部处于具体的伦理情境当中的可

以被受教育者遵循、效法的道德样板，而非根据超越性的理念来创制与践行伦理生活的圣人。

孟子主要是以前者、而非以后者，来作为其开展教化实践的标准与素材，这其间的区别，就

是“由仁义行”和某种程度上不得不是“行仁义者”（《孟子·离娄下》）的区别：尧、舜乃至伯夷、

柳下惠是“人伦之至”（《孟子·离娄上》），是“百世之师”和“性者也”（《孟子·尽心下》），他们“明

于庶物，察于人伦”（《孟子·离娄下》），行仁义是出于自己的天性和自然本能，来维护伦理实

体本身的协调与统一；孔子的情形与此不同，孔子当然不是为了行仁义而行仁义，更不是为

了自我标榜，但孔子的时代条件和历史情形，使得孔子不可能像尧、舜那样，仅仅停留在顺

随自己的仁义天性的、自发性的行道方式当中。孔子既是“性者也”的圣人，同时也是价值理

念的承担者，是作为勉力“行仁义者”的圣人： 

 

曰：“……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夫？’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

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夫圣矣！’”（《孟

子·公孙丑上》） 

 

孔子这种圣人是先知、先觉者，他以其人格“身位”的历史性在场，来“先知觉后知”“先觉

觉后觉”（《孟子·万章下》）：在其人格“身位”和圣哲德性当中，综合了历史性因素与时代性的

道义责任，因此像孔子这样的圣人，既是“圣之时者”，又是“集大成”者（《孟子·万章下》）。孔

子的价值理念也是历史地展开、并且需要依据历史条件来得到理解。这和尧、舜那样的“性



者也”“由仁义行”的情形是有所不同的。从孟子开始的后世儒家，基本都是与孔子式的历史担

当的情形相似，而非与尧舜时代的玄远价值图景类似；或者说，这样完满的价值图景，可能

正是从孔子开始的儒家为了具体的教化目标而描绘出来的，而非简单的历史事实。所以，与

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孟子总是“言必称尧舜”而非“言必称孔子”？在孟子的概念系

统当中，有一种将形容词和动词加以名词化、转换为名词性概念的趋向：“仁，人心也，义，

人路也”（《孟子·告子上》），在这转换当中发生的，其实也就是将复杂的思理构成与价值实践，

转化为具体可感、容易把握但又是超越性的乌托邦式美妙图谱和诗性教化素材的过程。但这

前提，自然是可以进行这样的转换而不会将其简单化和曲解：前面所讲到的孔子的历史性身

位，使之不可能简化为一种悠远的、平面化的道德图画来进行理解，所以孟子总是“言必称

尧舜”而非“言必称孔子”，然而这恰恰说明孟子遵循与继承的是孔子之道，而非尧、舜之道。

这一情形，不仅仅代表了孟子的历史焦虑与渴盼，而且也规定了孟子行道的具体方式与基本

的教化机理。   

（二）所以，其次，“……子思取必于圣人之道，孟子取必于天下之人，故夫后世之异议

者皆出于孟子”（苏轼《子思论》）。苏东坡其实从反面说明了一个道理：孟子学说的重点不

在于抽象的“圣人之道”本身，也不在于论说的逻辑，孟子之学的根本目的是秉承诗教传统、

教化“天下之人”，而孟子诗教的力量，或许正如《孟子》本身当中的雄辩滔滔一样，本身只

是一种教化“天下之人”的言辞，其实正是一种诗性的、文体的、修辞的力量。在这其间，甚

至违背一些基本的逻辑关系也在所不惜。很难说孟子自己不清楚这些，但他之所以这么做，

一方面，是出于教化言辞背后的信念力量。例如，对于认为“生之谓性”的告子，孟子的反诘

是：“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孟子·告子上》）。其实在这里，不是告

子，而恰恰是孟子自己混淆了一些基本的问题：“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

玉之白与？”事实上，“白”可以认为是一个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实体”或“本体”相对待的“范

畴”，它们作为“白”的相同，正基于它只是分别属于“白羽”“白雪”“白玉”之各自“本体”的外部属

性——“范畴”。依此，告子完全可以辩白：“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当中的“性”的问题，正

属于“本体”的内容，它们之不同，正如“白羽”“白雪”“白玉”之不同，而不是如其“白”的范畴之

“同”。然而，孟子式的那种先期的“同一性”一但认定，便超出于逻辑推理和理解环节之上，

再容不得他人置喙，也不再加入自己的理性，而成为一种被仰视、被崇拜、被信仰的语义循

环、思维循环、价值循环。但这在孟子不仅仅是逻辑上的强辩，同时也代表了对于心、性问

题的一种“乌托邦”式思维和理解方式，也即在一种关于心、性的道德理想和教化激情当中，

用一种价值层面上的同一性信念来进行理解的结果。  

另一方面，从教化效果层面讲，“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孟子·万章上》），就这里的问

题来说，或许对于孟子而言，诗教的主旨并不是追求事实层面的真确性，只要完成价值理念

播布和传导，达到教化的目的与效果，用逻辑推理来进行说服教化与用诗性的力量（修辞、

文体、论辩）来说服教化，在孟子看来便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所以，孟子用以说服、教化



的方式，仍然是一种诗教的、诗性的“价值逻辑”：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孟子·离娄下》）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孟子·离娄下》）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为腹心。（《孟子·离娄下》） 

 

从伦理关系与伦理实践层面进行的这种推理方式，在《孟子》当中非常突出。它既非概

念逻辑的，也非经验事实的，而是源于对“心性”的一种玄远的价值同一性或同质性理解，以

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价值激辩。不能将这看成是一种纯粹的乌托式叙事和不切实际的空想；

这可以说是从原点上对于道德伦理和政治社会的必须具有价值理念与价值理想的着重强调

和着意肯定——将其看成是对于现实当中的实际情形的批判，或同时包含着这样的维度，当

然也不为错。不可否认，这样的信念本身纵然从事实层面上无法实现，在特定的条件下，或

许仍然会变成具有引导、教化的现实功用的价值涡流与文化潮汐。此外，孟子还经常使用一

种比较简单化的类比推理方式：比如用托妻子于朋友而致冻馁、狱官不能治理下属，来类比

君主不能治理国家，最后逼得“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这样的类比，作为论

辩和教化方式比较有效，但其实这几类事项毕竟还是有着内在的很大的不同，这样的比较无

疑是把一些问题简单化了，但“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

这里的情形，也许就是“言不必信”的一种解释吧。而下文也会讲到，孟子学说的主轴与核心，

本来也不是追求理性上的精确认知和形而上学的思辨逻辑。总之，无论从诗教的思维方式层

面还是从教化效果层面，孟子这种逻辑上的混淆和强辩，根本上都是来自对于自己的价值信

念的坚定不移：在这一点上，孟子或许认为它根本不需要逻辑的证明和辩白，正如对于一个

宗教信徒来说，从理性逻辑上论证或反驳“神”的存在，既不能增进、也不能动摇其信仰一样

——尽管孟子并非此种一般意义上的宗教教主或信徒。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在孟子那里，儒家的价值信仰体系在个体心性层面

上的对应物，或许就是“志”，“志”是“性”的价值化内核，是“可以为善”的善性的具体化内涵，

是“心”的主宰。而诗教的基本程序，就是将这个过程倒过来，即从包含儒家之“志”、儒家的

价值理想和信念体系的“诗”出发，来教化和培植心性，其理想境界与目标，或许就是力求将

“志”的价值内容先天化和自然化为生命的自然本能，或者准自然本能。孟子的基本教化径由，

因此也就是从（包含着儒家价值理念之“志”的、感性化的）“诗”对“心”的感染、范导开始，从

“心”到（作为“心”之先天化和自然化的）“性”，再到“天”。但到目前为止，沟通心、性、天的，

看起来只是一种道义实践、道德教化的激情和乌托邦式的信念力量，甚至缺乏宋明理学那样

的（道德形而上学的）概念性的同一性或者统一性。这使得孟子的学说似乎缺乏那种概念化



的确定性和严格性，孟子因此也没有对心性问题进行一种形而上学概念化的简单归并。这对

孟子来说不一定是缺陷，因为其志趣所在本来也不是理论建构：孟子对于心性问题的理解和

展开，没有被化约为一种概念的抽象性，而较多地具有的生命仪式感和价值实践的可操作性。

但仅仅从诗教的感染力量和道义化的教化激情出发，这样的教化理论及其背后的价值信念，

似乎总体上终归只是一种主观的愿望和主体性的产物，还缺乏某种彻底性和必然性的根基，

尤其是无法解决作为施教者（或兼为受教者与施教者）的孟子式的儒家士人自身心性和生命

安顿的问题。因此，以上涉及的只是孟子诗教的一般性问题，这里还缺乏某种主轴性、贯通

性的东西，对于后一方面问题的思考和处置，成为孟子学说及其诗教问题的轴心和归结。    

 

三、士人的生命仪轨和价值认信体系：孟子诗教及儒学理路的主轴与归宿  

 

在孟子那里，士人心智的“个体”性质或属性，开始变得醒目，虽然很难说这究竟是来自

于士人个体人格的“觉醒”，还是个体才智与心力不得其用的负向“意识”。但清楚的是，孟子

不仅仅从诗教的教化对象（普通民众）的角度考虑问题，他同样从个体角度考虑士人自身的

存在意义和道德行为。对于孟子来说甚至更为重要的，或许是作为施教者的士人自身的生命

状态与生存方式问题
1
。这可以看成是诗教的另一向度，是诗教问题的前提或者延伸和归宿，

同时也是孟子学说的又一个关键之处。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对于儒家士人来说，可能别人

帮不上什么忙，因而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气”与“养气”的问题： 

 

“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之所以把这两件看似不相干的事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或许就是因为它们是心性教

化、个体修养问题的具体展开。首先，孟子把“言”和“知言”的问题作为他自己最擅长的两件

事项之一，放到这样一个重要的地位之上，这也许不难理解：一方面可能正是因为对于孟子

学说构成基础性作用的“诗教”，主要就是一种“言教”；另一方面，“言”作为人性构成之自然性

层面的东西，“言”为心声、心迹，而“心”又是“性”灵明的实然和在体，这样，“知言”本身构成

“言教”、诗教和儒家心性修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问题进入到士人自身的心性修养

和安顿维度，“养气”问题的重要性就突显出来了。在孟子诗教的内在构成当中，就“知言”与

“养气”的关系来说，大体而言，可能“知言”“言教”主要是就施教方式、教化对象而言的，而“养

气”主要是施教者和士人的修为功夫。或许诗教只有内含这样一种儒家士人的自我教化、自

我修炼维度，儒家的价值信仰体系才得以奠基，诗教的实践图式才得以完型。   

在这个问题上，与一般的认识不同的是，在我们看来，儒家的道德实践其实也有一个自

然根基，并且付出了将道德价值、道德实践建立在这一基地上的努力。孟子最终是将其心性

                                                   
1 张大为：《东方传统：文化思维与文明政治》，上海三联书店，2015 年，169-170 页。  



教化问题，将“志”的内容，建基于一种自然基础之上：在东方与中国传统当中，自然是丰富

的、有层次的、全方位的存在，而不是像在西方传统当中，只是一个概念化的“本质”和抽象

的规范性，因此事实上它在乌托邦式的信念与诗教实践当中，比之在概念化的道德形而上学

当中，具有更多的存身余地。就孟子而言，在上文讲到的性、命的对举式关系之间，在自然

性和道德性的错综格局与交叉往复当中，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交集”之所，这就是士人的个体

生命、自然生命。而作为个体自然生命的基本特征，可以说就是“气”。“存其心，养其性，所

以事天也”，对于人的自然生命来说，按照儒家传统的说法，“天命之谓性”的“性”是看不见、

摸不着的先天基质，而“气”是性所秉受、所生发，是“性”在生命自然层面的显现和实存。因

此，“气”一方面是沟通个体心性与天道自然的中介、自然介质（“塞于天地之间”）；另一方面，

也是沟通心与性的中介——只有在“气”的层面上，才可以将心、性问题，作为鲜活的生命形

态、作为一种可以人为地施加影响的具体性来加以把握。但从儒家的视野当中讲心性，这就

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自然性生命的问题，而是必然带出儒家的价值理念和道义范畴：   

 

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

孙丑上》） 

 

在这里，“气”事实上有着两种地位、两个运行方向：“集义所生者”，说明“气”为主，是“集”

与“养”目的；而“配义与道”则是以道义为主，“气”是某种基础性和从属性的存在。于是，在孟

子这里，所谓的“气”与“养气”，其实也就有两种培植、培养与运动的方式、方向：  

一方面，它是从个体生命存在（而不是从概念的、思想的层面，也非从群体实践的层面）

的层面，体悟与返回个体生存与心性的灵明，沟通并连接个体生命、个体心灵与宇宙自然整

体之间的一体性
1
，借此证悟“道体”的统一性。在此，儒家修养功夫的基本径由是，在“言”和

“心”方面，行儒家之“宜”（“义”），是为“集义”，这能够让心境澄明、性光呈现，符合于天性之

本然，并因此上接于“天”，而“气”也才得以在其间鼓荡流行。这样，心、性、天就在“气”的层

次上贯通、连接起来，组成儒家的修养次第和价值秩序，而也只有心、性、天沟通、连贯起

来，才能实现“气”的周行和贯通，才是所谓的“养气”的功夫。这样的“气”，“是集义所生，非

义袭而取之也”，可以有撑展、组构和安顿儒家的价值信仰体系的作用，不过这与“若乃其

情……”一样，都只是一种心性乌托邦式的假定，因为这里的“气”仍然是自然之气——如果气

本身就是道德性的，那就用不着“集义所生”，儒家之“义”和道德本身就是“气”了。因此，所谓

的“养”“集”其结果只是或然的，而不是必然的。不仅如此，更主要的是，仅只在这样一个维

度上贯通心、性、天的自然-宇宙论秩序，也有可能通向老庄哲学的自然主义，而这样的自

                                                   
1 参见冯友兰：《孟子浩然之气章解》，冯友兰认为，“孟施舍等所守之气，是关于人与人底关系者，而浩然

之气，则是关于人与宇宙底的关系者。”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附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429 页。 



然之“气”，同样有可能反过来解构与消解儒家的实践意志和伦理价值诉求。     

所以，另一方面，在孟子式的儒家义理系统当中，“夫志，气之帅也”（《孟子·公孙丑上》），

在自然之气作为道德性和价值系统的基础的意义上，“气”是“志”的基础，“志”统帅着“气”。换

句话说，“气”只是“配义与道”的基础性和从属性存在。然而，上述“气”的这两种地位和两个运

行方式、方向似乎是矛盾的——这是人们所习惯的、从纯粹概念和学理层面进行考量的结果，

如果从个体的生命修炼、从个体生命的自然之气的运行角度来看，则不一定是矛盾：    

  

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

言而喻。（《孟子·尽心上》） 

 

“气”作为“集义所生者”，在通过“养气”来存心养性、使心性与天沟通的同时，孟子反过来

规定了一套从“气”出发的个体生命的存在仪轨和修养功夫的逆向运作。由此，“气”的运行和

循环，也将支持一种逆向的关联或者关系，或者说，支持孟子的一种逆向推论与反向“奠基”：

“君子所性”的“性”字，这里变成了一个动词，意味君子从天命之“性”那里所秉受的东西，如仁

义理智这些道德禀赋，经由之前的存心养性的过程，孟子此时已将其视同、规定为心性之自

然层面的东西（“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则是从道德范畴向自然生理层次运动的过

程，这从概念、义理的层面无法解释，因而都只能是通过个体生命状态和“气”的运动实现的，

其本身就是“气”的逆向循行。 

综合这两方面看，也许可以说，“存心养性”“集义所生”的“气”是手段，“配义与道”的“气”

才是目的，但手段和目的统一于“气”在个体自然生命意义上的贯通与循环：通过这种“气”的

循行，儒家道德伦理范畴与价值体系，被牢牢地锁定在自然之性、天命之性的层面上。不管

这个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是事实，这里是儒家力求将自身的义理与价值系统建基于天道自然之

上而付出心力的关键之处。孟子的“养气”之说，也许与当时流行的道家的导引、养生之术不

无关系，但孟子没有仅仅停留在纯粹自然生命的修炼层面，同样也没有停留在纯粹（哲学）

概念性的解说和推演当中。孟子在此进行的不是概念上“同义反复”和“循环论证”，也不仅仅

是价值论上的自我捍卫的“循环”
1
：“气”的循环，首先是士人生命仪式的“循环”，然后是儒家

价值理念的“循环”，最后才是论证的“循环”，孟子因此通过“气”循环和“养气”的修为，不仅把

“气”变成了儒家价值信念体系基本的组织者和解说范畴，最终更将儒家的价值体系，变成一

种根植与安置于士人个体生命之先天的生理层面和自然属性当中的东西。 

于是在这里，养气就是养性，它们至少是一致与统一的两件事情；反过来说，只有在养

气的前提下，所谓的存心养性，才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和无从着手的自欺欺人，而是一种可

                                                   
1 牟宗三对于《孟子·告子上》篇的解读，提供了这样一个“价值地说”的价值论“循环”（论证）的典范：

“‘性’就是本有之技能……乃是就人之为人之实而纯义理地或超越地来规定……故性是纯义理之性，决不

是‘生之谓性’之自然之质之实然层上的性，故此性之善是定然的善……”见牟宗三《圆善论》，吉林出版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年，第 236、19 页。  



以按部就班开展的生命修养功夫和生命仪轨。由此出发，也才能证得和养成所谓的“浩然之

气”：这是人自身的自然生命、生理之气，与儒家的道德之气、道德义理、道义精神之间的感

应共振和错综交织，进而由此体悟到的道德个体与自然宇宙及天地大道浑融一体的境界
1
；

这反过来，又进一步促使士人从生命感的开张和生命幅度的阔大当中，砥砺与强化其生存的

原动能和“浩然”志气。在它们的裹挟之下，“集义”“为善”这样的儒家的道义责任和价值实践，

才像是天道之自然，也才像人的自然本性、生命本能一样，做起来既自然而然，又具有一种

浩大的道义上的动力性，并在这个层面上完成“配义与道”。因此士人个体生命的“浩然之气”，

从“集义”到“配义”，既是起点也是终点，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它成为包围着儒家士人生命历

程和生存方式的神圣光晕。           

在此前提下，孟子在“事天”的问题上，也因此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这就是从“气”

或“养气”的层面上“事天”、与“天”沟通，而非从形而上学的理念与超越性的价值实体角度诉

诸于“天”，或从此类意义上“事天”
2
。如前所说，从抽象的“性”的角度“事天”，“天”就如宋明

理学那样，变成了形而上学的理念；而从“命”的角度事天，“天”就变成了不可捉摸的神意，

或同样具有价值归宿意味的老庄哲学的自然之道与宇宙论之“天”；孟子是从“性”“命”交叉的

价值实践格局当中，找到了个体的自然生命，于是个体生命所秉受与生发的“气”，成为生

命、心性和天的连接者和连通器。这样的“天”，既不是概念终点，也不是神圣的价值“本

体”：孟子确实从“天”与“事天”的角度，思考士人的个体生存方式和价值归宿问题，但从“气”

的意义上沟通的“天”，具有“性”“命”之自然化与解神秘化的本源意味，因而只是大化周行当

中某种杳渺的自然性基础和限定性边际。这或许恰恰说明，孟子对于“天”其实也不抱希

望，诉诸于“天”，只是为了更好地安顿和组织此世的秩序：将士人的存在方式不厌其烦地

归结为“天吏”（《公孙丑上》）“天民”（《万章下》）“天爵”（《告子上》），把士人从“天”那里获

                                                   
1 “气”尽管可以接近、类比乃至裹挟道德和伦理价值，却仍然是自然性的东西。所以将“浩然之气”道德

化、从道德的角度加以理解，根本上只能一种象征性的相似性和可比性，以及一种比喻性、形象性的说法，

它可能意味着由道义精神与道德实践所带来那种浩大的价值感、正义感和崇高感。道德实践的价值感、正

义感、崇高感，可与自然之气构成呼应、合拍关系，同时也有助于这种生命的自然之气的生发、培植和颐

养——所以才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以及“仁者寿”的说法。当然，这种关系反过来也成立，也即浩

大的自然生命“气场”与和谐自然的心态及人群关系，对于道德实践有推动和助力作用。总之，孟子的说

法即便从今天看来也有一定道理，即善性和道义之举有助于人的身心和谐与健康，但恐怕也只是一种或然

关系，这也就是说，在“气”的自然性和道德价值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内在相关性。不过，孟子或许自

有他的道理：即形而上学的“概念”的必然性，从根本上说也不过就是一种理论思维上推定、设定而已，

因此孟子的心性乌托邦式的教化机制，与《易传》《中庸》到宋明理学的道德形而上学路径，也只是儒学路

径的不同走向而已。  

2 先秦学术对于“天”的解释肯定是存在于各种张力关系当中的，但这不是义理上的纰漏，而恰恰是中华先

民真实、开阔和丰富的生存空间、生存格局的反映，也可以说，这才是天之为天真正的“自然”的品性秩

序。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无为从天”，而不是一定要将其归纳为一个“纯粹”的概念，或推断它只有一个“纯

净”的内涵。 

  



得的身份、位格和“福报”规定得如此具体，孟子在这一点上，在整个儒家传统当中也是很

特出的，但这究竟是从“天”的角度来规定现世，还是从现世出发来描绘那缥缈的天国、因

而最终只是组织和安顿了现世的秩序？这可能首先意味着士人的所作所为是行天道，但另

一方面，更重要的，也意味着士人的理想其实不可能在现世完成——“福报”不在此世。从

君子之“三乐”之类的淡然心态来看，这些可能恰恰是为了让士人更加平静地安住此世。总

之，返回士人的个体生命的存在方式和价值图谱，这在孟子是一种退守，但也是一种坚

持：因为施行的是诗性教化，所以“言不必信”；因为自视为“天民”“天吏”等，所以“行不必

果”；唯一要守护和坚持的，是像生命的自然本能一样的儒家道义责任担当：“惟义所在”。         

孟子的学说可能反映了当时儒家士人残酷的生存环境和生存价值危机，孟子因此努力使

得儒门当中具有了一种准宗教性的生命修炼方式和生存仪轨，并以此来建构和完成其价值认

信体系：从“若乃其情”，到“仁义理智根于心”，这一整套的儒家道德伦理体系和价值实践的

图式，最终在士人个体生命仪轨与心性之自然层面，找到了它的安身之所，完成了它的意义

循环和自我论证。孟子以此来在一个浊乱的世界里的安顿儒家士人生命方式和生存价值，或

者说，以其将安顿在一个准宗教性的生命仪轨和价值认信体系当中的方式，来促使其履行儒

家包括教化民众在内的道义责任。这同样赋予儒家义理一种“形而上”的层面，但它是乌托邦

式的“形而上学”，而不是概念逻辑的形而上学；它本身是一种价值上的认定或认信，而非经

验、事实层面上的实情。它们建立在自然之气、自然之性的基础之上，后者不是一种消极的

限制性的东西，而是为其价值理念和价值理想铺平了道路，并通过“养气”的循环，完成了价

值的“循环”，也闭合了论证的“循环”——尽管其极终目标的实现和抵达，其实仍然没有必然

的因果逻辑的保障在其中。然而，恰恰是这样一种信念体系，反向促生了士人“个体”生命的

存在感、使命感，这是孟子儒学理路的基本张力与轴心。它总体上是构成儒家士人担当其道

义责任、以诗教来教化民众的前提和基础，反过来也可以看成是孟子的诗教实践格局在更深、

或更高一个层次上的延展、实现与完成。  

从《易传》《中庸》，通过宋明儒学，到现代新儒家，走的是道德形而上学乃至西方的自

由主义道德哲学的路径，《春秋》的历史理性经过《公羊传》的解释，到汉代形成公羊学的

历史神学——这都是中华文明的支流；中华文明的轴心性传统，是建立在自然理性（《易经》）

和政制的自然正当性传统（《诗》《书》）之上的价值认信（《孟子》），和对于价值的制度性安

排（三《礼》）。这其中，诗教传统是一个大传统，也是儒家道统的核心和正统
1
，而孟子是这

一个大传统当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不仅如此，如前所述，孔子的学说是通过其人格身位的历

史性担当展开的，而孟子的学说同样是与其个人的历史文化形象联系在一起的。“昔仲尼没

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汉书·艺文志》），在此，孟子超出曾子、子思（他们只是儒

学“思想”和“学说”的发展环节）的地方在于，孟子以对于儒家历史命运的清醒认知和价值理

念的自觉担当，确立了儒家的价值认信体系及教化之途，使儒家道统作为道统真正地创通与

                                                   
1 参见陈桐生：《礼化诗学：诗教理论的生成轨迹》，学苑出版社，2009 年，第 1 页。  



绵延开来：孟子建立起来的，是关于个体心性与士人生命仪轨及价值认信的超历史、超时空

的教化和修为体系，孟子的人格形象同样清晰地矗立在儒家道统的开端之处。因此，作为“亚

圣”的孟子，能够跨越时空阻隔，引起历代儒家士人强烈的共鸣，激发其“虽千万人吾往矣”

（《孟子·公孙丑上》）的道义责任担当，不是没有来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