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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儒学思想中，“命”具有形上超越的道德本体与形下现实限制两重内涵，“性”同样也具有应然的道德主体与

实然的自然欲求两重内涵。“性”“命”之间的关系正是以这种复杂内涵为基础。围绕二者之间关系，儒学采取了“内圣”与

“外王”两种阐释路径。“内圣”路径注重道德主体修炼，又分为“‘性’‘命’对扬”与“‘性’‘命’统一”这两种主张。但是，单纯

的“内圣”路径不能化解其中蕴含的理论难题。“外王”路径则注重从社会制度建构来阐释“性”“命”关系，也分为君循礼制

基础上的“‘性’‘命’统一”与“同心一德”目标下的“‘性’‘命’统一”两种主张。其中，后者因为重视了以政治架构作为道德

的实践的间接手段，对于儒学“性”“命”关系的阐释更为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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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命”关系是儒学一贯重视的命题。但是，二者关系究竟应如何合理建构则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

议。以儒学经典中的“天命之谓性”“性自命出”的阐释为例，陈来教授指出，“其实，如果不按宋儒的解释，仅

就‘天命之谓性’说，其意义并不能够归结为性善论，而只是说，性是天赋的。《孟子·告子上》：‘富岁子弟多

赖，凶岁子弟多露，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天之降才’即是天生的资性，即是‘天命之

谓性’，也就是‘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这并不意味着性就是善的”[1]。郭齐勇教授则指出，“郭店简诸篇所透

露出来的继《诗》、《书》、孔子之后的‘性与天道’的学说，是孟子心性论的先导和基础。天为人性之本，是道

德行为之所以可能的终极根据和价值源头”[2]。约略可见，陈教授在此的解释更重视命题的现实性意涵，郭

教授的解释则更重视命题的超越性意涵。这里面的原因既与“性”“命”范畴各自的复杂内涵有关，亦与儒家

学者对于儒学宗旨实现途径的争论相关。在优秀传统文化备受重视的今天，我们再来梳理这一命题并挖掘

其中蕴含的思想价值十分必要。

一、儒学思想中“性”“命”范畴的复杂内涵

作为儒学鼻祖，孔子未专门探讨“性”“命”范畴及其关系，但是他在推行儒学思想的艰难实践中已注意

到这一问题。纵观相关讨论，孔子所说的“命”显然具有两层含义。

一层是描述无可奈何的现实限制之状态。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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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

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3]141

以上孔子之言，无论是对伯牛身患绝症的感叹，还是对大道运行之兴废的喟叹，都清晰展示了“命”所具

有的那种无可奈何的现实限制内涵。张岱年先生指出，“孔子所谓命，是何意谓？大致说来，可以说命乃指

人力所无可奈何者”[4]，这种“命”显然为消极意义，“命在消极方面，可以说是自然对于人为的限制。人事已

尽，而还不得成功，便是命所使然”[4]。

“命”的另一层含义则具有积极意义，即孔子在“知天命”中所阐述的带有超越性的道德本体之“命”。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

矩。”[3]11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3]188

在这里，孔子之“天命”与“命”，都带有超越性含义。崔大华教授指出，“全幅的儒学思想史显示，‘命’或

‘天命’是儒学所确认的唯一具有外在超越性质的客观存在（实在）”[5]。这种内涵的“命”（天命）正是儒学思

想道德本体之代表，“‘命’的观念是儒家对人生终极的严肃思考，是儒家思想中最深刻的、能将其和其它宗

教最终区别开来的那个方面、那个关键之处”[5]。另一个关键之处则在于，面对道德本体之“命”，孔子不再是

悲观消极地哀叹，而是乐观积极地强调了人应该去“知”的责任。其用语虽然十分简约，但已然奠定了传统

儒学关于这一命题的基调。

同时，孔子“知天命”的说法也开启了后世儒学探讨“性”“命”关系的端绪①。因为，“知天命”问题一旦深

入，就会涉及“何以能知”“谁来知”“如何知”的问题，这实际就进入“性”“命”关系的讨论。欧阳祯人教授指

出，“孔子的人学思想主要是以‘与命与仁’的总框架构成的。‘命’，就是把人的主体性来源，神秘化为一种异

己的‘天命’力量，或者说是由上天下注于人的精神主体的一种天赋本原。这当然是对主体性从生发、存有

到终极关照的深刻把握”[6]。因之，儒学也就要更具体地探讨“命”和“性”的复杂内涵。

似乎正是为了清晰回答这一问题，由孔子之孙孔伋（子思）撰写的作品《中庸》开篇就写道：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3]213。

按照前文所列举的郭齐勇教授所论来说，这里的“天命”所指的就是具有超越性的道德本体。更进一

步，作者通过“天命之谓性”的表述把“性”范畴强势引入。此时所论之“性”就是承接“天命”道德本体的应然

道德主体，也正因树立了人作为“知天命”主体的地位，就回答了“何以能知”“谁来知”的疑问。紧接着“率性

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两句，就回答了“如何知”的疑问。崔大华教授指出，“‘天’或‘命’这种外在的超越对

象，也从周人的具有人格特征的、被虔诚信仰的对象，转变为一种可被理智体认的对象，进而通过道德实践

的桥梁，内化为人的道德本性本身的那种对象”[5]。籍此，《中庸》作者基本建立了儒学关于“性”“命”关系在

超越性这个层面的大致架构。

但是，这显然还不足以完全涵盖“性”“命”关系的全部内涵，因为“命”所具有的形下的现实限制这一层

含义尚未说清。此亦前文所列举的陈来教授所论之关注点。对此，《中庸》提出“大德必受命”的说法：

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

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

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3]225

在这里，作者借孔子之口，以儒家理想人物舜为例来解释，当个人达到超越道德境界后必然拥有最美好

的生活环境的道理。其中，“大德必受命”之“大德”就是指个人道德主体的完成，“命”之内涵就涵盖了道德

本体和个人现实境遇两方面的含义。从“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等语句可以看出，

作者对“命”所包含的美好生活境遇十分重视。他不厌其烦地描绘舜不仅本人拥有的最高天子地位、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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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最荣耀的名声、健康长寿，而且在死后还绵延不绝，有子孙世代祭祀其宗庙。作者这样详细阐述，就是

要清晰地告诉读者“命”除了表示道德本体之外，还代表着极致丰盛美好的世俗生活。张岱年教授指出，此

时的“命”，就不仅是消极之义，“还有积极的方面，即一事的成功也。所以命也可作为一种鼓励”[4]。但是问

题在于，《中庸》作者的论证是以历史上的人物作为证据，几乎无法拿到现实中来证实，反倒存在一个巨大的

隐患。这一隐患就是社会中的“缺德者”利用这种论证来掩盖自身的罪恶。也就是说，我们难以找到因为

“大德”而享受最富裕生活的例证，而那些已经享受到极富裕生活的统治者、剥削者尽管实际上“缺德”，却仍

可以大言不惭地论证自己是“大德”。造成这一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性”“命”范畴的复杂内涵需要

进一步理清。

以上分析可见，“性”“命”范畴自诞生以来即表现出复杂内涵，很大程度上成为阐释这一命题的基础。

二、儒学阐释“性”“命”关系之“内圣”路径

正是在对“性”“命”复杂内涵的探寻中，儒学形成了阐释“性”“命”关系的两种路径。一种路径注重从道

德主体修炼角度来进行阐释，即“内圣”途径；另一种途径则注重从社会制度建构角度来进行阐释，即“外王”

途径。

从注重道德主体修炼的“内圣”路径来阐释“性”“命”关系以孟子为开端，后儒亦多有建言。具体来看，

这种路径又可以分为主张“‘性’‘命’对扬”与主张“‘性’‘命’统一”这两种趋向。

（一）“‘性’‘命’对扬”的“内圣”路径

相比于孔子、《中庸》作者，孟子对“性”“命”范畴各自的内涵阐释更为详尽：

孟子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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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

谓命也。”[7]279

孟子在这段著名论述中的阐释被牟宗三先生概括为“性命对扬”[8]111，也即着重强调二者之间的差异性，

以“性”之两层内涵对扬“命”之一层内涵。对于“性”范畴的两层含义，牟宗三先生指出，“依孟子，性有两层

意义的性。一是感性方面的动物性之性，此属于‘生之谓性’，孟子不于此言‘性善’之性，但亦不否认人们于

此言‘食色性也’之动物性之性。另一是仁义礼智之真性——人之价值上异于禽兽者，孟子只于此确立‘性

善’”[8]111。概言之，“性”包含人的“实然”之性与“应然”之性。前者指人所具有的感官欲求，后者则是人应当

遵循的道德要求。

而对于“命”范畴，孟子则只强调了一层含义——无可奈何的现实限制。牟宗三指出，“‘命’是个体生命

与气化方面相顺或不相顺的一个‘内在的限制’之虚概念。这不是一个经验概念，亦不是知识中的概念，而

是实践上的一个虚概念。平常所谓命运就是这个概念”[8]111。把“性”“命”两者放在一起来看，则可见“命”对

于“性”的全面限制，“在道德实践中，于此两层意义的性方面皆有命限观之出现”[8]104。但是，正是在描述“命”

对“性”的限制之中，孟子竭力推崇“性”之“应然”——即人应当遵循的道德要求。他这种推崇又展现为客观

与主观两个方面。从客观来讲，他辨析“性”的两层含义，并以“君子不谓性”来坚决排除人的感官欲求这些

“性”之实然。从主观来讲，他在承认“命”对“性”之应然有限制的基础上，以“君子不谓命”强调人在追求达

到道德目标之时不去考虑客观的限制。显然，在这种论述中，孟子挺立起的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应然属性是

非常强大的，以至于基本可以忽略人的感官欲求和外在条件制约。

孟子这种思路的确对儒学挺立道德主体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正是在这种挺立之中，他的论证造成了理

论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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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

故仲尼不有天下。继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汤以王于

天下，汤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大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大甲悔过，怨天尤人，

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回于毫。周公之不有天下，犹益之于夏、伊尹之于殷也。孔子

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7]184

在此，孟子明显是在阐释《中庸》“大德必受命”的命题，其所谓“大德”与《中庸》原文含义一致，而其所谓

“命”则与《中庸》所说的“命”就不太一样了。相比而言，他通过“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的说法将“命”只界定

为“无可奈何的现实限制”这个层面。可以看出，他之所以把舜、禹、汤、益、伊尹、周公以至仲尼等儒学圣贤

之命运遭际都拿出来讨论，其目的就是要证明圣贤之地位不因其命运起伏而受影响（不谓命也）。对他们而

言，不管是出身贵胄还是平民，不管执掌政权还是辅佐君王，不管人生顺利还是坎坷，都不对他们最终的圣

贤地位产生阻碍。也即，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主要在于其主体追求彰显出了高尚的道德价值（有性焉）。

这样的论证是存在矛盾的。按其所言，如果大家不用管客观条件如何，只管努力追求道德目标的话，那

么就根本没有必要列举这么多圣贤的穷通遭遇。既然“命”对于个体的道德养成基本上不起作用，甚至还体

现为消极意义，那就根本不用去管“命”的问题了。甚至可说，既然儒学圣贤的命运其实根本不具有价值意

义，人们也就没有必要去关心了。

从这个角度看，孟子已经把《中庸》“大德必受命”的命题改成了“大德必受性”（而无关“命”）。不能完全

解释儒学经典的问题，正是孟子“‘性’‘命’对扬”思路的困境。

（二）“‘性’‘命’统一”的“内圣”路径

两宋理学家特别是朱熹对“性”“命”二者的形上与形下内涵都非常注意，并在此基础上全面阐释“性”

“命”的统一，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孟子“性”“命”对扬模式中的不足。崔大华教授指出，“宋代理学家在诠释、

界定‘天命’时说：‘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天之

赋于人物者谓之命，人与物受之者谓之性’（《朱子语类》卷十四）”，“最终将‘天命’诠释为、内化为人的道德

本性本身。将外在的‘命’内化为人之性，消解了‘命’的外在性、异己性，是儒学的超越理论的最大特色与最

大成功”[5]。诚如斯言，理学在这方面的工作是非常出色的。

以朱熹为例，他认定“天理”为万物之最终本体，这一本体赋予在人性上就是“天地之性”，即应然之道德

主体。

性只是理。然无那天气地质，则此理没安顿处。但得气之清明则不蔽锢，此理顺发出来。蔽锢少者，发

出来天理胜；蔽锢多者，则私欲胜，便见得本原之性无有不善[9]26。

这一“天地之性”也即孟子所说的“君子不谓性”之“性”。“天地之性”是纯粹抽象的，无法单独实存，必须

要借助人之身体感官才能存在。人的身体感官所具有的就是“气质之性”，也即孟子所说的“性也，有命焉”

之“性”。可见，朱熹对“性”的看法与孟子十分相似。而不同之处在于，朱熹承认了“性”必须是二者兼有，并

未如孟子那样排斥“气质之性”，这就比孟子之说更显完备。

而朱熹对“命”的论述就比孟子论述得复杂一些，其论带有“统一中有区别”的特点。

问:“天与命，性与理，四者之别:天则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则就其流行而赋于物者言之，性则就其全体而

万物所得以为生者言之，理则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则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则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

理也，是如此否?”曰:“然。但如今人说，天非苍苍之谓。据某看来，亦舍不得这个苍苍底。”[9]82

就统一性而言，“命”与“性”完全一致，都指向“天”“理”所代表的超越性道德本体；而就区别来说，“命”

代表个体从道德本体那里已禀受的潜质，“性”则代表个体把这种潜质通过生命活动展现出来的程度。

道夫问：“穷理尽性，则性天德，命天理。”这处性、命如何分别?曰：“性是以其定者而言，命是以其流行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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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命便是水恁地流底，性便是将碗盛得来。大碗盛得多，小碗盛得少，净洁碗盛得清，污漫碗盛得浊。”[9]995

这里的比喻更清楚，将“理命”比作流动之水，代表个体已具有的潜质状况；同时，将现实中个体之“性”

比作盛水之碗，代表人实际上可以实现的程度。换句话说，即使个体先天在“命”上的禀受有差异，但个体最

终成就如何还要取决于在“性”上的努力（将碗盛得来）。显然，这是对道德主体修炼极大的鼓励。牟宗三先

生指出，“圣人都是体证天道者，但体证得有多少，以何方式来体证（耶稣之方式乎？孔子之方式乎？释迦之

方式乎？）这都有个体生命之限制。是故孟子总说：凡此皆是命，但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这不是说仁义礼

智天道本身是命，而是说它们之能否得其表现，表现得有多少，是命。它们本身皆是性分中之事”[9]112~113。牟

先生之言是在解释孟子，但严格地说，牟先生此处解释用在朱熹思想上更合适。

问:“先生说:‘命有两种:一种是贫富、贵贱、死生、寿夭，一种是清浊、偏正、智愚、贤不肖。一种属气，一种

属理。’以僩观之，两种皆似属气。盖智愚、贤不肖、清浊、偏正，亦气之所为也。”曰:“固然。性则命之理而

已。”[9]30

“‘命’之一字，如‘天命谓性’之‘命’，是言所禀之理也。‘性也有命焉’之‘命’，是言所禀之分有多寡厚薄

之不同也。”[9]31

朱熹此处论述涉及“气命”之说法，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命”究竟有无“气命”的问题？一种观点是肯

定“气命”的存在。赖贤宗指出，“以气言命，命指气化之限定，即命限的意思，是形而下者”[10]。这里的“气命”

即孔子论“命”所包含的那种无可奈何的现实限制含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朱子不讲“气命”，只讲“理命”

（性命）。赵金刚指出，“朱子始终不认为气可以成为命，认为不能用气来命名‘命’”[11]，“当学生强调‘命’与

‘气’的关系时，朱子始终要把理（性）提出，强调命与理（性）的关系”[11]。这里的“理命”（性命）即前文所言那

种代表形上超越本体之“命”。那么究竟哪种说法正确呢？如果我们对照上面朱熹原文来看，可以说，朱熹

在这个问题上是充满犹豫的。一方面，以其“‘性’‘命’统一”的理论架构来说，他不能承认“气命”的存在。

因为“气”在其思想中不具有超越性，一旦“气命”成立，势必破坏“命”的形上超越地位。但另一方面，当他面

临《中庸》论“大德必受命”时遇到的难题时，他又必须承认“气”对“命”的影响。

门人问：“得清明之气为圣贤，昏浊之气为愚不肖；气之厚者为富贵，薄者为贫贱；此固然也。然圣人得

天地清明中和之气，宜无所亏欠，而夫子反贫贱，何也？岂时运使然邪？抑其所禀亦有不足邪？”曰：“便是禀

得来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圣贤，却管不得那富贵。禀得那高底则贵，禀得厚底则富，禀得长底则

寿，贫贱夭者反是。夫子虽得清明者以为圣人，然禀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贫贱”[9]210~211。

在这段对话中，门人之问正是“大德必受命”中的老问题：怎样解释孔子等圣贤没有获得财富、权势等尊

贵世俗生活？朱熹只能把类似东西归结为“气”之“厚薄”“长短”所包含的不确定性。说到底，朱熹是通过将

富贵、长寿、尊贵这些世俗生活划在“命”之外来应对问题。但这未必符合《中庸》经典原义。与前文所言孟

子的问题一样，如果富贵、长寿、尊贵完全与“命”无关，那么，《中庸》作者为何偏要在“大德必受命”的论述中

大书特书这些内容呢？

以此而言，朱熹（包括两宋理学）就把《中庸》“大德必受命”的命题改成了“大德必受‘无关贫富穷通’之

命”。显然，这仍与儒家经典原义有差距，也是朱熹“‘性’‘命’统一”思路的困境。

三、儒学阐释“性”“命”关系之“外王”路径

从道德主体修炼来阐释“性”“命”关系的途径有其理论意义，而同时也有其绕不开的弊端。这种弊端即

催生了儒学从社会制度建构来阐释“性”“命”关系的“外王”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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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君循礼制基础上的“‘性’‘命’统一”

作为众所周知的儒学事功学派，陈亮注意到了从社会制度建构来阐释“性”“命”关系的途径，他的核心

论证就是以君长遵循儒家礼制来行使权力，在此基础上达到“‘性’‘命’统一”。

陈亮的切入点正是孟子所说的“性也，有命焉”问题：

耳之于声也，目之于色也，鼻之于臭也，口之于味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出于性，则人之所

同欲也，委于命，则必有制之者而不可违也[12]153。

在这里，陈亮肯定孟子所界定的“命”之内涵，认可“命”是一种对人之口、目、耳、鼻等感官享受的现实限

制。那么，如何面对“命”这种限制呢？前文已分析，孟子提出“君子不谓性也”的主张，通过把感官享受排除

在人之应当追求的本性之外的方式让人们不要在意外在之“命”的限制。陈亮则恰恰相反，他十分重视对这

种“命”的探讨：

富贵尊荣，则此耳目口鼻之与肢体皆得其欲；危亡困辱则反是。故天下不得自询其欲也；一切惟君长之

为听[12]153。

陈亮的解释将感官享受与价值观之荣辱关联起来，认为感官享受之满足就是一种尊荣；反过来，感官享

受之缺乏就是一种屈辱。同时，这种荣辱与夺的权力不得个人自己行使，而是委之于有权力的君长。显然，这

个论点在孟子或理学看来，无异于石破天惊，似乎在偏离儒学宗旨。但陈亮进一步的论述则证明并非如此。

君长非能自制其柄也，因其欲恶而为之节而已。叙五典，秩五礼，以与天下共之。其能行之者，则富贵

尊荣之所集也；其违之者，则危亡困辱之所并也[12]153。

陈亮认为，君长并非行使掌握荣辱与夺的权力，而必须要凭借“经典”“礼制”的规定来行使。在正常的

状态下，一个人的荣辱、利害虽然表现为君王的举措，但其源头则是礼义秩序。

君制其权，谓之赏罚；人受其报，谓之劝惩。使为善者得其所同欲，岂以利而诱之哉!为恶者受其所同恶，

岂以威而惧之哉!得其性而有以自勉，失其性而有以自戒。此典礼刑赏所以同出于天，而车服刀锯非人君之

所自为也[12]153。

陈亮指出，一个人表面是获得君王执行的赏罚，实质上是获得了自身言行的回报。这样做的真实目的

就是让人之道义实践与感官享受统一起来，让“性”与“命”统一起来。也即，做善事者同时获得好的感官享

受；做坏事的遭受严厉的感官肉体处罚！这不是用利益诱惑或者用权势威胁，而是因为这本就是人性内

涵。换句话说，如果做好事者总是处于困窘，没有感官享受，反而做恶事者总是享受荣华，这就是违背人性

的情况。

当然，陈亮也注意到这种论证容易让人联想到为君主辩护的问题，他也对此作了充分解释。

天下以其欲恶而听之人君，人君乃以其喜怒之私而制天下，则是以刑赏为吾所自有，纵横颠倒而天下皆

莫吾违。善恶易位，而人失其性，犹欲执区区之名位以自尊，而不知天下非名位之所可制也。孔子之作《春

秋》，公赏罚以复人性而已。后世之用赏罚，执为己有以驱天下之人而已。非赏罚人人之浅，而用之者其效

浅也。故私喜怒者，亡国之赏罚也；公欲恶者，王者之赏罚也。外赏罚以求君道者，迂儒之论也；执赏罚以驱

天下者，霸者之术也[12]153。

陈亮指出，天下人之“命”系于君王之执掌，就要防止君王以个人私心中的喜怒来运用这一权力。如果

君王将刑赏权力当做个人所有来行使的话，正是失去人性的表现。孔子早已对此有预防，其著《春秋》就是

要界定“赏罚”权的公共属性，也是对人性的恢复。从这个角度出发，陈亮清晰地判定了“赏罚”之本与“赏

罚”之用的区别，“赏罚”之本是顺乎人性，劝善惩恶的重要举措；但是“赏罚”之用却出现了部分君王以之为

一己之私服务的问题，这是使用上的错误，不能因此否定“赏罚”本身。顺乎人性来“公赏罚”是王者之举，为

一己之私行“赏罚”才是霸道之举。因之，如果完全抛弃“赏罚”举措追求王道，乃是迂腐之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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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渊源正大之理，不于事物而达之，则孔孟之学真迂阔矣，非时君不用之罪也。齐宣王之好色、好货、好

勇，皆害道之事也，孟子乃欲进而扩充之：好色人心之所同，达之于民无怨旷，则强勉行道以达其同心，而好

色必不至于溺，而非道之害也；好货人心之所同，而达之于民无冻馁，则强勉行道以达其同心，而好货必不至

于陷，而非道之害也；人谁不好勇，而独患其不大耳[12]154。

陈亮又举出孟子劝说齐宣王行仁政时的理论来说明儒学并不迂阔。齐宣王想要为自己不行仁政找借

口，说自己“好色”“好货”“好勇”，都是一些贪图感官享受、鲁莽冲动的问题。但是，孟子并没有简单否定齐

宣王这些问题，反而给予了称赞与鼓励。孟子让齐宣王从自身欲求感受出发，推己及人，在满足自身欲求的

同时，也让百姓满足欲求；把自己鲁莽冲动的情绪不止用在发泄自身不满上面，也用在修正天下不公正的问

题上面，反而会做成利天下的功绩。显然，孟子的劝说中确定的理论前提，就是认可了人性中感官享受、情

绪释放的正当性。这也正与陈亮的主张一致。

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而无一民之不安，无一物之不养，则大有功之验也。天佑下民而作之君，岂使之自

纵其欲哉，虽圣人不敢不念，固其理也[12]154。

从这种“性”“命”一致的思路出发，陈亮描绘了他所认可的儒学社会制度构建：“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一方面，这种状态符合天地本身“类聚群分”的道理，贤能者自然应在上为君王、为宰相，这绝非人之私意所

能决定。另一方面，这种状态有外在的检验标准，这就是百姓之安居与万物之和谐生长，也并非任何人主观

想象可以决定的。

可以说，陈亮的这种论证应当是儒学追求的理想状态之一，如《大学》所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

家，必有余殃”。陈亮的解释有理有据，与理学主张相比，确实别开生面，也有很好的可操作的现实方法。但

其唯一的缺憾则是太偏重物质需求，容易滑落为完全没有理想指导的权谋手段。

（二）“同心一德”目标下的“‘性’‘命’统一”

明朝的王阳明属于广义的宋明理学大家，但若与朱熹之理学相比，在治学途径上还是大有区别。他从

“心”学基础出发，提出在“同心一德”目标下进行社会制度建构，以此达到“‘性’‘命’统一”。

第一，阳明通过论述圣凡“同心”理念奠定论证的理论基础，并由此一定程度上继承发展儒学的“‘性’

‘命’统一”的“内圣”路径。

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

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雠者[13]115。

在这里，阳明论证的逻辑是肯定圣、凡之“心”相同，但各人由于追求物欲而产生“私”心，进而造成了人

与人之间的隔阂。这种隔阂甚至会将至亲的父子兄弟当作仇人来看待。显然，他使用的范畴没有“性”

“命”，但问题却仍在儒学“‘性’‘命’”关系之内。相比较而言，他所说的圣、凡相通之“心”，正是孟子所言之

“性善”、朱熹所言“天地之性”；反过来，他所说的人在物欲诱导下所产生之“私”心，即是孟子所言之感官欲

求之“性”、朱熹所言之“气质之性”。而他所说的亲人之间互为仇敌的状态，则属于一种“性”“命”分离的状

况了。这种状况如何解决呢？阳明指出：

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13]115。

既然天下之人原本之“心”是相通的，那就应该在圣人指导下克私、去弊，复归本“心”。从这里看，阳明

的主张与孟子主张的“君子不谓性”路径、朱熹主张的“穷理尽性”路径有相似处，带有“内圣”路径色彩。

第二，阳明通过在“同心一德”基础上的构想，从专业化、职业化角度详尽探讨了“外王”路径对“‘性’

‘命’统一”的保障。

首先，阳明构想了个体“成德”的专业化机构——“学校”。

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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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13]116。

阳明之论在此有两方面突破。一方面，他通过引入“学校”机构为个体道德养成提供场所与环境，正是

由“内圣”路径转到“外王”路径上的关键；另一方面，他在学校培养的素质之中，除了儒家十分看重的“礼乐”

“政教”等道德禀赋，亦有“水土播植”等传统儒家并不太看重的专业技能禀赋。此为“外王”路径可以展开的

条件。

其次，阳明还提出构建让人“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的职业化道路。

迨夫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视才之称否，而不

以崇卑为轻重，劳逸为美恶。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当其能，则终身处于烦剧而不以

为劳，安于卑琐而不以为贱[13]116。

他所说的“举德而任”理念一贯以来也是儒学所强调的政治举措，但阳明的创造则在于并非就“举德而

任”泛泛而谈，而是挖掘出其中所可能引申出的职业素养、职业信念——使人“终身居其职而不易”。可以

说，这正是“外王”路径所极需要的职业化道路，极其充实地阐释了“外王”路径的全部内涵。一方面，“外王”

代表“德”之外化，一定要在社会中展现实际的功效。那么，一个社会人人“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的职业状态

正是一种功效的体现。另一方面，“外王”不能脱离“德”之指导，“同心一德”理念就为社会提供了本体性、具

有普遍意义的标准。无论是“用者”（执政者），还是“效用者”（普通民众），大家都不再以单纯的“功利”标准

来衡量职业高低。“用者”（执政者）注重使天下人民安居乐业，任用臣属通过他的才干判断是否称职，而不凭

地位的高低来分重轻，更不凭借其所从事职业来分美丑。“效用者”（普通民众）同样也以天下的人民安居乐

业为目标，注重自己才能与岗位相称，（假设某人之才能适合从事繁重体力劳动）即便终生从事繁重工作，也

并不以此为辛苦；（假设某人之才能适合做相对卑微的工作）即便从事卑微琐碎工作也不以此为低贱。显

然，这是儒学认可的“外王”理想图景。

当是之时，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视如一家之亲。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

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夔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务，或营

其衣食，或通其有无，或备其器用，集谋并力，以求遂其仰事育之愿，惟恐当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13]116。

这一图景的基础就是人人明白“同心一德”的道理，按照各自才能禀赋各安其位，为社会提供必要的供

给。同时，人人充分明白各自职位之价值，都全副身心投入自身职业创造而无高低贵贱之分别心，亦无消极

怠惰之心。钱穆先生对阳明之论给予了高度评价：“内圣外王，有体有用，举凡政治、教育、道德、才能，莫不

一以贯之。既理想，又具体，实足悬为将来人类社会所永远追求的一远景”[14]。钱穆先生以阳明主张为人类

社会理想之评价或有过誉之处，但若从儒学所讨论的“‘性’‘命’关系”问题来看，阳明确实做了充分解释。

整体来看，阳明此论以“心”学为理论基础，通过“同心一德”之目标统摄了儒学“性”“命”关系内涵，既注

重了个体道德修炼的“内圣”路径，更注重社会制度建构的“外王”路径，达到高水平的“‘性’‘命’统一”。安

靖如教授在研究相关思想时指出，“当个人的道德活动在政治生活中融合在一起时，政治从中产生，而且，最

终需要某种政治架构作为更完整道德的实践的间接手段”[15]。此评价用于阳明之论亦颇多启发。从“性”角

度看，圣凡同“心”“性”，个体先天的“禀赋”不重要，关键在于后天践行道德的主动性上面；从“命”角度看，就

要求个体与社会都要按照符合“同心一德”价值目标来实践，就可以创造足以保障天下和谐之状况，也就是

使得各人客观之“命”得到保障。在此情形下，孔子“道之将行也与，命也”的感叹中对“命”所赋予那种无可

奈何之感受已经被极大地稀释，而儒学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意义亦得到极大地彰显。

综之，“性”“命”关系是贯穿传统儒学发展历程的重大问题，其所包含的复杂内涵及“内圣”“外王”的阐

释路径亦是儒学思想重要之特色。今天，我们回过头审视儒学的这一传统问题，有助于理解其思想用心，更

有助于在现代化视角下吸取其经年累积所形成的思想智慧。

谭绍江，涂爱荣：论儒学“性”“命”关系的内涵及阐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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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 孔子除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外，基本未直接谈论“性”的问题，如子贡所言“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故此，他

对“性”“命”关系进行的是间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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