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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道以自然為

法則，所謂「自然」，不是指自然界，而是指「自然

而然」。「無為」這種智慧，歸根結蒂是從「道」之

中生發出來的。「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

物」，[2]既然「道」是萬物

之根，那麼萬事萬物與生

俱來就具備來自「道」的

本性和運行規律。「道」是

萬物的本原，也是萬物發

展的原因和動力，它從根

本上制約著天地萬物的運

行、發展及其結果。因此，

人不要按照自己的主觀意

願在事物運行、發展的過

程中對其橫加干涉。

老子對於當時社會

政治問題的基本看法是，

產生社會問題的原因是

「為政者」在治理國家時

沒有尊重事物的內在本性，沒有遵循事物發展的

自然規律，從而打破了事物之中本來存在的平衡

與和諧。他從「道法自然」的哲學理念出發，認為

解決問題的最根本辦法就是「無為」—順任自然，

使萬事萬物恢復其本性和秩序，重建平衡與和

諧。這就是「無為而無不為」。深刻、睿智的老子思

想，其核心智慧就在於這「無為而無不為」。

老子以設問的方式提出：「愛民治國，能無為

乎？」他自己的答案是肯定的：「我無為，而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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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不同流派，在歷史

上都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發生過深刻的影響，道

家文化自不例外。內容豐富的道家文化，其精髓是

老子首倡的無為思想和

莊子推崇的超脫精神。道

家文化對中國傳統政治

文化的影響，主要正是通

過這兩個方面表現出來。

一、無為：無為而

治、與民生息

的治國理政之

道

道家文化的無為思

想，開啟了中國傳統政治

文化無為而治、與民生息

的治國理政之道。這是道

家文化對中國傳統政治

文化最重要的影響。

政治文化的核心，是

治國理政之道，即關於如何治理國家、安定社會的

根本主張。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流派都提出了自

己的治國理政之道，例如儒家主張以德治國，法

家主張以法治國。唯獨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主張

「無為而治」。在先秦的諸子百家中，老子的思想

可謂獨樹一幟。其不同凡響之處就在於，當儒家、

法家等學派力倡有為於天下之時，老子卻標舉「無

為」。

老子所說的「無為」，其本質是順應自然。「人

摘  要：道家文化的精髓，主要是老子首倡的無

為思想和莊子推崇的超脫精神。無為思想作為高

明而深邃的政治智慧，不僅真實地存在於中華民

族的思想文化史上，而且切實地對於我們民族的

政治文化發生了作用，開啟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無

為而治、與民生息的治國理政之道。這是道家文

化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最重要的影響。其次，道

家文化推崇和宣揚的超脫精神，為中國傳統政治

文化的理想人格提供了重要的價值取向—重精神

追求、輕物質利益的價值取向。

關鍵詞：道家文化；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無為思

想；超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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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

欲，而民自樸。」[3]老子心目中的理想政治是順應

大道，無為而治。在他看來，治理國家、安定天下，

不必費盡心機地採取各種手段和措施，而可以垂

衣拱手，不事用心，達到天下大治。關鍵是「我」

（統治者）要遵循自然無為的法則行事，讓各種事

物按照其本性去發展，而不要橫加干涉；讓每個人

無拘無束地成長，而不要扼殺其生命本性和創造

才能。

從治理國家的原則來說，老子要求統治者不

可擾民。君主不強迫老百姓做事，民眾自然安寧，

天下自然太平，民風自然淳樸。在老子看來，統治

者濫施苛政，嚴刑峻法，民眾也相應地會變得精於

算計，善於取巧。治理大國要像烹飪小魚一樣，絲

毫不可折騰：「治大國，若烹小鮮。」[4]越是頻繁地

頒發各種法令，民眾越是難以馴化，社會越是難以

安寧：「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

有。」[5]同時，老子還要求統治者不可對老百姓使

用權術，使用計謀，因為「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

智治國，國之福」。[6]用權術、計謀對付老百姓，那

是國家的禍害。

老子不擾民的治國原則，典型地體現在他所

提出的治國目標和理想社會—「小國寡民」之中。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

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

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

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

不相往來。」[7]此處所說的「小國寡民」並不是指國

家小、人民少。漢代河上公在注《老子》這段文字

時，說：「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為小。示儉約，不為

奢泰；民雖眾，猶若寡乏，不敢勞。」[8]即使是治理

大國，也要像治理面積小、人民少的小國那樣，厲

行儉約並且不擾民。儘管有各種工具，也不要強迫

老百姓去用，並且要讓老百姓看重生死而不向遠

處遷徙；儘管有各種舟車，君王也不用來遊樂；儘

管有強大的軍隊，君王也不耀武揚威、發動戰爭。

同時，要使老百姓就像生活在以往結繩記事的年

代那樣，保持樸厚、誠篤的民風，安於質樸、恬靜

的生活，那麼即使是鄰國之間，兩國人民也不需要

為了謀取利益而相互往來。可見，老子並不是主張

倒退到原始的部落社會。為政之要在於讓民風回

歸淳真樸厚，這才是「小國寡民」思想的真諦和宗

旨，它所體現的是老子「無為而治」的治國方略和

理想目標。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

將自化。」[9]侯王如果能夠遵循無為之道，天下萬

物就會自然化育，國家就會太平安寧。所以聖人治

國，總是「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順應自然規

律，並且靠身體力行的引導，而不靠人為的強制和

喋喋不休的說教。然而，治理國家的人往往不懂得

這個道理，這令老子發出感嘆：「不言之教，無為

之益，天下稀及之。」[10]

值得指出的是，主張「無為」，並非主張消極

保守、無所作為。老子所主張的，是人們理性地認

識天地萬物的本性和規律，自覺遵循事物的本性

和規律而不妄加干預。他並不否認人可以輔助自

然，但他強調人應該在順應自然的前提下輔助自

然，「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11]這個「輔」字表

明，所謂「無為而無不為」其實包含著「有所為」的

意思，只不過是要求人的行為順應自然，不要破壞

事物的自然規律，不要對事物自身的運行、發展進

行不合理的人為干預。在老子看來，人的「有為」之

舉，往往弄巧成拙，使事物的發展最終出現始料所

不及的結局。他說天下的事物往往表現出這樣一

種特徵：有的你越是想減損它，結果反而增益了

它；有的你越是想增益它，結果反而減損了它，即

「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12]

老子提出的「無為」，雖然也包括關於修養身

心的重要思想，但從當時和對後世的影響看，主要

還是一種政治智慧。或者說，老子「無為」思想的

重心，在治國理政方面。因此從漢代司馬談、班固

開始，就認為《老子》是一部討論治國方略的書。

面對社會的動蕩不寧、人心的焦灼不安，老子身懷

濟世救人的一腔熱忱，在靜觀默想之間，為當時、

也為後世，留下了「無為而無不為」這種高明而深

邃的政治智慧。

道家文化的無為思想，對於秦漢時期的中國

政治產生了積極的作用。盛行漢代初期的黃老之

學，推崇老莊思想而兼採法家等派學說，主張君主

「無為而治」，「貴清靜而民自定」。這種主張，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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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當時的社會需要。在經歷了戰國時期的長期動

亂、秦末農民起義和劉邦、項羽爭奪天下的戰爭之

後，西漢初期的社會，需要安定平穩、與民生息的

政治環境，黃老之學正是適應了這種社會需要。在

歷史上被稱為盛世的漢代「文景之治」，正是建立

在黃老之學所提倡的「清靜無為，與民生息」思想

的基礎之上。這裏需要提及的一位重要人物，就

是漢文帝之妻、漢景帝之母竇太后。她尊崇黃老道

家，有很深的道家情結。竇太后尤其愛讀老子《道

德經》。受其影響，當時朝廷上下信奉黃老之學。

據史書記載，一次，竇太后問《詩經》博士轅固生

對《道德經》有何見解。轅固生說《道德經》中不

過是些很一般的家常議論。竇太后大怒，當即命

令轅固生進入獸圈與野豬搏鬥。幸虧景帝急忙遞

給轅固生一把利劍，轅用利劍刺死野豬，才幸免死

於野豬之口。由此事亦可見道家文化中的無為思

想在當時政壇影響之強大。

作為政治智慧的老子，「無為」思想不僅真實

地存在於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史上，而且切實地

對於我們民族的政治文化產生了影響。別的不說，

歷史上有四位帝王親自注解老子《道德經》，便從

一個側面說明了道家無為思想對中國傳統政治文

化的影響。第一位親自注解《道德經》的帝王是唐

玄宗李隆基。他的注疏突出了書中「理身理國之

要」的主題。他曾對身邊的侍臣讚揚老子的無為

智慧，說：「伯陽五千言，讀之甚有益，治身治國之

道，並在其內。」宋徽宗趙佶在注解中稱讚《道德

經》一書「其辭簡，其旨遠」。明太祖朱元璋認為

《道德經》「盡皆明理，文淺而意奧」。他說此書

雖然文字淺顯，卻意蘊深刻，看似抽象玄虛，內容

卻很實際，堪稱帝王的最好的老師。這三位帝王

的《道德經》注本都名為《御注道德真經》。清世

祖福臨（順治皇帝）的《道德經》注本則名為《御

注道德經》。他也認為《道德經》闡明了修身治國

的根本道理。唐宋明清四個朝代的四位最高統治

者親自注解《道德經》，可以表明封建統治者中不

乏對老子無為思想高度重視者，可以表明無為思

想在歷史上對中國政治文化切實地產生了深刻影

響。

探討道家無為思想在歷史上對中國政治文化

的影響，我們還必須涉及另一項十分珍貴的文化

遺產，那就是被胡適稱為「絕代奇書」的著作《淮

南子》（又名《淮南鴻烈》、《劉安子》）。

自從老子奠定了道家思想的根基之後，江淮

地區成了道家文化的中心。距今二千一百多年前，

在當時的淮南國都城壽春，淮南王劉安招致「俊

異之士」三千餘名，「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

探討興亡之道，研究學術之理，使淮南成為西漢前

期中國重要的學術文化中心之一。其最重要的成

果，就是編寫出百科全書式的著作《淮南子》。此

書的要旨，是發揮老子思想，探討治國之道。

《淮南子》明確指出，老子的「無為而治」不

是一切任其自然，不付出主觀努力，不發揮人的才

智。例如，雖說自然地勢都是西高東低，江河都是

從西向東流入大海，但還必須要人來治理疏導河

道，才能使河水暢流無阻；雖說到了春天禾苗都能

生長，但還需要人來辛勤勞作，才能使莊稼獲得

豐收。假若「無為」就是聽任水自流，坐待苗自長，

那麼聖王就不成其為聖王，也不可能達到「無為而

無不為」的目的。因此，神農要嘗百草並教百姓種

五穀，堯要四處奔走教民仁愛，舜要教百姓築墻

建屋，大禹要用疏導之法治理洪水。他們的行為，

都屬於「無為」之舉。正因為有了這樣的「無為」，

聖王才能夠「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治

天下。

尤其應該指出的，是《淮南子》還區分了「塞

而無為」與「通而無為」。所謂「塞而無為」，指

「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也就是無所

用心、無所事事。所謂「通而無為」，其實是在尊重

自然規律的前提下，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而有所

作為。「通」意為「通曉」，指認識和掌握自然規

律。「故通而無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

同，其所以無為則異。」 [13]兩種「無為」，看似相

同；但是何以無為，卻截然不同。「塞而無為」是

真正的無所作為，「通而無為」則是不「強為」。那

麼，什麼是老子所反對的「強為」、「有為」呢？

「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

謂之有為。」[14]倘若試圖用火來烤乾水井，試圖把

淮河引上八公山（「以火熯井，以淮灌山」），從自

己的主觀意志出發而違背自然規律（「用己而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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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那就是老子所反對的「強為」、「有為」。總

之，「所謂無為者，不易自然也。」[15]無為而治，其

實是遵循自然規律的「有為」。這至少可以說是

《淮南子》對於老子無為思想的引申、發揮。這可

以作為一個例證，表明在先秦之後，老子的無為思

想不僅綿延賡續，而且被引申、發揮出堪稱真知灼

見的新意。

而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道家的無為思想對

於秦漢時期政治文化發生的影響開啟了中國傳統

政治文化無為而治、與民生息的治國理政之道。此

後，中國歷代統治者中的有識之士能夠「省苛事，

薄賦斂，毋奪民時」，省去苛求老百姓的政令，減

輕老百姓的賦稅和勞役，不干擾老百姓按照時節

進行生產。他們順應自然，謹慎地遵從天道、人道

的要求來治理國家，讓老百姓自主地安排生產和

生活。這無疑有利於經濟的恢復、發展和社會的穩

定、進步。因此，我們應該承認道家無為思想對中

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影響從總體上說其歷史作用是

積極的。直至當前，只要我們能夠正確、科學地看

待道家文化的無為思想，它就仍然能夠作為中華

民族傳統政治文化中的合理成分，給我們以有益

的啟迪。

二、超脫：重精神追求、輕物質利

益的價值取向

道家文化的超脫精神，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

的理想人格提供了重精神追求、輕物質利益的價

值取向。

政治文化的一個基本理念，是關於政治官員

的理想人格的理念。任何文化都離不開對「人」的

關注，對理想人格的關注，政治文化則離不開對從

政的官員的理想人格的關注。儘管這種理想人格

並不是所有的政治官員都追求、都具有的，但它畢

竟體現了某種政治文化在官員人格方面的價值取

向，它至少是一部分官員們做人和做官的標準，是

他們心嚮往之並且身體力行之的。

道家文化推崇和宣揚精神的超脫、生命境界

的升華。莊子典型地體現了道家的這種精神追求。

他在《逍遙遊》中提出，功名利祿的束縛是精神的

巨大負累，是導致人的心靈不能自由、逍遙的重要

原因。因此，人如果被外在的功名利祿所誘惑和役

使，其結果只能是「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謂之倒

置之民」，[16]成了本末倒置的人。

莊子說，人們為謀取功名利祿所付出的最大

代價，就是喪失真性、迷失自我，使精神不得自由，

更無法超脫、升華。在莊子看來，這是用極巨大的

代價換取極微小的利益。「今且有人於此，以隋侯

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

者重而所要者輕也。」[17]隋侯之珠是舉世聞名的寶

珠，用它作彈子來打千仞高山上的鳥雀，即使能夠

打下來，也不過是用重大的代價換取微不足道的

區區小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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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長期生活於社會下層，家境貧寒，生活艱

辛。但他在清貧的生活中自得其樂，而不醉心於功

名利祿，不讓名韁利索束縛自己的精神。莊子說：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18]夏、

商、周三代以後的人，由於看重「利」而改變了自己

淳樸的天性。他們或「以身殉利」，或「以身殉

名」，都是汲汲於功名而不惜「殘生傷性」。針對這

種「殘生傷性」的狀況，莊子告誡人們一定要抵禦

功名利祿這些身外之物的誘惑。醉心於功名利祿，

是精神自由舒暢的巨大障礙。困擾於功名利祿，就

無法進入精神的逍遙境界。

當然，莊子並非完全否定「利益」，他只是反

對因貪圖功名利祿而「殘生傷性」。莊子說：「鷦

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19]

一隻鳥在廣袤的森林裏棲息，其實只需一根樹枝

就足夠了；一隻老鼠在大河邊喝水，其實只需要能

夠喝飽它肚子的那點水就足夠了。同樣的道理，人

的生活並不需要大富大貴，功名利祿對於人來說，

實質上往往是一種虛浮的需求和誘惑，並不具有

實實在在的作用和價值。

道家這種對於精神超脫的推崇和宣揚，為中

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理想人格提供了重要的價值取

向。如前文所述，在現實中這種理想的人格和價

值取向並不是所有的政治官員都追求、都具有的，

但是它畢竟表明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在官員人格

方面推崇的是重精神追求、輕物質利益的價值取

向，而且它至少是一部分官員們做人和做官的標

準，是他們心嚮往之並且身體力行之的。儒家認

為，「為政者」的理想人格是忠君、孝親、守禮、重

義輕利乃至捨生取義等品格。道家文化則通過推

崇和宣揚精神超脫對於人生的意義，將重精神追

求、輕物質利益作為「為政者」理想人格的重要品

格。在這個問題上，可以說道家文化與儒家文化有

異曲同工之妙。當然，道家文化超脫精神的真諦一

旦被誤解，精神的超脫與逍遙被當作逃避現實、自

我麻醉的途徑和手段，也會產生十分消極的作用。

但不可否認的是，從政治文化的角度看，道家推

崇的這種重精神追求、輕物質利益的價值取向，在

歷史上和現實中都是情懷高尚、清廉自律的「為政

者」的基本品格之一。而培育這種基本品格，樹立

這種價值取向，則仍然應該是我們當前政治文化

建設的重要目標之一。

[1]《老子·二十五章》。
[2]《老子·四十二章》。
[3]《老子·五十七章》。
[4]《老子·六十章》。
[5]同注[3]。
[6]《老子·六十五章》。
[7]《老子·八十章》。
[8]河上公：《道德真經注》卷四。
[9]《老子·三十七章》。
[10]《老子·四十三章》。
[11]《老子·六十四章》。
[12]同注[2]。
[13]《淮南子·要略》。
[14]《淮南子·修務》。
[15]《淮南子·原道》。
[16]《莊子·繕性》。
[17]《莊子·讓王》。
[18]《莊子·駢拇》。
[19]《莊子·逍遙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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