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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勃興於50年代的港台地區，主要以熊十力的三
大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及方東美等人為代

表。這一學派力圖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本位，以西方

文化的思維和方法為鑒鏡來重構傳統的儒家文化

價值體系，從而完成對傳

統價值的現代轉化，並以

此為思想資源開創有儒家

特色的現代資本主義道

路。現代新儒學思潮在改

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大陸

激起了強烈的共鳴，與馬

克思主義、自由主義西化

派並稱為中國現代三大思

潮。從現代新儒家對傳統

思想開陳出新、重新闡釋

的層面看，他們和王夫之

在還原儒道、對注經傳統

的繼承和對啟蒙思想的發

掘等方面是極為相似的，二者在思維脈絡、思維進

路上有著內在的延續性。現代新儒家之所以心繫

於王夫之的啟蒙思想，我以為和二者所處的社會

文化歷史背景有著深刻的聯繫。

明清之際，正是中國歷史近代的前期，[2]湧現

出了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等一大批卓越的思想

家，這和當時社會劇烈的變化是分不開的，異族入

侵所激起的民族情懷和家國意識使得他們的思想

具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王夫之、顧炎武、黃宗

羲等人都親身參加了抗清運動，堅持鬥爭，始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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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是中國傳統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上承

宋明理學家張載「知禮成性，變化氣質」的思維進

路，下啟現代新儒家「道器一體，體用不二」的學

術精神，在中國思想史的明清啟蒙大潮中佔有十

分獨特的地位，對中國傳

統思想的開陳出新、近代

轉化起到了重要的啟蒙

作用。熊十力曾這樣評價

王夫之的思想，「尊生以

箴寂滅，明有以反空無，

主動以起頹廢，率性以一

情欲。」 [1]尤其是他融合

宋明理學、莊佛諸家及晚

明考據之學而建構起新

的哲學思想體系，別開生

面，對中國傳統思想的開

陳出新、近代轉化起到了

重要的啟蒙作用。也許正

是王夫之思想的這一特質，使他的哲學對於現代

新儒家而言不僅具有思想史的研究意義，而且具

有重要的現實價值，現代新儒學諸大家如熊十力、

方東美、唐君毅、徐復觀都從王夫之的思想中獲得

了養分而建立了自己獨具特色的返本開新的哲學

理論。

一、歷史背景

現代新儒學思潮起源自20世紀20年代，以熊
十力、梁漱溟為先導，而後隨著中國社會的變局散

摘  要：王夫之是中國傳統思想的集大成者，他

上承宋明理學家張載「知禮成性，變化氣質」的

思維進路，下啟現代新儒家「道器一體，體用不

二」的學術精神，在中國思想史的明清啟蒙大潮中

佔有十分獨特的地位，對中國傳統思想的開陳出

新、近代轉化起到了重要的啟蒙作用。現代新儒

學諸大家如熊十力、方東美、唐君毅、徐復觀都是

從王夫之的思想中汲取了養分而建立了自己獨具

特色的返本開新的哲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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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表現了中國知識份子崇高的精神氣節和反奴

役、反專制統治的錚錚傲骨。明末農民起義運動的

風起雲湧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對哲學上

啟蒙思潮的激發也產生了直接的推動作用，這使

得明清之際的學風較之主導明代學風百餘年的陽

明心學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顧炎武曾指出：「昔

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

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

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以明心見性之空

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

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兵墟。」[3]王夫之亦云：

「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4]他通過

對經學的詮釋批判了現實政治及學術上的清談之

風，建立起了務實、主動、重行、思變為特徵的哲

學體系。而糾正陽明心學空疏之偏失、對陽明心學

進行系統的批判和反思正是當時時代發展的新要

求，因而這一時期也被梁啟超稱為「對舊思潮初起

反動之期」，[5]這就是清初以王夫之為代表的經世

致用之學和啟蒙思潮興起的歷史背景。

興起於20世紀「五四運動」前後的現代新儒學
思潮，其時代背景正和明清之際有著驚人的相似

之處：都是異族入侵內憂外患，都是思想衝突人心

思變，都是革命和啟蒙思潮風起雲湧……現代新

儒家的思想也具有鮮明的民族情結和憂患意識，

他們中不少人都曾投身於時代的運動風潮中，如熊

十力曾參加反清鬥爭和辛亥革命，梁漱溟積極開

展鄉村教育運動，徐復觀投身軍政官至少將……

這種與時代同呼吸、共命運、關切現實的精神和明

清之際的王夫之、顧炎武等人是一脈相承的。不同

的是，現代新儒家所面臨的時代變局和思想變革，

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斷裂式變革，西方文明以其高

度發達的科技文明為載體，打破和顛覆了中國傳

統的思維模式和價值體系，中國文化傳統在此一

強勁對手的衝擊下土崩瓦解，對異域文明的接受

不再是一個以我為主、融合同化的過程，而是一個

被迫接受、衝突磨合的漫長過程，這種文化生態

也開創了自春秋戰國百家爭鳴之後中國歷史上極

為罕見的思想交流和自由爭鳴的新時代。當時爭

論的核心問題之一就是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國

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問題，這一問題後來在列文

森(Joseph Levenson)的《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
一書中得到了詳盡而深刻的闡述。列文森認為，處

於「瓜果飄零」境遇中的中國文化已經「博物館

化」[6]了，成為歷史文化博物館裏的一個陳列品，

尤其是在20世紀下半葉以來，台灣社會面臨著「去
中國化」的文化和政治危機，中國大陸則經過了

「文化大革命」的清洗和馬克思主義的改造，文化

傳統幾乎喪失殆盡，這是我們不願承認卻不得不

面對的現實。20世紀中國社會的啟蒙思潮是以「德
先生」和「賽先生」為代表的西方文化為主要精神

旨歸的，現代新儒家為中國傳統文化起死回生的

努力在王夫之那裏找到了新的養分，「中國人經

三百年漢學風氣，斫喪性靈，生命力空虛，已至極

度……船山哲學實為振起沉屙之良藥。」[7]現代新

儒學的開山祖師熊十力就是以王夫之的思想為自

己哲學研究的起點的。

應該注意的是，中國思想史上每一次變革，都

有其承接性和歷史淵源，而不單純是外在政治、經

濟變動激發的結果。余英時談到清代思想史時，曾

提出了「內在理路」的研究方法，「同樣的外在條

件、同樣的政治壓迫、同樣的經濟背景，在不同的

思想史傳統中可以產生不同的後果，得到不同的

反應。所以在外緣之外，我們還特別要講到思想史

的內在發展。我稱之為『內在的理路』，也就是每

一個特定的思想傳統本身都有一套問題，需要不

斷的解決，這些問題，有的暫時解決了，有的沒有

解決，有的當時主要，後來不重要，而且舊問題又

衍生新問題，如此流轉不已。這中間是有線索理路

可尋的。」 [8]王夫之和現代新儒家都是在民族危

亡、思想衝突的歷史背景下，積極投身時代大潮

中，通過借助新的文化資源來重構中國的思想傳

統以解救中國社會的政治、文化危機，從而實現

「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文化理想，這

種「經世致用」的啟蒙意識也使得他們的思想都不

可避免地帶有混雜性，例如王夫之對同為啟蒙思

想家的李贄進行了激烈的批判，蕭萐父曾指出這

一點，「如果按照簡單化的思維方式，既肯定李贄

為早期啟蒙者，那麼痛罵李贄的王夫之、顧炎武等

人就不僅不能看作早期的啟蒙者，甚至是反啟蒙

的；既肯定李贄的思想是進步的，那麼罵李贄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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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之、顧炎武等人的思想就是一種倒退和反動。這

種簡單化的理解當然不能說明複雜的思想史。」[9]

熊十力、梁漱溟也和馬一浮的思維進路大相徑庭，

因而，單純思想史上「內在的理路」的研究方法對

王夫之和現代新儒家們並不一定適用，外在政治、

社會風氣對明清之際的王夫之和現代新儒家的啟

蒙思潮的形成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他們的思想

也只有放在這一複雜的歷史背景下才能得到完整

而深刻的理解。

二、王夫之與熊十力的「體用不二

論」

曾有學者認為，熊十力的哲學體系，從總的精

神構架上看，就是思維更為嚴密、體系更加完整

的王夫之的思想，這種說法曾遭到了諸多批判，然

而未嘗全無道理。無論從學術進路上，還是在價值

取向上，王夫之對熊十力都有著重要的影響，熊十

力曾言：「余平生於古人，多有少之所歆，移時而

鄙，獨至船山，則高山仰止，垂老弗變。」[10]在熊十

力晚年的起居室中，分別懸掛著王夫之、孔子、王

陽明三人的畫像，這代表著一種文化價值取向的

皈依。

早在辛亥革命期間，熊十力就研讀了王夫之

的《周易內傳》和《周易外傳》。王夫之認為《周

易》是一種精義之學，他對《周易》的評價頗高：

「周易者，天道之顯也，性之藏也，聖功之牖也，

陰陽、動靜、幽明、屈伸，誠有之而神行焉，禮樂之

精微存焉，鬼神之化裁出焉，仁義自大用興焉，治

亂、吉凶、生死之數準焉。」[11]他認為《周易》也是

張載之學的核心，由此提出了「立天、立地、立人」

的「乾坤並建」說，「乾坤並建為周易之綱宗，篇中

及外傳廣論之，蓋所謂易有太極也……乾明則坤

處於幽，坤明則乾處於幽。周易並列之，示不相離，

實則一卦之向背而乾坤皆在焉。非徒乾坤為然也，

明為屯蒙，則幽為鼎革，無不然也。」[12]乾坤幽明

往復，相反相成，貫穿全易。在王夫之看來，《周

易》同時也是一部立身處世、崇德廣業的書，「乾

坤並建以為首，以之體也；六十二卦錯綜乎三十四

象而交列焉，易之用也。純乾純坤，未有易也，而相

峙以並力，則易之道在，而立乎至足者為易之資。

屯蒙以下，或錯而幽明易其位，或綜而往復易其

幾，互相易於六位之中，則天道之變化，人事之通

塞盡焉，而人之所以酬酢萬事，進退行藏質文刑

賞之道，即於是而在。」[13]學《易》者，正是要從那

錯綜變化中去精其義，窮其理，在「變」中把握常

理常道，在「常」中顯現出變化的微妙。

熊十力通過對王夫之易學思想的研究，認為

王夫之超過漢宋諸儒頗多，「二千年來，《易》之大

義湮絕已久，晚明王夫之作《易外傳》欲振其緒，

然於體用之義未融，情性之分莫究，天人之故猶

未昭晰，羽翼《大易》，疑於弗備。《新論》之作，

庶幾船山之志耳。」[14]由此可見，熊十力是帶著借

鑒、批判和反思的眼光來解讀王夫之的。他將王

夫之的易學思想概括為「以道器為一源，形上形下

為一體」，尤其是王夫之「乾坤並建」的觀點，對

熊十力哲學體系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王夫之

《易傳》有云：『不憚玄黃之血，天地以雜而成

功。』至哉斯言！有所傷者有所成也。若擬斷義於

不生，其見且出船山下。孰謂大雄無畏勇猛精進

者，乃與愚癡同其廢滅耶？」[15]這體現了熊十力以

王夫之《周易外傳》中的思想來闡發哲學本體所

應當具有的剛健向上、變易流行、生生不已的特

性。熊十力從王夫之的「兩中並建」說以及「乾坤

並建」說中獲得啟發，而後逐步衍生、建立起了自

己體用不二、本體內在而非外在、本體剛健創發而

非靜止的哲學本體論。然而，熊十力卻並不認為這

是自己的獨創，而是把自己的體系看作是王夫之

思想的繼承和完善，他說：「故吾人初生之頃資生

於宇宙之大生命力，既生以後，迄於未盡之期，猶

息息資生於宇宙之大生命力，吾生與宇宙始終非

二體。故吾之生也，息息與宇宙同其新新，而無故

故之可守。命之不窮，化之不息也如是。斯理也，

船山王子，蓋先我發之矣。」[16]平心而論，一向自

視甚高的熊十力在這裡實在是過謙了，謂熊十力的

「體用不二論」受了王夫之的影響和啟發則可，謂

「體用不二論」是王夫之早就闡發清楚了的理論

則是虛飾之辭。熊十力的哲學本體論雖然具有王

夫之的學術氣象，但其路數則很明顯是陽明心學

的套路，此亦為史家所公認。熊十力認為王夫之

「乾坤並建」的理論並沒有識得真正的哲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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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心，「衡陽王子之言性也，可謂深了生滅矣。」
與其說熊十力的哲學體系是對王夫之思想的繼承

和發展，不如說熊十力是通過對王夫之「性」論學

說的批判和反思而回歸儒學的心學正統的。

三、王夫之與方東美的「生生之

德」

作為哲學本體論的最高範疇，王夫之對《易

傳》的「太極」作出了新的詮釋，「易有太極，固有

之也，同有之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固有之則生，同有之則俱生矣。故曰是生。

是生者，立於此而生，非待推於彼而生之，則明魄

同輪而源流一水也。」[17]萬物皆有自己的法則，有

則「同有」，生則「俱生」。生之因，不能「推於

彼」，而是「立於己」，這樣，生就是「自生」。從單

個的存在看，是「前有所始，後有所終」，是有限

的；而從整個宇宙生命生生不息的變化看，今天既

是「己生之天地」的終結，又是「未生之天地」的

開始。萬物從胚胎經過「流燙」「灌注」到最後「散

滅」，固然是「衰減之窮」，但在「散滅」的同時亦

孕育著「推故而別致其新」的契機，生非創有，死

非消滅，此即「死亦生之大造」，[18]整個宇宙就是

這樣一個「新故相推，日生不滯」的無限創生過

程。王夫之的重要貢獻，就是將發展運動的觀點運

用於探討有無關係和萬物的生成過程，他提出的

「以動為造化之權輿」「只在動處體會」[19]天地之

化育的觀點，在更高的層面上豐富和發展了宋明

理學的思想。王夫之所詮釋的太極其實就是一種

彌漫天地、生生不息的宇宙生命精神，它是一個

「流動洋溢」的矛盾統一體，其動力就在於本質自

身固有矛盾的「絪縕變化」，[20]正是在有極、無極

的變化過程中，生命「積其健盛之氣」而永葆日新

之生機。

王夫之對宇宙生命精神的詮釋無疑對另一位

新儒學大家方東美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早在1924
年丁文江同張君勱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時，方

東美就提出了生命的問題，1936年出版的《科學哲
學與人生》體現了他以生命精神來陶冶科學知

識、融合哲學智慧的思維進路。[21]一般認為，方東

美的哲學思想受到伯格森的生命哲學的影響，伯

格森認為世界的唯一實在是一種向上的、創造的

「生命衝動」，生命是一種超越空間、永不停息、無

始無終的宇宙運動，在過去、現在、未來的無限交

合變化中衍化出生命的發展進程，生命是人類精

神生活的源泉和基礎。但事實上，我們如果對照伯

格森的生命哲學和王夫之對生命的詮釋，我們會

清楚地發現方東美的生命哲學其實是上承自王夫

之。與伯格森強調生命的進化運動性不同的是，方

東美強調生命的內在生成性，這和王夫之的「所自

生者肇生，所己生者成所生」是兩相契合的。

方東美融合了道家的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

儒家積健為雄的進取精神、佛家一體參融的智慧

來詮釋生命精神，他所謂的生命是「不斷的、創進

的欲望和衝動」，彌漫於自然，又內化於萬物之中。

中國文化在價值、本體的終極層面上將宇宙視為

統一的生命體，將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予以化解，生

命是創造萬物的行健不息的力，宇宙萬物都處於

這一永不停息的創造和流動貫通之中，這種生生

不已的宇宙時空觀是他思考中國文化的哲學基

礎。他通過對宇宙形象的探索把握到了中國哲學

的中心在於生命，因而特別看重中國藝術所表現

出來的協和宇宙、參贊化育、天人合一、相與浹而

俱化的浩然生氣與酣然創意。方東美則認為中國

文化的這種生命精神「貴在鈎深致遠，氣韻生動，

尤貴穿透神奇創意，而表現出一個光輝燦爛的雄

偉新世界，這個世界絕不是一個乾枯的世界，而是

一個萬物含生，浩蕩不竭，全體神光煥發，形成交

光相綱，流衍互潤的一個『大生機』世界。」[22]王夫

之的生命精神主要源自於《易傳》，同時他還融合

道家的虛實、有無來詮釋生命境界，他說：「兩實

之中，虛故自然；眾動之極，靜原自復；不邀不執，

乃極乃篤。」[23]方東美對生命精神的詮釋也帶有濃

厚的道家色彩，「從道家看來，生命在宇宙間流行

貫注著，是一切創造之源，而大道彌漫其中，其意

味是甜甜蜜蜜的，令人對之興奮陶醉，如飲甘露，

因此能在飽滿的價值理想中奮然興起，在燦溢的

精神境界中毅然上進，除非我們先能瞭解道家這

種深微奧妙的哲理，否則對很多中國藝術，像詩

詞、繪畫等等，將根本無從領略其中機趣。」由此

我們可以看到二者之間清晰的思想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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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王夫之與現代新儒家的佛學觀

另外，王夫之對佛學的態度可能也對現代新

儒學諸大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王夫之的父親和

憨山大師之間的論辯想必曾給青年王夫之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24]因而他認真研究過佛學，並著有

《相宗絡索》一書，對相宗繁瑣嚴密的理論切實

下了一翻工夫。正因如此，他才能敏銳地看到佛學

對儒、道哲學的影響，「立一界以為『所』，前所未

聞，自釋氏昉也。境之俟用者曰『所』，用之加乎境

而有功者曰『能』。『能』『所』之分，夫固有之，釋

氏為分授之名，亦非誣也。」[25]然而，王夫之學佛，

本質上並非是出於尊佛、崇佛的目的，而是把佛學

當作一種磨礪思想、辨析名理的武器，正所謂「蓋

入其壘，襲其輜，暴其恃，而見其瑕矣。」[26]他利用

佛學的分析方法批判佛學，「浮屠謂真空常寂之

圓成實性，止一光明藏，而地水火風根塵等皆由妄

現，知見妄立，執為實相。若謂太極本無陰陽，乃

動靜所顯之影像。則性本清空，稟於太極，形有消

長，生於變化，性中增形，形外有性，人不資氣而

生，而於氣外求理，則形為妄而性為真，陷於其邪

說矣。」 [27]因而能見人所未見，他對佛學研究頗

深，但是卻並不認同佛家的世界觀，其原因是「佛

老之初，皆立體而廢用；用既廢，則體亦無實。」[28]

這可謂一語中的。

劉夢溪認為，現代新儒家的思想淵源之一，是

佛教哲學的影響。[29]新儒家諸大家如梁漱溟、熊
十力、馬一浮、張君勱、方東美、唐君毅、牟宗三

等，均在佛學研究上頗有造詣，他們通過研究佛

教哲學中的名相分析、邏輯推理中所包含的現代

認識論、心理學等相似的內容來彌補傳統思維之

不足，回應西方現代思想的衝擊和挑戰。梁漱溟、

熊十力、唐君毅都曾問學於一代佛學大師歐陽竟

無，梁漱溟對儒學並不精通，他實以佛學研究名

家；熊十力引儒論佛，成就了不朽名著《新唯識

論》，建立起了現代新儒學第一個形而上的思想體

系；馬一浮則打通儒、佛二家，熔鑄一爐，成為一代

儒宗；方東美也曾言「我在家學淵源上是儒家；在

精神性格上是道家；在宗教情感上是佛家；而在哲

學訓練上是西家。」[30]然而，以上諸家除了方東美

正視佛學的價值外，其他人無一例外地都只是借

佛言儒或論道，佛學在他們的思想體系中的地位

並不高。唐君毅雖然對大乘佛學下過很深的工

夫，但他也未能積極肯認大乘佛學有什麼過人之

處，在《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中，唐君毅以「生命

存在之三向與心靈九境」而規定大成佛學為「我

法二空境」，即第八境，仍然比儒家的最高生命境

界「盡性立命境」要略微低一層，並認為「此九境

可只由吾人最後一境（指儒家）中主客觀通境中開

出。」[31]一味地肯定儒家的境界為高顯然有貶低佛

學之意。可以這樣說，王夫之和現代新儒家都從佛

學中汲取了豐富的思想養分，然而在他們的思想

體系中，佛學和禪宗始又終處於一個被忽略的、

邊緣性的地位。現代新儒家的佛學思想是否受到

王夫之佛學思想的啟發或者二者之間僅為「暗

合」，這尚可考究，但從明末清初和20世紀上中葉
中西文化衝突的整個大的時代背景及哲學所面臨

的危機來看，他們在思考的問題和致思的方向上

的確存在相似之處。同時，二者的思維差異也是相

當明顯的。相較王夫之的「華夷之辨」和民族主義

情結，現代新儒家走出了傳統的詮釋範式，在多元

文化相互觀照、比較的視野中揭示出了中國傳統

的弊端及其反異化、反省現代性的時代價值，視野

更加開闊，思想也更具前瞻性，這也是二者的根本

區別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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