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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列子»的“化”是由形而上抽象之根据向形而下之具象运化生成的哲学

设定ꎬ是其解释宇宙现象、论人生形而上存在的核心概念ꎮ 学界囿于«列子»文本问题ꎬ
尚未对«列子»“化”展开深入研究ꎮ 文章在两个层面多个维度展开对“化”的讨论ꎮ 在

形而上层面ꎬ«列子»以动态之“化”体现本体恒动的态势和作用机制ꎬ以“无”标识“化”
的生化根据、以“气”为“无”至“有”的中介ꎬ是时间上超越一切无始无终的永恒ꎬ根本目

的在于对人的超越存在进行说明ꎮ 在形而下层面ꎬ«列子»运“化”为“几”自然流变于多

样生物之间ꎬ成为居于有成毁的现实空间中有始有终的具体存在ꎬ突出人类学习不异生

死幻化之能的可操作性ꎮ «列子»“化”区别于道家之“道”的抽象和纯粹ꎬ在形而上和形

而下两个层面自如运化ꎬ其目的在于实现«列子»超越的人生境界ꎬ这一思理路体现了中

国哲学由“本”及“体”的思维特征ꎮ
〔关键词〕«列子»ꎻ化ꎻ形而上ꎻ形而下ꎻ具象ꎻ时空ꎻ境界

中国哲学是讲究心灵的哲学ꎬ关注人的心灵存在、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问

题ꎮ “若要讲哲学的性质ꎬ应以所研究的对象为标准ꎮ 中国哲学所研究的对象

为人生ꎬ而且是人的精神生活ꎬ使人达于天人合一或与道或与真如的合一ꎬ中国

哲学的性质当然是一种精神性的哲学ꎮ” 〔１〕 “化”是«列子»以超越的生存为终极

目标的哲学起点ꎬ是其论生命有无的核心概念ꎬ其对化的讨论涉及两个层面一个

目标ꎮ 在形而上层面ꎬ“化”兼具本体与动态化生的双重功能ꎬ以“无”为生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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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ꎬ由无形之“气”向形质之实转化生成ꎻ在形而下层面以“自生自化”为现实

的生成规律ꎬ以“几”在纷繁多样的生物之间进行自然流变ꎮ 通过“化”所进行的

本体和具象的双层设定ꎬ以及在可操作层面学习不异生死的幻化之能的设想ꎬ
«列子»的终极目标在于为人在精神层面实现通于天地的自由营造超越的空间ꎬ
企望一个界外的视点使人获得一种高超的形而上学存在ꎮ

一、“化”的形而上本体设定

“本体”不是中国传统哲学自有的概念ꎬ今天我们以“本体”概念来诠释«列
子»文中的概念范畴和思想ꎬ是在某种程度上吸收了西方的话语特征ꎮ 但是西

方的本体即实体的观念也并非中国哲学本体的意味ꎬ“故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虽

以认知为起点ꎬ却常常以否定认知的终极意义为归结ꎻ本体论对先验层面的追

求ꎬ也不体现为对知识的绝对性的追求ꎬ而归属于一种精神境界的追求ꎮ” 〔２〕 中

国哲学的本体是一种本源性的存在ꎬ既关于超验的终极存在又具有体用的关系

内容ꎬ它对存在的思考始终关联天道而又不离人道ꎬ关注的是人的形而上存在ꎮ
«列子»关于存在的思想以“化”的名义指向宇宙本体论ꎬ“有生不生ꎬ有化不

化ꎮ 不生者能生生ꎬ不化者能化化ꎮ 生者不能不生ꎬ化者不能不化ꎬ故常生常化ꎮ
常生常化者ꎬ无时不生ꎬ无时不化ꎮ” 〔３〕 «列子»指明纷繁复杂的现象界里万物生

生不息而秩序井然ꎬ皆来自于一个源头ꎬ这个源头究其根本是万物所以化生的原

由ꎬ它自身是没有具体形质的作用者ꎬ在万物始生之前和万物存在之后发挥着其

化生万物的功能ꎬ在逻辑上先于现实世界、外在于有形之物而又作用于事物ꎬ成
为事物存在的根据ꎬ决定着事物并超越可经验的时空ꎮ 所谓“本体”ꎬ“本ꎬ乃根

源ꎬ是一种动态的力量ꎬ并在动态的过程得出结果:体ꎮ 体ꎬ是一种目的ꎮ 本ꎬ在
成为包含目的‘体’的发生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ꎮ 从本中ꎬ我们可以发展出最

原始的概念:太极ꎮ 本ꎬ一动一静、一阴一阳ꎬ也就是存在的起因ꎮ” 〔４〕 «列子»用
动态概念“化”很好地体现了所谓“本”恒动的态势和作用机制ꎬ一种非执著于某

一固态的形式ꎬ一种不会停滞于物化成实的倾向ꎬ它的特性重点在于对存在事物

的作用上ꎬ而不是自在地标识为某种事物ꎮ “化”在现象界动力功用的发挥直接

受因于其背后那个给予它规则的东西ꎬ这个规则是“化”的主体但又不是实体ꎮ
“由于本体在观中ꎬ这本体就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道ꎬ只能是渗透主体理解的本

体ꎬ一种与客体相互统一的本体ꎮ” 〔５〕«列子»“化”作为主体观念的产物区别于老

子“道”ꎬ突显出其动态特征ꎮ “‘道’是老子哲学的核心概念ꎬ他的全部思想体系

都是由‘道’而展开的ꎮ 而‘道’之所以能够作为老子哲学的核心概念ꎬ关键就在

于它所独具的形而上的特性ꎬ它不属于形器世界ꎬ没有确切的形体ꎬ也没有确切

的称谓ꎬ人们无法用感官来感知它ꎬ只能运用理性的力量来确知它的存在ꎮ” 〔６〕

“道”被老子定义为真实而绝对的存在体ꎬ“化”则被«列子»规定为运动ꎬ同时亦

区别于附着于任何物质之上的运动ꎬ故有本体而非实体的意义ꎮ 为更好说明

“不化者能化化”ꎬ«列子»抛弃实体主义的思维方式提出了“无”之为本的命题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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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无”不是什么也没有的无ꎬ是与有形世界相对的那个暂时的未形世界ꎬ是
实体性、对象性思维无法把握的非物存在ꎬ旨在于说明不执于实物而大全的自由

境界ꎬ以其否定性的内涵来解释对经验世界的超越性ꎬ同时由此开辟出“化”生
万物路径的最初始根据ꎬ彰显作为根据不受任何必然加以约束的自由本性ꎮ

“无”是一个区别于西方哲学“存有”的非实有概念ꎬ无法经验而又实有功

用ꎬ它的本体性在于它是创生的源头ꎮ “‘存有’是来自希腊的概念ꎬ它是先验的

而非经验的ꎬ它是西方人在追求所谓的基础而建立的ꎬ但它建立的一个逻辑的基

础ꎬ它和人的生活、人的经验包括人对自身的体验和对整体的经验是有距离的ꎮ
而我说的本体是我们直接感受、体验到的ꎬ它不是一般的抽象层面ꎬ而是一个动

态的创生根源ꎮ 所以ꎬ我们中国的本体概念具有包涵性、广大性和深刻性ꎮ” 〔７〕

«列子»用古今、终始、先后、有生、不生、有化、不化等一系列的对称来推论

“无”这一本体的存在ꎬ并指明它在空间上的无限性以及时间上的无始终ꎮ “殷
汤问于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无物ꎬ今恶得物? 后之人将谓今之

无物ꎬ可乎?’殷汤曰:‘然则物无先后乎?’夏革曰:‘物之终始ꎬ初无极已ꎮ 始或

为终ꎬ终或为始ꎬ恶知其纪? 然自物之外ꎬ自事之先ꎬ朕所不知也ꎮ’”物之外、事
之先的那个无法论始终之物ꎬ夏革以“不知”留下一个悬念ꎬ却同时肯定了“然无

极之外复无无极ꎬ无尽之中复无无尽ꎮ 无极复无无极ꎬ无尽复无无尽ꎮ”内在于

无极无尽的是“无无极”“无无尽”ꎬ其否定性决定了相对于他物的存在形式———
非非有ꎬ它不是“有”亦不是“非有”ꎬ其内涵无限小ꎬ外延无限大ꎬ假使要它是无

所不包的本根ꎬ成为一切普遍的根据ꎬ那么必然无所规定ꎬ因为任何规定都将限

制它成为全有的依据ꎮ
不生不化者因其非存在性、非自身性而内在地拥有生化他物之能ꎬ决定着物

自体不断运动变化的方向ꎬ“能阴能阳ꎬ能柔能刚无知也ꎬ无能也ꎻ而无不知

也ꎬ而无不能也ꎮ”«列子»由始终变化逻辑上推理一个不生不化者存在ꎬ它的特

征是永恒的不变性ꎬ并能以阴阳作为本体的直接呈现ꎬ以动静之功能成为万物化

运的根本动力ꎬ“生者不能不生ꎬ化者不能不化ꎬ故常生常化ꎮ 常生常化者ꎬ无时

不生ꎬ无时不化ꎮ 阴阳尔ꎬ四时尔ꎬ不生者疑独ꎬ不化者往复ꎮ 往复其际不可终ꎬ
疑独其道不可穷ꎮ”“疑ꎬ固定不变ꎮ 疑独ꎬ即谓独立永存的意思ꎬ实指派生

万物的本原ꎮ” 〔８〕“无”作为本体既有生化的功能ꎬ又有独立永在的特性ꎬ本体在

时间视域使诸事物不相同而相通ꎮ 宇宙整体的内部自身既承载、沉积着过去ꎬ同
时又内在地蕴含着现在和将来ꎬ现在和将来的诸多可能的事物内在成就它们的

因子早已在过去潜在地存在于宇宙整体之中ꎬ这些因素经过自我酝酿、自我形

成、自我发展ꎬ因为众多条件的促成而逐渐具体而微地、现实地展现在当下ꎮ
“‘物之终始ꎬ初无极已ꎮ 始或为终ꎬ终或为始ꎬ恶知其纪?’”事物与事件是时间

的占有者ꎬ其产生与消亡占据着一定的宇宙时间ꎬ事件发生的现在是过去时间的

终点ꎬ同时又是将要发生事件将来时间的起点ꎬ时间以当下为始终前后相循ꎬ依
现在得以延续和划分ꎬ古今、先后、始终都是现在在时间上的积累ꎬ“化”在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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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象成为可呈现的绝对ꎮ “谓物外事先ꎬ廓然都无ꎬ故无所指言也ꎮ”事物与事

件之外只能指“无”ꎬ因为时间的无始无终正是现在所能指的ꎬ其他无物可指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初始的存在以不在的否定性存在早已潜在于过去ꎬ当下的“不
在”作为一种将来存在内在地存在于发展的过程当中ꎬ当下的“存在”以显见的

方式在事物的运动过程中被现实的人所感受ꎬ二者在时间上的表现为过去和将

来即现在的不存在ꎬ过去不能变成现在却能决定将来的存在方式ꎬ将来会变成现

在又受制于过去ꎬ过去、现在、将来三者的未决与流转使时间没有起点也没有结

点ꎬ成为无始无终仿佛非实有的存在ꎬ即本体的存在ꎮ 在生成作用上表现为往复

与循环ꎬ于是ꎬ“化”的本体作用之功在现时维度上显现出非实体的形式ꎬ它的往

复性质内在于事物生灭循环和规律运动的形迹间ꎬ它的本体性因不被他物所生

而独立永存ꎬ这是本体在时间上的无始末、无实体形而上思辨的注解ꎮ
“化”的运动特性最终落实在物的自生自化上ꎮ “化”由“无”为初始根据发

挥作用ꎬ它的非自在性使实物自生自化处于不断地变动之中ꎮ 具体可见之生、
形、声、色都是与“无”逻辑上的对应者ꎬ“无”不直接作用于物而是促使物自体发

挥内在的自足性去自我生成ꎬ这种自我生成是无处不在的普遍ꎮ “故生物者不

生ꎬ化物者不化ꎮ 自生自化ꎬ自形自色ꎬ自智自力ꎬ自消自息ꎮ”«列子»用“自生自

化”说明万物生成与消亡的过程ꎬ亦是万物“常生常化”的依据ꎬ至于天地、圣人作为

实有所见ꎬ皆无可奈何于万物ꎬ一切世间事物都以自然而然和谐的状态生存ꎬ以虚静

无为的行为方式应对世间万象ꎬ才是对“无”为主体的“化”生之道的最好体认方式ꎮ
«列子»从万物的生灭论有无ꎬ构建“自生自化”的本体学说ꎬ志在个体人生

命运的解脱ꎮ 正如张岱年所言:“中国古代本体论的特点是一个复杂的问题ꎬ一
时难以遍举ꎮ 现在只举出三点:第一ꎬ中国古代多数哲学家不以‘实幻’谈‘体
用’ꎮ 第二ꎬ中国古代的自然哲学表现了宇宙生成论与宇宙本体论的统一ꎮ 第

三ꎬ中国古代的本体论与伦理学是密切结合的ꎮ” 〔９〕«列子»基于宇宙生成乃至于

本体于“无”的理论综合ꎬ为其生存论哲学所服务ꎬ从“自生自化”物自体的生存

方式进而议论个体对生死、对名实、对一切人生所在的看法ꎮ

二、“化”的形而下具象过程

«列子»“化”以本体层面的“无”作为生成和死亡的根据具象到目力所及之

处那些事物自在的本身ꎬ演绎着生成在形而下层面各种具体感觉可经验的客观

有形事物之间的流转图象ꎬ这个具象过程在«列子»这里从两个方面展开ꎮ 首

先ꎬ哲学本体宏观上的具象ꎬ由“气”这一无形的形质而至于各色有形的质料为

起始ꎮ 其次ꎬ现实实物微观上的具象ꎬ“机”辗转于各种生命形式之间ꎬ各种具象

物和其中的隐喻在«列子»叙述的转化中成为了极具涵盖性的化生成果ꎮ «列
子»具象的描述展示出生命具体形态、不同类型的生灭转化ꎬ这些有形的概括既

表现出化生的具体性、彰显了生命的独特性ꎬ又在此具象过程中展露出“化”的
多样性、有机性和整体性ꎬ从而为“化”的终极超越目标营造可能的广阔空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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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化”具象的宏观领域ꎬ«列子天瑞»论宇宙生成的过程:“有太易ꎬ有太

初ꎬ有太始ꎬ有太素ꎮ 太易者ꎬ未见气也ꎻ太初者ꎬ气之始也ꎻ太始者ꎬ形之始也ꎻ太
素者ꎬ质之始也ꎮ”“太初” “太始” “太素”三者实际上是气、形、质三者相互关联

成为一个过程ꎬ体现是从无到有ꎬ从无形到有形ꎬ从非存在到存在“化”的过程ꎬ
从成物的原因到成物的质料ꎬ经由一个无个体自身属性的一个中间状态———浑

沦ꎬ“气形质具而未相离ꎬ故曰浑沦ꎮ”“浑沦”是万物未曾各自分化的状态ꎬ其形

质已具体而微地存在着ꎬ是“气”之前的太始与太素的混合ꎬ这个混合终将使形

质向唯一个体转化ꎬ«列子»规定“易”作为转化的中介ꎬ“视之不见ꎬ听之不闻ꎬ循
之不得ꎬ故曰易也ꎮ”易作为太初有气之前的阶段ꎬ是变化可见之前的生生不息

之所在ꎮ «列子»云:“易无形埒ꎬ易变而为一ꎬ一变而为七ꎬ七变而为九ꎮ 九变

者ꎬ穷也ꎬ乃复变而为一ꎮ 一者ꎬ形变之始也ꎮ”有学者以为:“列子对于宇宙的起

源ꎬ认定‘有形生於无形ꎮ’一如老子:‘有生於无ꎮ’ ‘无形’之始ꎬ是‘无形埒’的
‘易’ꎬ而不是老子的‘道’ꎬ更不是周易系辞传中所说的‘易之为书’之‘易’ꎬ也
不是‘生生之谓易’之‘易’ꎮ 它是:‘气、形、质具而未相离’的‘浑沦’ꎮ 又是:
‘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的本体ꎮ 这个本体存在于‘天地’之先ꎬ为‘太
易、太初、太始、太素’之浑然一体ꎮ 这也就是宇宙起源和成立的‘无形’的境

域ꎮ” 〔１０〕“易”乃变化、开蒙之义ꎬ通过一、七、九之运数来发挥其定性、定象的功

能ꎬ通过易数的展现说明宇宙生成ꎮ 事物的发展经过“一、七、九”三个阳数即事

物变化要经历的三个阶段ꎬ开始、盛壮和终结ꎬ之后复归于“一”ꎮ “易”以阳数的

往复变化说明“气”的运行和“化”的运动本性ꎬ天地万物乃至于人则由“气”而
生:“一者ꎬ形变之始也ꎮ 清轻者上为天ꎬ浊重者下为地ꎬ冲和气者为人ꎻ故天地

含精ꎬ万物化生ꎮ”«列子»以“冲”字对气的化生给予肯定ꎬ“冲ꎬ涌摇也ꎮ” 〔１１〕 清、
浊两种不同性质的气相互涌动激荡ꎬ从而周流出不同时空所具备的不同性质ꎬ永
恒运动的“气”的内动或稀散或凝聚ꎬ产生出天、地、日、月、人等客观实体存在ꎮ
由“化”本体直接呈现的阴阳二气的内动流转ꎬ呈现在不同时空中的不同性能ꎬ
凭借动静之功能成为万物化运的根本动力ꎬ涌动之间就能成为此物而非彼物ꎬ具
备了个体自有的质料ꎬ分化成各具属性的事物ꎮ «列子»“气”是构成存在和所以

能存在的中介ꎮ 静态上看ꎬ“气”是无规定、无常态、无可感知、绝对的质料ꎬ抽离

现象界的实际内容具有大全的性质ꎬ动态上看ꎬ“气”为实现成某种事物的过程ꎬ
以无形的本然形态聚散变化ꎬ具有着物理与哲学的双重身份ꎬ既源于屈伸之气

息、风气、形气、声光ꎬ又是世界万物生成之本原元素ꎬ宏大至无限ꎬ精微至无尽ꎮ
在“化”具象的微观领域ꎬ«列子»化“气”为“几”作用于各式生命存在之中ꎮ

几ꎬ细微、隐微ꎮ 以细微无间之“几”出入于无间之“无”ꎬ作用于有间之“有”ꎬ此
“几”是“无”由非有的状态转入经验之生成者的中间者、执行者ꎮ «列子天

瑞»云:“种有几”ꎬ举凡生物界诸物种皆由此“几”运动变化而来ꎬ“若蛙为鹑ꎬ得
水为畿人久入于机ꎮ 万物皆出于机ꎬ皆入于机”ꎮ «列子»“几”与“机”有着

相同的理论意味ꎬ«列子注»曰:“机者ꎬ群有之始ꎬ动之所宗ꎬ故出无入有ꎬ功有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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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ꎬ靡不由之也ꎮ”“几”在“无”与“有”的逻辑空间里发挥着中介作用ꎬ“无”与

“有”不是生成与被生成的关系ꎬ“无”不能直接作用于“有”ꎮ “有”既是万品万

象又包含生命活动ꎬ生命活动本身即自然界根本的物质ꎬ其特征即是细微运动之

“几”ꎬ以偶然的形式发挥出入运动变化由“无”至“有”从而化生的功用ꎮ 无生

命的物质演化出生命物质来ꎬ品类无限多样的物种ꎬ在外部条件细微作用下在一

定的时空中自我运动变化ꎬ运动转变的方向、大小ꎬ存在的时间长短于母体而言

均无所关涉ꎬ真正的“母体”是本体之“无”ꎬ决定着生成物种的性质及发展规律ꎮ
现象的无限多样经由本体的作用之功以“气”为物质中介、以“几”为生变理路化

生为纷繁复杂的物象ꎮ
在«列子»看来ꎬ这些宏观和微观的具象与它们的生之根由、流变之源存在

着同质而相因的条件关系ꎬ万物的具象在时空中相继显示着化物之本的能动之

功ꎬ生命在时空中的生灭和存在统一于“化”运动的全过程ꎬ“化”以物质为载体

处于某处、具有广延性和秩序性并反映着独立于物外的虚空ꎮ «列子»由形而上

之本向形而下之象进行推演ꎬ力求证明那个物外虚空的存在ꎬ为个体超越现实生

存追寻境界存在打下了可资论辩的哲学基础ꎮ

三、“化”的终极境界目标

“化”的本体世界在逻辑上与时间有间隔ꎬ它是基于形而上层面的思辨ꎬ是
«列子»对于宇宙在时间之维以前所进行的逻辑上的设想ꎬ假如不偏离«列子»既
定的目标ꎬ它必须回归到人生存在的理路上来ꎬ也就不能不使“化”渗透了时间

从而展开一个具体的历时性过程ꎮ 这个历时性过程在本体意义上体现为无始无

终ꎬ在抽象物展开于存在物的过程中体现为变化与始终ꎬ在人的存在、生灭上有

迹可循ꎮ “中国的形而上学确实不发达ꎬ中国哲学的思维和经验世界不可分ꎬ
‘形而上不离形而下’、形而上不能不受形而下者的制约ꎬ但它不仅不否定有形

而上者ꎬ并且建立了自己的形而上学ꎮ 问题在于ꎬ中国哲学从‘天人合一’的思

维模式出发ꎬ认为形而上者不只是观念和原理ꎬ而且是存在ꎬ不仅是世界的本体

存在ꎬ而且是人的本体存在ꎮ” 〔１２〕 «列子»对于人的本体存在的思考更多地倾向

于人在生存上展开的历史过程ꎬ这一历史过程把本体世界转化到事实现象世界ꎬ
也从对本体的思辨玄想回归到对事实的人及其存在意义的思索ꎬ从而在某种程

度上实现了从形而上之“无”到形而下之“有”、本体世界到实践世界的过渡ꎬ克
服生成根据之超验与生成现象之经验之间的对峙ꎮ

«列子天瑞»基于现实人的具体生存尺度ꎬ描述了人生命形态的变迁:“人
自生至终ꎬ大化有四:婴孩也ꎬ少壮也ꎬ老耄也ꎬ死亡也ꎮ”人生不同阶段的变化早

已蕴藏在生命的初始的那刻ꎬ孕育于过去形变于此在ꎬ«列子»用人生大化有四

旨在说明生命或者说其它的种种存在总在某一个阶段、甚或每一个瞬间必然呈

现出来的不同面貌、不同的形态ꎬ这些不同内容是对宇宙大生命内在整体活动的

同一性在时间阶段上的展开与说明ꎮ 这个同一性即“化”ꎬ是宇宙整体自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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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自我展开ꎬ是无所化而内蕴着变化的宇宙本体在有形层面上的表现ꎮ 在这个

时空统一体内部比如人生发生的事件ꎬ明显地具有不可逆性和连续性ꎬ要去识别事

件与事件在连续体内部的点ꎬ实际上依然离不开相类事物重复发生而体现的周期

性和特征性ꎮ 时空特征在生命运动的不同阶段以特殊的表征得以暴露ꎬ转瞬即逝

无法固定的时间在生命历时性的经历中以不同形态展示出周期性为人们所感知ꎮ
«列子»以为从最细微处观察ꎬ每一个事物内部在时间的连续上都充满着不

断的此生彼灭的刹那结点ꎬ并无所谓稳定的、确切的、主导的东西ꎬ就此而言ꎬ世
界上的事物似乎都处于无法言说的困境中ꎮ 然而ꎬ在世界隐匿自身的细微时总

有确定的东西呈现出来ꎬ表征着显隐的一体两面性ꎬ存在着并被理性所把握住ꎬ
显出由“无”而进于“有”的全部时间历程ꎮ 这里的时间是物质世界的时间ꎬ而终

归它要回归到形而上之“化”那个时间之始、物质所在之前ꎮ 然而ꎬ这样的回归

起点依然是不离现实实践的ꎬ“由于形而上学的真理不能诉诸感性和理性而只

能诉诸直觉体证ꎬ因此形而上的道的真理不能不通过实践并借助实践智慧而得

到阐释道家以体验为特征的‘知识’、超越制度范式的实践不仅基于心性境

界而且也归于心性境界” 〔１３〕 «列子»偏于道家之一隅ꎬ以“化”为修炼的境

界ꎬ经由实际操作层面的存在者在世的自我培养ꎬ渐次达至幻化于有形的境地ꎻ
以出无入有的运动本体为根据ꎬ继而超越在世状态各式错综复杂的烦恼ꎬ从而实

现无畏于生死的自由目标ꎮ 这个目标虽不是«列子»终极的超越理想ꎬ但也不是

一蹴而就的ꎬ是通过实修积累逐步提升ꎬ由“幻化之不异生死”到“皆通于天地ꎬ
应于物类”的所谓心性“化”境ꎮ

学习若神的幻化功夫ꎮ «列子周穆王»讲述了老成子向尹文先生学幻的

故事ꎬ三年而未成求退时尹文密告老成子:“有生之气ꎬ有形之状ꎬ尽幻也知

幻化之不异生死也ꎬ始可与学幻矣ꎮ 吾与汝亦幻也ꎬ奚须学哉?”生之气和形之

状是有形质的东西ꎬ它们的流行表征为隐匿与显现ꎬ在时间的先后上有先天与后

天的不同ꎬ在因果关系的观念里指向生命的本来之处ꎬ即阴阳ꎬ它们既不离生命

现象本身ꎬ又不在生命内部的某处地方ꎬ而是悬浮于生命现象之中ꎬ因此个体生

命都是幻化无实的存在ꎮ 造化而成的生命在阴阳互动中往复循环地实现着稳定

连续ꎬ阴阳成为学习幻化之能的最重要的一对关系ꎬ它们不仅涵容于生命本体

中ꎬ而且凸现在生命单元及其生命过程的始终ꎬ因其幻化的极其巧妙和难穷其根

呈现给主体无限的盲目性ꎬ学幻唯一的路径便只能在自身的结构中体验天地日

月流光ꎬ体验阴阳相生的流畅和相克的恒定ꎬ放松自我与之匹配才能发挥修炼的

主体能动性ꎬ从而原生出生命的冲动ꎬ实现不学乃学的幻化本领ꎮ 老成子深思而

有所悟ꎬ在修炼中发现先天自身内在的广延性ꎬ这是相对于向外无限扩展的张望

之后向内心凝聚的发现ꎬ这种广延并非具体可感的某种空间或物体ꎬ而是一种内

在的体验的广延性的扩张ꎬ同时也极大地扩展了作为生命有机体的物质局限性ꎬ
从而使老成子存亡自在、制控风雨、变幻季候ꎬ在本质上与宇宙的发生同化为一

体两面的对应过程ꎬ然而这一幻化的提升依然带有体验的性质ꎬ还未能超越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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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指向ꎬ无法使主体内在得到更准确的确证ꎮ
通天地应物类的化境ꎮ «列子周穆王»塑造了一个“化人”的形象ꎬ对老成

子的变化之术进行了精神的提升ꎮ 化人能入水火、穿金石ꎬ千变万化无所滞碍ꎬ
然而化人强调神游而形无所动ꎬ神气变化奥妙无穷转瞬即逝ꎬ只有超越常情以充

满期待的想象思维内观自身ꎬ才能超越现实的特定时空指向ꎬ融自身与外物于一

体、无所分别ꎬ回归到人本有的与天地消长相互感应的状态ꎮ “一体之盈虚消

息ꎬ皆通于天地ꎬ应于物类ꎮ”这样的化境体现着修炼者逐渐显现自己本质的运

动过程ꎬ而不仅是在某种时空位置上显现自己的具体存在ꎬ体现生命结构的不确

定性与宇宙化生流动性的相互联通ꎬ以及本体外在向主体内在转化的流转过程ꎮ
在«列子»看来一切“化”境修炼的法则、道理不过是本能浅近的避苦寻乐、学习面临

死亡ꎮ “化”某种程度上是表明一种对自由境界的认识ꎬ在学习面临死亡的过程中对

自由意识的自觉ꎬ发现本真的自我同时浑然于天地之大序之中ꎬ最终通天地应物类ꎮ
«列子»基于“化”的运动本性从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层面展开对存在本质

的追寻ꎬ其思维理路一直不离从时空之内向时空之外的跃进ꎬ它从形下经验界上

升到抽象和形而上追问的冲动正是源于对现象世界时空的终结与毁灭的担忧ꎮ
当人们不能在瞬息万变、动荡不安的现实社会的具象世界中进行自我拯救时ꎬ便
会找寻超越的非具象世界寄托精神ꎬ正所谓不能为感性所把握的存在ꎬ需要用境

界去直觉感悟ꎬ因此“化”成为«列子»向审美生存的最原初的哲学解释ꎮ 总之ꎬ
«列子»对于“化”的两个层次一个目标的论证并非为了深度探究宇宙的本源及

其终极目标ꎬ而是要在形而上的层面上解决现世的人生问题ꎬ化具体层面为心灵

层面ꎬ建构一个人人可得而合之的心灵境界ꎬ从而使精神在形而上、抽象、非具象

的层面上得以无限升华ꎬ向无始无终的宇宙扩充那个完满的自我ꎬ最终获得精神

上的完全自由ꎮ «列子»之“化”可看作中国精神哲学上又一个极具内涵的概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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