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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极与教化〔∗〕

———朱子、象山皇极说新论

许家星

(北京师范大学　 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ꎬ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朱子、象山思想中的皇极常被视为一个政治哲学范畴ꎬ也有学者提出异议ꎬ认为朱子皇极主要是

经典解释问题ꎮ 实则在二者之外ꎬ朱、陆皇极解皆着眼于它的德性教化意义而具体取径有上下之别ꎬ可谓殊途同

归ꎮ 朱子«皇极辨»是针对作为教化者的君王的“正心”之教ꎬ要求君王通过自我教化ꎬ树立至极准则ꎬ经由“立人

极”来对下层产生风动影随般的下化于上的感化之效ꎬ实乃责君行道ꎮ «皇极辨»的改本较初本ꎬ明显强化了教

化之意和立极思想ꎮ 象山的皇极解则着眼于执政者对作为被教化者的下层民众的“保心”之教ꎬ要求民众树立

德福一致ꎬ德即为福的德福观ꎬ从而实现承流宣化的效果ꎬ可谓化民行道ꎮ 故以德性教化作为朱陆皇极说的一个

立足点ꎬ当可贯穿皇极解政治教化与经典解释两种理解ꎬ亦从一个侧面阐明了儒家思想作为“教化哲学”的特

色ꎬ对解决当前儒学研究的分歧颇具借鉴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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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范»篇在«尚书»中具有特别的意义ꎬ历
来得到学者高度重视ꎬ近来更成为儒家政治哲学

讨论的热门话题ꎮ 目前学界对朱、陆“皇极”解

的认识大体有两种观点:一是余英时、吴震、丁四

新、王博等所持的政治文化范畴说ꎬ此为主流意

见ꎮ 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

治文化的研究»专辟“皇权与皇极”章ꎬ强调理学

家通过对皇极概念的重新解释来表达关于政治

秩序的新理念ꎮ〔１〕 吴震大体认同余氏之说ꎬ认为

“皇极诠释之争不仅是概念问题ꎬ更是当时的政

治问题”ꎮ〔２〕丁四新则通过探讨以五行畴和皇极

畴为中心的«洪范»政治哲学ꎬ从皇极本意的角

度批评朱熹充满理学家趣味的解释并未切中其

的ꎮ〔３〕王博肯定了皇极是古典时代政治思想的集

中表达ꎬ着力讨论了与皇极密切相关的太极、无
极ꎮ〔４〕二是陈来所持的经典解释说ꎬ他力排众议ꎬ
认为把朱子皇极解当作一个政治文化范畴虽可

成立ꎬ但并非朱子主要用心所在ꎮ 对朱子而言ꎬ
“皇极”更多的仍是一个学术思想、经典诠释问

题ꎮ “朱熹的皇极讨论ꎬ不会只是针对政治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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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时事’和‘求训解’在朱子是不同的ꎬ
这一点还是要加以分别的ꎮ” 〔５〕

上述两派之说皆言之成理ꎮ 然朱陆皇极之

解ꎬ无论是政治问题说或经典解释说ꎬ其实皆不

离“德性教化”这一主旨ꎬ政治是不离教化的政

治ꎬ解释则以工夫教化为指归ꎮ 朱陆皇极解皆再

三强调了皇极“正心” “保心”的精神教化意义ꎬ
皆推崇先知觉后知的以上化下之教ꎬ彰显了儒家

哲学以教化为根本的精神特质ꎬ此是二者之同ꎮ
然在落实教化的具体途径上二者则各有特色ꎮ
朱子对皇极提出新解ꎬ认为皇极指君王以一身树

立大中至极之标准ꎬ从而具有圣人般的德行ꎬ成
为天下效仿之对象ꎬ此解具有责君行道的意义ꎮ
象山则恪守以大中解皇极的传统之义ꎬ通过对德

福关系的新解ꎬ突出了对民众的保心之教ꎬ以期

达到承流宣化的效果ꎬ体现了化民行道的思想ꎬ
此是二者之殊ꎮ 概言之ꎬ朱陆皇极解皆认可责君

上行道与化下民行道两种教化途径ꎬ不过因针对

对象之异ꎬ而各自突出了化君与化民ꎮ 二者相

较ꎬ朱子皇极解更为复杂精密ꎬ其皇极思想有一

明显的变化ꎬ反映了他晚年对教化、立极思想的

重视ꎮ

一、“民视君以为至极之标准而从其化”

朱子皇极解经过反复沉潜而成ꎬ留下了初本

与改本之别ꎻ朱子对自家之解充满自信ꎬ认为此

解足以“一破千古之惑”ꎻ朱子之解ꎬ特重文义训

释ꎬ而归本于立人极的德性教化ꎮ 以下从皇极新

义、民从上化、立极于上、上之化为皇极、以身立

极、为治心法、极中之辨七个方面依次论述之ꎮ
(一)“四外望之以取正ꎮ”朱子一反传统的

皇极为大中之义ꎬ而主张君王树立至极标准ꎬ以
为四方取正效法之义ꎬ体现了以德立极ꎬ以极化

民的教化观点ꎮ〔６〕«皇极辨»中“化”字出现 ６ 次ꎬ
包括“观感而化” “从其化” “下之从化” “所以

化”“上之化”(２ 次)ꎬ“教”字出现 ３ 次ꎬ反映出

朱子着眼“下从上化”的理念ꎮ 朱子说:
故自孔氏传训皇极为大中ꎬ而诸儒皆祖

其说ꎬ余独尝以经之文义语脉求之ꎬ而有以知

其必不然也ꎮ 盖皇者ꎬ君之称也ꎻ极者ꎬ至极

之义、标准之名ꎬ常在物之中央ꎬ而四外望之

以取正焉者也«诗»所谓“四方之极”者

(按:初本无此句)ꎬ于皇极之义为尤近
既居天下之至中ꎬ则必有天下之纯德ꎬ而后可

以立至极之标准语其孝ꎬ则极天下之孝

而天下之为孝者莫能尚也ꎬ是则所谓皇极者

也ꎮ 由是而考其祸福于人ꎬ如挈裘领ꎬ岂
有一毛之不顺哉«洪范»之畴所以虽本

于五行ꎬ究于福德而必以皇极为之主也ꎮ〔７〕

此含三层意思:第一层批评皇极旧说ꎬ表达

新解ꎬ提出皇极是指君王居中ꎬ因其纯德至极ꎬ而
为天下极致准则ꎬ故为四方取法ꎮ 第二层指出君

王树立至极之标准并非易事ꎬ须有天下至纯之德

方可ꎬ具体落实为由五行五事以修身ꎬ八政五纪

以齐政ꎬ方能卓然立极ꎮ 特别以仁、孝为例ꎬ强调

只有做到极致ꎬ方是皇极ꎮ〔８〕第三层认为ꎬ在做到

至极基础上ꎬ方能顺天应人ꎬ合于鬼神而审乎祸

福ꎮ «洪范»九畴虽以五行为开端ꎬ以福德关系

为究竟ꎬ却须以皇极为根本来统帅之ꎬ道出了皇

极为«洪范»之本的观点ꎮ 新解突出了“四外望

之以取正”的上行下效的德化意义ꎬ其根本宗旨

就是要求人君通过修身以树立一个天下瞻仰效

法的道德典范ꎬ从而达到教化天下的效果ꎮ
此处定本与初本差别甚大ꎬ二、三两层义皆

为初本所无ꎬ改后更显周全严密ꎮ 首句“余独尝

以经之文义”句初本为“予尝考之”ꎬ“独”字之

补ꎬ颇显朱子自负之意ꎻ“经之文义”之补则见出

朱子紧扣章句文本表达创见的治学风格ꎮ
(二) “使民观感而化焉”ꎮ 紧接“皇极”的

是“皇建其有极”ꎬ朱子解为人君以己之一身为

天下树立至极标准ꎮ “皇建其有极云者ꎬ则以言

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极之标准于天下也ꎮ”树
立这个“至极标准”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民观感

而化”ꎮ 君王的“建极”ꎬ是一个自利而利他的行

为:建极之君因自身光辉的德行而享有长寿、富
贵等五种幸福ꎬ而这种五福聚集所带来的光环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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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了民众ꎬ民众在对建极之君德福一体的崇高

道德典范之观摩中ꎬ获得内心的感动和灵魂的教

化ꎬ这就是建极之君将自身所聚之福广布于民众

之中的利他行为ꎮ 此中君民之福传递授受之关

键有二:一是君王必须能“建极”ꎻ二是民众必须

能“观感而化”ꎬ即它建立在君民之间道德感应、
德行转化的基础上ꎬ否则这种赐福于民是不可实

现的ꎮ
人君能建其极ꎬ则为五福之所聚ꎬ而又有

以使民观感而化焉ꎬ则是又能布此福而与其

民也ꎮ〔９〕

朱子将“建极”与“敛福”联系起来ꎬ强调德

福一致ꎬ合乎«中庸»大德必得之说ꎮ 又把“感

化”与“赐福”相关联ꎬ认为接受德教者即是接受

“福报”ꎬ被道德感化之人ꎬ即是有福纳福之人ꎮ
此皆体现了朱子以德论福的德福观ꎮ 应提出的

是ꎬ“使民观感而化”ꎬ初本为“推以化民”ꎬ“推”
字有用力勉强之意ꎬ改本更强调了感化之自然无

形ꎬ同于«论语集注» “道之以德”解的“观感而

兴”的潜默之化ꎮ
不仅是君“布福于民”ꎬ民同样会“还福于

君”ꎬ朱子在“锡汝保极”解中提出:
夫民视君以为至极之标准而从其化ꎬ则

是复以此福还锡其君ꎬ而使之常为至极之标

准也ꎮ〔１０〕

所谓“保极”ꎬ指民众以君王为至极标准而

顺从其教化ꎬ此即还君王所布之福于君之身ꎬ使
君永为至极标准ꎬ可谓“常建其极”ꎮ 民之反哺、
还福其君的实质是以君王至极之德为标准ꎬ顺从

君之德化ꎬ使自身亦拥有同样之德ꎮ 朱子指出

“惟皇作极”表达的亦是君王作极的典型示范意

义ꎬ对于民之感化向善具有关键效果ꎮ “民之所

以能有是德者ꎬ皆君之德有以为至极之标准

也ꎮ” 〔１１〕朱子还从全篇整体指出“皇建其有极”以
下皆围绕君王修身立极ꎬ以观天下ꎬ天下自然而

化之义展开ꎮ “大抵此章自‘皇建其有极’以下ꎬ
是总说人君正心修身ꎬ立大中至正之标准以观天

下ꎬ而天下化之之义ꎮ” 〔１２〕

(三) “立极于上而下之从化”ꎮ 朱子于“皇
则受之”句特别阐发了立极教化思想ꎮ 他认为ꎬ
君王立极于上ꎬ则下民受其感应从其教化ꎬ自然

有快慢深浅之别ꎬ对虽有不完全顺从教化但却未

过于违背者ꎬ仍当宽容接受之ꎮ 他说:
夫君既立极于上ꎬ而下之从化ꎬ或有浅深

迟速之不同其或未能尽合而未抵乎大戾

者ꎬ亦当受之而不拒也ꎮ〔１３〕

学者多注意太极与皇极关系ꎬ于“立(人)
极”似罕见论及ꎮ «皇极辨»中“立极”出现 ３ 次ꎬ
分别为“君既立极于上” “圣人所以立极乎上”
“人君以身立极”ꎬ意指君王当以圣人为标准来

要求自我ꎬ做到“王而圣” “君为师” “政即教”的
合一ꎮ 朱子在此将“成圣”作为君应有状态和必

要素质ꎬ表达出君应为圣的儒家政治要求ꎬ此不

仅关乎君王一身之资质ꎬ实系乎天下治理之根

本ꎮ
立极内含继天、立人极、立教三层含义ꎮ 作

为君王至极标准的极有一个超越的来源ꎬ那就是

继天而来ꎬ极的根源其实在天ꎮ 天在朱子看来ꎬ
其实为“理”ꎬ故立极的实质就是要君王成为天

理的体现ꎬ成为圣人ꎬ只有圣人才做到了“浑然天

理”ꎮ 故此处“立极于上”通乎朱子«学庸章句

序»“继天立极”说ꎬ«大学章句序»提出伏羲等上

古圣神是“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ꎬ故能继天命

而立人极ꎮ〔１４〕«中庸章句序»再次表达伏羲等上

古圣神是“继天立极”者ꎬ将之与“道统”联系起

来ꎬ说“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ꎬ而道统之传有自

来矣!”
“立极”其实是“立人极”的简称ꎬ«太极图

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ꎬ立人极焉”ꎮ
朱子指出ꎬ圣人即是“太极之全体ꎬ一动一静ꎬ无
适而非中正仁义之极”ꎮ 圣人就是太极在人道上

的表现ꎬ就是人极ꎮ 皇极、太极、人极三个概念互

涵相通ꎮ 太极图自开篇言阴阳造化ꎬ中间言人禀

受造化之灵ꎬ最后以圣人立人极结束ꎬ昭示圣人

得乎太极全体ꎬ而合乎天地ꎬ此前后恰好构成一

个首尾相因ꎬ脉络贯通的整体ꎬ显出人极乃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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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内在结穴所在ꎬ体现出太极图即天道而言人道

的天人贯通ꎮ 前贤已注意朱子“皇极”是太极论

的自然展开ꎬ但«皇极辨»并未出现“太极”ꎬ“立
(人)极”则出现多次ꎮ 盖皇极要求人君建立其

极ꎬ是为民立极ꎬ人极的内容如朱子弟子方宾所

言ꎬ即是仁义之道ꎬ “而仁义礼智所以立人极

也”ꎮ〔１５〕朱子曾要求孝宗放弃功利之心ꎬ罢免求

和之议ꎬ通过对仁义三纲之道的体验扩充ꎬ来“建
人极”ꎬ树立作为君王应有的天下道德表率ꎬ如此

方是重振国事的关键ꎮ “而以穷理为先ꎬ于仁义

之道ꎬ三纲之本ꎬ少加意焉ꎬ体验扩充ꎬ以建人

极ꎮ” 〔１６〕人极作为普遍永恒而又日用常行的人伦

之道ꎬ具有大中至正的极则意义ꎮ 圣人以仁义中

正为立人极ꎬ其实即是仁义礼智ꎬ不过中正较礼

智更亲切而已ꎮ “圣人立人极ꎬ不说仁义礼智ꎬ却
说仁义中正者ꎬ中正尤亲切ꎮ” 〔１７〕

立极与立教密不可分ꎬ立极是树立至极之准

则ꎬ是立教之前提ꎬ立教则是立极的落实和展开ꎮ
朱子多次将“立极”与“立教”联系起来ꎬ早在«杂
学辨»中即认为“修道之谓教”就是“圣人所以立

极”所在ꎮ〔１８〕«君臣服议»亦言宋朝开国确定的三

年丧制具有立极导民之效ꎬ“则其所以立极导民

者ꎬ无所难矣ꎮ”«大学章句序»指出ꎬ继天立极的

圣人通过设立司徒典乐等官职开展对百姓的礼

乐教化ꎬ以复其性ꎮ 儒家之道其实就是“立极”
之道ꎬ天生圣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圣人通过继天

立极ꎬ来修道立教ꎬ教化百姓ꎮ “问继天立极
所以生得圣人为之修道立教ꎬ以教化百姓ꎮ” 〔１９〕

(四) “上之化也ꎬ所谓皇极者也”ꎮ 朱子在

“惟皇之极”句的解释中提出了民众“革面从君”
与“以君为极”的思想ꎮ

夫人之有能革面从君ꎬ而以好德自名ꎬ则
虽未必出于中心之实ꎬ人君亦当因其自名而

与之以善ꎮ 则是人者ꎬ亦得以君为极而勉其

实也ꎮ〔２０〕

若有人能受君之感化而改除旧习ꎬ从君之

教ꎬ尽管其心出于好名而诚意不够ꎬ但君王亦当

因任其好名之心而善待勉励之ꎮ 此显示圣人设

教“至宽至广”“与人为善”“一视同仁”的广大包

容ꎬ合乎夫子“有教无类”ꎬ孟子“归斯受之”的教

化理念ꎮ
朱子对“凡厥正人”句的诠释ꎬ强调了君王

立极至为严密ꎬ而待人极为宽广的原则ꎮ
是以圣人所以立极乎上者ꎬ至严至密ꎬ而

所以接引乎下者ꎬ至宽至广ꎮ 虽彼之所以化

于此者ꎬ浅深迟速长养涵育ꎬ其心未尝不

一也ꎮ〔２１〕

朱子首先阐发了«论语» “富之教之”及«孟
子»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先富后善的教化原则ꎬ要
求君王先安顿民众生活ꎬ否则难以教化诱导民众

于善ꎮ 如民众因生活所迫陷于不义再加以教化ꎬ
则事倍功半ꎬ无济于事ꎮ 此体现了朱子视民生保

障为教化前提的立场ꎮ 强调对作为立极施教的

君王ꎬ应给予最为严格细密的要求ꎻ但对被教化

者则又应持“至宽至广”的宽大包容原则ꎬ面对

民众接受教化效果所存在的深浅快慢之差异ꎬ应
始终抱有抚育涵养之心ꎮ 这一对在上者严格与

对在下者的宽容体现了差别化视角ꎮ
朱子对“无偏无陂”句的解释突出了在上之

化的意义ꎮ 他说:
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之私ꎬ以从乎上

之化ꎬ而会归乎至极之标准也王之义、王
之道、王之路ꎬ上之化也ꎬ所谓皇极者也ꎮ〔２２〕

天下之人皆不敢徇一己私情而自觉顺从于

王者教化ꎬ会归于君王所立至极之标准ꎮ 通过王

者以自身所践行之正义、正道、正路教化民众ꎬ化
除人之私欲而使之归于荡荡平平正直之则ꎬ此
义、道、路作为在上之教化ꎬ即是皇极ꎮ 可见朱子

皇极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在上之化的教化之道ꎮ
(五) “人君以身立极而布命于下”ꎮ 朱子

对皇极章最后三句的诠释ꎬ着重突出君王立极布

命的身教思想ꎬ并将立极、伦常、天理、降衷贯通

为一ꎮ 一方面ꎬ作为施行教化者的人君ꎬ应当“以
身立极”ꎬ人君所发布的天下教令即是天理伦常

和上帝降衷之体现ꎮ
则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极而布命于下ꎬ则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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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以为常为教者ꎬ皆天之理ꎬ而不异乎上帝

之降衷也ꎮ〔２３〕

此“以身立极”即“继天立极”ꎬ对君王而言ꎬ
其身本自继天而来ꎬ德性上应实现与天为一ꎬ才
有资格ꎬ有能力成为万民取法的教化者ꎮ 初本

“立极”本是“为表”ꎬ改后突出了“立极”这一中

心主旨ꎮ “天之理” 初本为 “循天之理”ꎬ删此

“循”字ꎬ表明立极之君所立之伦常教化ꎬ即是天

理ꎬ突出了君王作为立极者的自我立法ꎬ与理为

一的神圣法则意义ꎮ
朱子强烈责求作为立极者的君王ꎬ理应成为

纯乎天理的圣人ꎮ 对受教的天下之民ꎬ要求接受

君王教化之命ꎬ恪守遵行ꎬ以不偏离天理伦常而

直接感化于君王德教之光华ꎮ
朱子又解“天子作民父母”句为:

则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极之标准ꎬ所以能

作亿兆之父母而为天下之王也ꎮ 不然ꎬ则有

其位无其德ꎬ不足以首出庶物ꎬ统御人群ꎬ而

履天下之极尊矣ꎮ〔２４〕

“人君能立至极之标准”初本为“能建其有

极”ꎬ改本紧扣“立极”而论ꎬ显豁了“皇极”的“立
至极标准”义ꎮ “亿兆”初本为“民”ꎬ改为“作亿

兆之父母”正同乎«大学章句序»“则天必命之以

为亿兆之君师ꎬ使之治而教之ꎬ以复其性ꎮ”亦证

明朱子 «皇极辨» 始终着眼于君师复性之教ꎮ
“首出庶物ꎬ统御人群”ꎬ初本为“建立标准ꎬ子育

元元”ꎬ改为乾卦“首出庶物”及“统御”后ꎬ强调

了君王首先应该履行作为一国之首应有的仪范

天下之责ꎬ如此才能“统御人群”ꎮ 即他不仅在

地位上是万人之上ꎬ更应该在德性上“首出庶

物”ꎬ做到“中心安仁”ꎮ 此是再次扣紧“立人极”
而论ꎮ〔２５〕表明天子之所以为天子ꎬ关键在“德”而
非位ꎮ 仅有位无德者ꎬ不足以履天子之位ꎮ «中
庸»认为ꎬ德位分离者ꎬ皆不能制作礼乐以行其教

化ꎬ只有德位兼备的圣人天子方可制作礼乐ꎮ
(六) “此是人君为治之心法”ꎮ 朱子还以

“心法”论定“皇极”ꎬ彰显了“皇极”作为道的意

义ꎬ也揭示了宋代“皇极”畴取代五行畴的原因ꎮ

问:皇极ꎮ 曰:此是人君为治之心法ꎮ 如

周公一书(按:指«尚书周书»)ꎬ只是个八

政而已ꎮ〔２６〕

朱子将皇极与八政比较ꎬ认为皇极才是人君

治国心法ꎬ而«周书»不过是讨论具体政治措施

之作ꎬ仅是“为治”ꎬ皇极才是更深层的决定“为
治”的“心法”ꎬ此心法即是道之义ꎮ 它直接作用

人君之心ꎬ实非八政可比ꎮ 皇极作为心法的意义

在于:君王能以极为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ꎬ
成为天下民众之道德标准、行为表率ꎬ使得民众

皆有以兴起并效法之ꎬ以成就修身化民之效ꎮ 君

王能否成为天下所取法的对象ꎬ事关天下治理成

败ꎬ故君王之心实为天下根本之要ꎮ 可见朱子的

皇极新解ꎬ与他格君心的道德教化思想一致ꎮ
“心法”在朱子语境中ꎬ具有不同所指ꎬ但皆无外

乎修身内圣与治国外王义ꎬ具有统率本体与工夫

的道统意义ꎮ 皇极心法与允执厥中、克己复礼之

心法一脉相承ꎬ不过表述有所不同而已ꎮ
君王如能通过修身工夫皇建其极ꎬ那就是把

握了政治根本ꎮ 因天下大事ꎬ皆无外乎是从君王

一心之法流淌而出ꎬ如其心正大光明ꎬ则其事自

然正大光明ꎮ “古人纪纲天下ꎬ凡措置许多事ꎬ都
是心法ꎮ 从这里流出ꎬ是多少正大!” 〔２７〕 皇极心

法说的意义表明朱子的道统论并非仅限于狭义

的内在心性之学ꎬ而实际亦包含了治平天下的外

王之道ꎮ
(七) 中、极误解与“修身立政”ꎮ 朱子对皇

极章的逐句解释ꎬ体现了其“皇极”思想实是以

责君立极化民为中心ꎬ并未涉及任何具体时政ꎮ
此诚如陈来先生所言ꎬ朱子的皇极解首先或者说

主要是一个经典命题的解释问题ꎮ 朱子之解可

能涉及政治的部分仅作为一段补充性质的短文

被置于正文之后ꎬ且完全以“修身” 立论ꎬ它以

“修身立道之本”始ꎬ以“不知修身以立政”之告

诫终ꎮ 朱子说:
但先儒未尝深求其意ꎬ而不察乎人君所

以修身立道之本ꎬ是以误训 “皇极” 为 “大

中”ꎻ又见其词多为含洪宽大之言ꎬ因复误认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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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为含胡苟且ꎬ不分善恶之意乃以误

认之“中”为误训之“极”ꎬ不谨乎至严至密之

体ꎬ而务为至宽至广之量ꎬ其弊将使人君不知

修身以立政ꎬ而堕于汉元帝之优游、唐代宗之

姑息ꎮ〔２８〕

朱子此段文字虽兼具学术、政治、教化三重

意义ꎬ但仍是紧密围绕“中” “极”的字义之辨展

开ꎮ 在他看来ꎬ先儒误训“极”为“中”的原因是

未能理会“皇极”之说意在确立“人君所以修身

立道之本”ꎬ由此引发“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的
严重政治后果ꎮ 时人不仅解“极”为“中”有误ꎬ
且对“中”的理解亦有误ꎮ “中”本是“无过不及”
之义ꎬ并非所误认的居中调停ꎬ“含糊苟且ꎬ不分

善恶之意”ꎬ这种误解导致君王修身上的 “恕

己”ꎬ用人上的“君子小人并用”的姑息、放纵ꎮ〔２９〕

朱子特别反对以“宽恕”解释“恕”ꎮ 认为恕当正

解为“如心”ꎬ而非苟且姑息之义ꎬ恕只可对人ꎬ
不可于己ꎬ批评范纯仁“恕己之心恕人”说虽心

存厚道ꎬ为世所称ꎬ其实不合本义ꎬ后果严重ꎮ 如

郅恽对光武帝的“恕己”解将引发逢君之恶、贼
君之罪的恶劣后果ꎮ〔３０〕朱子“皇极”解“一破千古

之惑”的意义建立在对“中” “恕”字义重新理解

的基础上ꎬ表明对经典文义的理解之正误ꎬ将对

修身治国带来重大影响ꎮ 此即朱子皇极解“破
惑”的意义所在ꎮ

朱子皇极解的重心实不在政治文化领域ꎬ而
归本于君王修身化民的道德教化义ꎮ 朱子强调

皇极的“至严至密”“极则”“准则”义ꎬ与其“格君

心之非”“正心诚意”之学是完全一致的ꎮ 朱子

皇极解其实是以修身教化为主的一套道德治国

论ꎬ而修身、正身、修己工夫ꎬ五福、六极效验ꎬ完
全落实在“人君之心”这一根本上ꎬ此为君王所

承担重任所在ꎮ 他说:“人君端本ꎬ岂有他哉
其本皆在人君之心ꎬ其责亦甚重矣ꎮ” 〔３１〕 故一切

工夫皆终归于治心的教化之学ꎮ

二、“以此心敷于教化政事”

象山皇极解既是其化民成俗具体实践的产

物ꎬ又是其平治天下的理论纲领ꎬ体现了象山学

鲜明的以心为教的特色ꎬ具有理事相融的色彩ꎮ
以下从以道觉民、承流宣化、保心保极、心正是

福、以心教化、皇极根心六个方面加以论述ꎮ
(一)“以斯道觉斯民者ꎬ即皇建其有极也”ꎮ

象山为改变荆门上元节设醮祈福的陋习ꎬ代以宣

讲«洪范»“敛福赐民”章ꎬ试图通过对“皇极”的
解释来达到端正民心ꎬ改变民风的教化目的ꎮ 此

是象山以“正人心”为治荆首务的落实ꎮ〔３２〕 象山

以其天生的演讲能力ꎬ阐述了发明本心ꎬ自求多

福的思想ꎬ使听者大受震动ꎬ深为信服ꎬ以至有感

激哭泣者ꎮ «年谱»载:
讲«洪范»祈福赐民一章ꎬ以代醮事ꎮ 发

明人心之善ꎬ所以自求多福者ꎬ莫不晓然有感

于中ꎬ或为之泣ꎮ
«讲义»并未对«洪范»皇极展开全面阐发ꎬ

而仅就其前三句作一论说ꎬ即“皇建其有极ꎮ 敛

时五福ꎬ用敷锡厥庶民ꎮ 惟时厥庶民于汝极ꎬ锡
汝保极ꎮ”象山对“皇极”采用汉唐通行的“大中”
说ꎬ并未自创新解ꎮ 其实在经典解释上ꎬ朱子甚

喜提出迥异前人新说ꎬ而象山往往遵循成说ꎬ此
即一例也ꎮ 象山说:

皇ꎬ大也ꎮ 极ꎬ中也ꎮ «洪范»九畴ꎬ五居

其中ꎬ故谓之极ꎮ 是极之大ꎬ充塞宇宙ꎮ 天地

以此而位ꎬ万物以此而育ꎮ〔３３〕

此以皇为大ꎬ中为极ꎬ皇极为九畴之五ꎬ故居

其中ꎮ 并以“充塞宇宙”来表明“极”之广大ꎬ此
乃象山标志语ꎬ以之形容“极”之广大ꎬ可见“极”
在象山思想中具有特殊地位ꎮ 象山又采«中庸»
致中和说ꎬ以位天地、育万物显示“极”之效用ꎮ
象山又指出:

古先圣王ꎬ皇建其极ꎬ故能参天地ꎬ赞化

育ꎮ 当此之时ꎬ凡厥庶民ꎬ皆能保极ꎬ比屋可

封ꎬ人人有士君子之行ꎮ “叶气嘉生ꎬ薰为太

平”ꎬ向用五福ꎬ此之谓也ꎮ〔３４〕

皇极大中构成参赞化育功效的前提ꎬ古代圣

王能够做到皇建其极ꎬ故能参赞化育ꎮ 在此皇极

之中ꎬ民众受其教化熏陶ꎬ而能遵循中道ꎮ 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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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天下比屋可封ꎬ人皆君子的德行教化大兴之

治ꎮ 阴阳调和ꎬ风雨时至ꎬ太和之气带来祥瑞之

物ꎬ化为太平世界ꎬ此即享用五福ꎮ
象山认为在圣王建极与民众保极之间存在

上教下化关系ꎬ在天道太平与人道和谐之间具有

内在感应关系ꎮ〔３５〕 并意识到“皇极”并非是一定

能确保建立者ꎬ如在无道之世ꎬ人心不善ꎬ豪杰无

有ꎬ则皇极不建ꎮ “逮德下衰ꎬ此心不竞ꎬ豪杰不

兴ꎬ皇极不建ꎮ” 〔３６〕皇极之能否建ꎬ关乎民众之能

否觉悟ꎮ 他说:
皇建其有极ꎬ即是敛此五福以锡庶民ꎮ

舍“极”而言福ꎬ是虚言也ꎬ是妄言也ꎬ是不明

理也ꎮ “惟皇上帝ꎬ降衷于下民”ꎬ衷即极也ꎮ
凡民之生ꎬ均有是极ꎮ 但其气禀有清浊ꎬ智识

有开塞ꎮ 天之生斯民也ꎬ使先知觉后知
以斯道觉斯民者ꎬ即“皇建其有极”也ꎬ即“敛

时五福ꎬ用敷锡厥庶民”也ꎮ〔３７〕

“皇建其有极”就是聚福以赐给百姓ꎬ但百

姓能否接受所“赐”之福ꎬ则取决于自身能否“保
有其极”ꎮ 象山坚持以“极”论“福”ꎬ强调“极”
“福”不可割裂ꎬ得“福”的关键在“保极”ꎬ无极则

无福ꎬ无极而言福ꎬ必为虚妄之谈ꎬ必是不明事理

之论ꎮ 又引«汤诰» “降衷于民”说ꎬ指出“衷”即
是“极”ꎬ “极” 又是 “中”ꎬ此不同于孔安国解

“极”为“善”ꎮ 以此证明人皆同样秉有上天所赐

之极ꎬ凡民与圣人同体无隔ꎬ而实不可自弃ꎮ 然

又因气的清浊、智的通塞等客观限制ꎬ导致凡民

不能明了自身所禀赋之“极”ꎮ〔３８〕 只有极少数先

知先觉之士ꎬ方能明乎此上天降衷之极而觉乎此

道ꎬ并以之觉悟后知后觉ꎮ 象山一方面指出“凡
民之生均有是极”ꎬ将凡民往上提升至与圣人同

样禀赋天降之极ꎻ另一方面强调“古先圣贤与民

同类”ꎬ圣贤亦不过是«孟子»所言“天民先觉”而
已ꎬ可见圣凡同体ꎮ 他强调“以道觉民”的教化、
开发民众之意ꎬ表明宋代理学并非株守“得君行

道”一途ꎮ 事实上ꎬ朱陆真正政治生涯皆极短ꎬ他
们将主要精力用在发明斯道和以道化民的教化

工作上ꎬ由此重视书院讲习活动的展开ꎮ 明代阳

明学“觉民行道”亦是对理学此项工作的进一步

深入展开而已ꎮ〔３９〕在象山看来ꎬ不管是在上之皇

极还是在下之五福ꎬ皆离不开对道的觉悟ꎬ皆围

绕如何觉道展开ꎮ 象山此处论证逻辑极似朱子

«大学章句序»思路ꎮ〔４０〕

(二) “承流宣化ꎬ即是承宣此福ꎮ” 象山将

“宣化”与“宣福”等同之ꎮ 他说:
皇建其极ꎬ“是彝是训ꎬ于帝其训”ꎬ无非

敛此五福ꎬ以锡尔庶民ꎮ 郡守县令ꎬ承流宣

化ꎬ即是承宣此福ꎬ为圣天子以锡尔庶民也ꎮ
凡尔庶民ꎬ知爱其亲ꎬ知敬其兄者ꎬ即“惟皇

上帝所降之衷”ꎬ今圣天子所锡之福也ꎮ
圣上德性光明在上ꎬ足以洞察幽明ꎬ智照四

方ꎬ故能替天治民ꎬ奉天从事ꎬ立大中之道ꎬ此伦

常中道既是民众所当遵循之法则ꎬ亦同样是帝王

所当行之法则ꎬ皇能建其极ꎬ则自能聚集五福以

锡庶民ꎮ 各级官员秉承圣意ꎬ宣扬教化ꎬ就是替

天子赐五福于民ꎮ “承流宣化ꎬ即是承宣此福”
说把官员开展教化当作赐民之福ꎬ把德性之教与

人生幸福结合之ꎬ表达了以教为福的思想ꎬ明确

了开展化民易俗的教化工作乃官员应尽之职

责ꎮ〔４１〕于民众而言ꎬ如能做到爱亲敬兄的孝悌之

道ꎬ即是实现了“皇降之衷”ꎬ即承受了天子所赐

之福ꎮ 可见ꎬ象山之教化以父子兄弟的孝悌爱敬

之情为中心ꎬ将所谓祈福归结为个人的内在德性

修养ꎬ此福不在天ꎬ不在王ꎬ而是在个人当下可行

的内在之道ꎬ是人人本有的孝悌仁爱之心ꎮ 象山

指出特意开设本讲ꎬ乃是针对官府设立法会祈福

之举的一项改革ꎬ“谨发明«洪范»敛福锡民一

章ꎬ以代醮事ꎬ亦庶几承流宣化之万一ꎮ”指出天

子以皇极君临天下ꎬ地方官员理应与民众践履皇

极之义ꎬ从而接近天子之光辉ꎮ 故以此讲代替法

会ꎬ意在达到承流宣化之目的ꎮ 列九畴于 «讲

义»之后ꎬ希望民众能转变观念ꎬ做到以善为福ꎮ
所谓“自求多福”之福乃是自我当下即可把握

者ꎬ求福即在求心ꎬ福在心内非在外也ꎮ
象山始终认为ꎬ宣扬教化乃是为官本职ꎮ 他

在尚未上任荆州前所作«石湾祷雨文»中ꎬ即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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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官员不以宣化为职ꎬ反而一味以吏事、催科、簿
书等为务ꎬ放弃了作为地方官员最重要的承流宣

化之责ꎬ表明了以承流宣化作为执政首务的理念

及革新弊政的用心ꎮ “论道经邦ꎬ承流宣化ꎬ徒为

空言ꎻ簿书期会ꎬ狱讼财计ꎬ斯为实事ꎬ为日久

矣ꎮ” 〔４２〕在«宜章县学记»中ꎬ象山大量引用«尚
书»以为立论根据ꎬ充分表达了承流宣化、各负其

责的教化思想ꎮ 他说:
汉董生曰:“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ꎬ

所使承流而宣化也ꎮ”是故任斯民之责于天

者ꎬ君也ꎮ 分君之责者ꎬ吏也ꎮ 民之弗率ꎬ吏

之责也ꎮ 吏之不良ꎬ君之责也ꎮ «书»曰“万

方有罪ꎬ罪在朕躬” 此君任其责者也ꎮ
可以为吏而不任其责乎?〔４３〕

上帝不仅降生民之中ꎬ还任命君师对民众施

其政教ꎬ行其化育ꎮ 由此内设朝廷ꎬ外置邦邑ꎬ皆
以尽心辅助天子之教化为务ꎮ 周公告诫成王三

宅三俊说ꎬ当以三德教化百姓ꎻ成王告诫康叔ꎬ应
以五常教化百姓ꎮ 董仲舒“承流宣化”说ꎬ指出

郡守、县令等官ꎬ承担着宣扬君德ꎬ教化民众之

责ꎮ 故向上天承担保养教化民众之责者为君王ꎬ
分担君王之责者为官吏ꎮ 如民众不遵循教导ꎬ则
当责备官吏ꎻ如官吏品行不端ꎬ则追究君王责任ꎮ
可见君臣上下之间ꎬ各自承担着教化官吏与民众

之职ꎮ 天下有罪ꎬ百姓有错ꎬ君王当负其总责ꎮ
然作为官吏者亦当承担所负有之职责ꎬ而不可推

诿于民众与风俗之难治难移ꎮ
象山将有无教化之道ꎬ视为夷狄之国与中国

的差别所在ꎮ 据夫子君子化陋俗为良治之思想ꎬ
批评官员推脱治化之责于风土民情者乃自欺之

言ꎮ 引曾子、孟子、孔子之言ꎬ表明民情处饥渴无

助情形之下ꎬ反而最易推行治化之道ꎮ 称赞吴镒

通过学校教育子弟ꎬ使老幼皆受教化而自然回心

向善ꎬ证明开展治理教化工作ꎬ于此民风不竞之

世更为容易ꎮ 又以周道大行为例ꎬ对教化提出了

应达到“民日迁善远罪而不知为之者”的自然而

化境界ꎮ 特别抨击功利之说、百家之言对于人心

的遮蔽和教化的阻碍ꎬ教化关键在自我挺立ꎬ践

履仁义ꎬ扩充四端ꎮ
夷狄之国无天子之吏在焉ꎬ宜其有

不可治化者矣顾不于其上之人而致其

责ꎬ而惟民是尤ꎬ则斯人之为吏可知也于

其所谓不可化者ꎬ有以知其甚易化也ꎮ〔４４〕

(三)“若能保有是心ꎬ即为保极”ꎮ 象山将

保极、五福皆落实为保心ꎮ 说:
若能保有是心ꎬ即为保极ꎬ宜得其寿

即“惟皇上帝ꎬ所降之衷”ꎬ今圣天子所锡之

福也ꎮ 身或不寿ꎬ此心实寿杀身成仁ꎬ亦
为考终命ꎮ〔４５〕

象山认为ꎬ如能保养此心不失ꎬ即是保极ꎬ就
当享有富寿康宁等五福ꎮ 福不是外在之事ꎬ而纯

为内心存养ꎻ它本无关肉体ꎬ即使肉体消亡ꎬ此心

仍可常存ꎮ 如杀身成仁者ꎬ身虽亡而命常在ꎮ 故

百姓如能明乎君臣上下之义ꎬ中国夷狄、善恶是

非之分ꎬ践行父慈子孝五伦之道ꎬ即做到了皇降

之衷ꎬ即能承受天子所赐五福ꎮ〔４６〕 象山谈到了如

何面对德福不一ꎮ 他区分了心之福与身之福ꎬ认
为如能行五常之教ꎬ其心实已享有了五福之报ꎮ
此种福报完全是“心福”而非“身福”ꎬ如能存养、
践履此道德之心ꎬ即是最大之福ꎬ外界富寿等ꎬ皆
不足与计ꎮ 此体现了象山以“心”为核心解释人

生的思想ꎮ «贵溪重修县学记»则明确提出以本

心为教ꎬ对民众教化本乎尧舜之道ꎬ皆不过使之

不失本心ꎮ “庠序之教ꎬ抑申斯义以致其知ꎬ使不

失其本心而已ꎮ” 〔４７〕 然据«中庸» “大德必得”之

论ꎬ“心福”应与“身福”一致ꎮ
(四)“实论五福ꎬ但当论人一心”ꎮ 象山进

一步申论了以心论福的“心福”立场ꎮ 说:
实论五福ꎬ但当论人一心ꎬ此心若正ꎬ无

不是福ꎮ 此心若邪ꎬ无不是祸不知富贵

之人ꎬ若其心邪ꎬ其事恶ꎬ是逆天地若于

此时更复自欺自瞒ꎬ是直欲自绝灭其本心

也虽在贫贱患难中ꎬ心自亨通ꎮ 正人达

者观之ꎬ即是福德ꎮ〔４８〕

象山提出论福实为论心ꎬ心正为福ꎬ心邪为

祸ꎬ区别了德富背离和一致两种情况ꎮ 一者大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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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ꎬ如其心邪事恶ꎬ则是违背天地鬼神ꎬ背离圣

贤之训ꎬ君师之教ꎮ 若自加反思ꎬ真实面对自我ꎬ
必能意识到其中实有不可自我欺骗隐瞒者所在ꎮ
若于此仍是自我欺瞒ꎬ不肯面对本真之我ꎬ则必

是自绝灭其本心之人ꎮ 况且富贵实非人生所当

追求ꎬ自正人君子而观之ꎬ富贵非但不可羡慕ꎬ反
而可怜鄙视之极ꎬ实乃身处监狱污秽之中而不自

觉ꎮ 反之ꎬ身处患难之中ꎬ如能心正事善ꎬ不违天

地鬼神ꎬ君师圣贤之教ꎬ则必赢得庇佑和肯定ꎮ
虽处贫贱ꎬ而心实富有通达ꎮ 自正人君子观之ꎬ
此即福德ꎮ 象山以正邪、贫富、善恶之对比ꎬ突出

“福德”的“德福”义ꎬ是因“德”而“福”而非因

“富”而德ꎬ以消解民众以富为德的观念ꎮ 世俗

之福并非真福ꎬ唯有有道德者方是真幸福ꎮ 当

然ꎬ此处象山强调了观察者的身份———自正人观

之ꎬ否则就不正之人观之ꎬ其判断必有所不同ꎮ
象山引«尚书»说论证“自考其心”的求福之

法ꎬ批评求神拜佛无益ꎮ
但自考其心ꎬ则知福祥殃咎之至ꎬ如影随

形ꎬ如响应声ꎬ实必然之理也ꎮ 愚人不能迁善

远罪ꎬ但贪求富贵ꎬ却祈神佛以求福ꎮ〔４９〕

伊尹告诫太甲上帝无常ꎬ灾祸吉祥因人善恶

而降ꎮ 坤卦说积善余庆ꎬ强调善祥恶殃的德福一

致ꎮ 祸福善恶端在自家之心ꎬ故当“自考其心”ꎬ
如能自求自考ꎬ则见祸福如形影声响之必然而不

可违逆ꎮ 批评愚人贪恋富贵而妄求神佛保佑赐

福ꎬ但却不知神自有其福善祸淫之原则ꎬ而不被

人所收买ꎬ故不能予福德于不善之人ꎮ 真求福德

之法ꎬ乃在对治自身ꎬ迁善改过ꎬ远离罪恶ꎮ 象山

完全是从道德本心的角度阐发以善为福的思想ꎬ
批评了求神拜佛思想的荒谬性ꎮ

象山之论ꎬ合乎其义利之辨的精神ꎬ他教化

民众当以义为利ꎬ而不是以利为利ꎮ 他曾据«尚
书仲虺之诰»区别内心动机与外在效果的同一

与差异两种情况ꎬ略相当于康德的合法性与道德

性之别ꎮ 判定行为是否具有道德ꎬ关键是看其心

之所主ꎬ而不是看其行之是否合乎所是ꎮ 如心主

于义ꎬ则其行为义ꎻ主于利则行为利ꎮ 故后世行

为虽有合乎礼义者ꎬ然却是出于利害之心ꎮ 反

之ꎬ古人虽是考虑利害ꎬ却是出于道义之行ꎮ 这

样使得一切行为的价值皆当“凭心而论”ꎬ而不

是就事而论ꎬ故官吏处理财会、诉讼等杂务就完

全具有了正当性和必要性ꎻ同样ꎬ出于求利之心

的祈福之举ꎬ则不具有了道德性ꎮ
后世贤者处心处事ꎬ亦非尽无礼义ꎬ特其

心先主乎利害而以礼义行之耳ꎮ 后世所以大

异于古人者ꎬ正在于此ꎮ〔５０〕

对民众而言ꎬ功利的态度尤表现在事鬼神

上ꎮ 象山虽肯定怪力鬼神实有ꎬ所看重者ꎬ则是

鬼神所具有的教化百姓之效用ꎮ〔５１〕象山以“聪明

正直”作为对神的要求ꎬ认为民众对神的祭祀应

祭所当祭ꎬ非所当祭而祭ꎬ即是淫祀ꎮ 对神而言ꎬ
亦不应享有不当祭之祭ꎬ否则非神ꎮ 他以此为准

则来改革旧俗祭神之误ꎬ体现了化民成俗教化思

想的实践ꎮ 象山曾多次求雨ꎬ但却体现了很强的

理性精神ꎬ毫无祈求姿态ꎬ批评山川之神素餐不

治ꎬ劝告诸神既然享民之祭ꎬ理应替民分忧ꎬ救民

旱灾ꎮ 把山川之神视为自己的“同僚”ꎬ共同承

担庇护一方百姓的使命ꎬ如不能消除灾害ꎬ对神

来说ꎬ亦意味着失职ꎮ “旱干水溢ꎬ实与守臣同其

责ꎮ” 〔５２〕

(五)“以此心敷于教化政事”ꎮ 象山提出了

以心为教说ꎮ
皇极在«洪范» 九畴之中ꎬ乃«洪范» 根

本“敛时五福ꎬ锡尔庶民”者ꎬ即是以此

心敷于教化政事ꎬ以发明尔庶民天降之衷ꎬ不
令陷溺ꎮ 尔庶民能保全此心ꎬ不陷邪恶ꎬ即为

保极ꎮ 可以报圣天子教育之恩ꎬ长享五福ꎬ更
不必别求神佛也ꎮ

象山肯定“皇极”在整个«洪范»九畴之中的

根本地位ꎮ 天子“建用皇极”ꎬ赐五福于百姓ꎬ其
实质是以皇极之心施于政事教化ꎬ以阐发显明百

姓内在本有的天降之中ꎬ使之不至陷溺ꎮ 庶民如

能保全此本心ꎬ即做到了保极ꎮ 则可上报君恩ꎬ
长享五福ꎬ而不必别求神佛ꎮ 象山此处亦是以

“心”论福ꎬ以心论“极”ꎬ天子赐福于民者无他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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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是施教者以大中之心教化民众ꎬ使民众能自

觉其大中之心ꎬ存养此心而不陷溺也ꎮ 对受教化

者而言ꎬ则保全大中之心纯正无邪ꎬ即是保养此

极ꎮ 无论赐福、保极皆是一心之教化ꎮ 象山之

心ꎬ并不离乎理ꎮ 他指出福其实不可赐ꎬ所谓赐

福ꎬ乃是指此理之遍布宇宙ꎮ 象山主心即理ꎬ故
此理充塞ꎬ其实亦是此心充塞ꎮ “福如何锡得?
只是此理充塞宇宙ꎮ” 〔５３〕

(六) “皇极之建ꎬ根乎人心”ꎮ 象山指出ꎬ
«洪范»九畴之教关乎彝伦之存废ꎬ箕子曾对武

王讲述«洪范»九畴ꎬ当鲧治水失败后ꎬ帝大怒而

不授«洪范»ꎬ导致伦常败坏ꎻ在大禹接替治水工

作后ꎬ方才赐予«洪范»ꎬ使得伦常有序ꎮ 作为

«洪范»核心的皇极大中之建立ꎬ事关彝伦兴废ꎬ
此是普遍不易之理ꎮ 但此“中” “常”并不神秘ꎬ
不可仅从政治上加以理解ꎬ实则“根乎人心而塞

乎天地”ꎮ 大中常道既内在根本于人心ꎬ又超越

充塞于天地ꎬ表达了以人心论“皇极”的教化思

想ꎮ “皇极之建ꎬ彝伦之叙ꎬ反是则非ꎬ终古不易ꎮ
是极是彝ꎬ根乎人心而塞乎天地ꎮ”

象山的教化思想ꎬ特别重视先知先觉的引导

之功ꎮ 他指出ꎬ先知先觉的意义在于明理导民ꎮ
盖理虽遍在天地ꎬ但若无先知先觉开导引诱ꎬ则
人必然限于黑暗摸索之中ꎬ而无法明乎此理ꎮ 只

有明觉之人方才可以论理ꎮ 学不明理ꎬ只是凭一

己武断论述天下是非ꎬ不自量力ꎬ此显出象山对

于“理”之重视ꎮ “是理之在天下无间然也ꎬ然非

先知先觉为之开导ꎬ则人固未免于暗ꎮ” 〔５４〕 上古

圣贤先觉此道以觉悟斯民ꎬ后世学者无学ꎬ道亦

无传ꎬ故民无所归ꎮ 批评士人未能明道ꎬ导致教

化不行ꎬ斯道不明ꎮ 可见士之先觉乃是教化推行

之前提ꎮ 故象山反复致意于“以道觉民”ꎮ “上
古圣贤ꎬ先知此道ꎬ以此道觉此民ꎮ 后世学绝道

丧ꎬ邪说蜂起而号称学者ꎬ又复如此ꎬ道何由

而明哉!” 〔５５〕

在象山看来ꎬ所谓先知先觉实质就是师友之

教ꎬ象山认为有无师友之教ꎬ是决定学道成败的

关键ꎮ 先知先觉之觉悟后知后觉ꎬ乃是天理必

然ꎮ 有师之教与无师之教ꎬ效果截然不同ꎮ 先知

先觉者承担培育天下人才之重任ꎬ故天下没有人

才ꎬ责任在于作为先知先觉者的师友未能尽其教

化之功ꎮ “天之生斯民也ꎬ以先知觉后知ꎬ先觉觉

后觉ꎬ要当有任其责者ꎮ” 〔５６〕 象山讨论了先知先

觉所教与学者所习之异同ꎬ指出所谓先知先觉之

教并非口耳言语之教ꎬ“意见之教”ꎬ乃是事实之

教ꎬ人伦之道ꎬ是言教与身教的统一ꎮ 此有针对

朱子意味ꎮ
朱子对象山皇极说甚为关切ꎬ听闻象山解

“保极为存心”ꎬ要求学者对其说加以判定ꎬ提出

应对照经文ꎬ逐句落实其解ꎬ方能判定象山得失ꎮ
朱子判定象山的皇极解不过是敛六极ꎬ“陆子静

荆门军晓谕乃是敛六极也!” 〔５７〕所谓六极乃是与

五福相对的六种不好之遭遇:“一曰凶、短、折ꎬ二
曰疾ꎬ三曰忧ꎬ四曰贫ꎬ五曰恶ꎬ六曰弱ꎮ”其意谓

象山把敛五福解读成了敛灾祸ꎮ 象山提出“舍极

无福”“保有是心即为保极” “实论五福ꎬ但当论

人一心”的以心为福说ꎬ注重教化民众不可执着

世俗之祸福ꎬ其目的亦是“使天下之民归于正”ꎬ
实在具有转化民风的教化意义ꎮ 朱子颇为忌惮

其将此等外在祸福完全收归于“心”ꎬ而置现实

祸福于不顾之论ꎬ故发此批评ꎬ实不相应而有失

严苛ꎮ 学者已指出朱子所言不妥ꎮ〔５８〕

三、结语: 皇极与教化

朱子、象山对皇极字义及其思想的阐发ꎬ可
谓同中有异ꎬ异中有同ꎬ但在基本精神旨趣上彼

此相通ꎬ皆以推行教化为共同宗旨ꎮ 朱子皇极之

解ꎬ自辟新见ꎬ其指向却在责君行道ꎬ要求君王修

身诚意ꎬ以立人极ꎬ通过树立圣人般的典范人格ꎬ
成为天下四方效法取正的法则ꎬ以达到下民感兴

而化的教化效果ꎮ 朱子以治经学的严谨态度ꎬ对
皇极文本ꎬ反复修改ꎬ字斟句酌ꎬ具有很强的学术

性ꎮ 就其文本前后修改等来看ꎬ体现了越来越突

出教化、立极的意味ꎮ 而象山的皇极讲义则完全

是有感而作ꎬ是为了解决一个转移风俗ꎬ改变民

心的实际问题ꎮ 故象山的皇极解只是选取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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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而发ꎬ不如朱子皇极解严密完整ꎮ 为了转变民

众祈神求福的功利之心ꎬ象山开出了保心、保极ꎬ
以心为福之方ꎬ教化民众当在自家德性用功ꎬ树
立德福一致ꎬ以德为福的思想ꎬ体现了心学的教

化理论ꎬ产生了明显的现实效果ꎬ彰显了象山学

义理与事功贯通的“实学”特质ꎮ 简言之ꎬ朱陆

皇极解所针对对象ꎬ所设定任务皆有所不同ꎬ朱
子可谓是责君成圣以化民的上层路线ꎬ象山则是

化民之心以行道的下层路线ꎬ但二者皆同归于儒

家的教化之道ꎮ
儒家的这一教化思想在当代仍具有新的理

论活力ꎮ 当代儒家教化哲学的代表学者李景林

指出ꎬ儒学的根本特质就是一种教化的哲学ꎮ 儒

学作为一种工夫教化ꎬ它不脱离于哲学ꎻ另一方

面ꎬ儒学作为哲学义理ꎬ它扎根于工夫教化ꎮ 儒

学的“教化”观念ꎬ取形式与实质、内在与超越一

体的思路ꎬ经由“工夫”来引发人的内在精神生

活和情感生活的转变ꎮ 儒家哲学的教化还借助

于中国古代社会固有的礼仪、仪式系统ꎬ经过形

上学的诠释、点化、提升ꎬ巧妙地切合和影响于人

的社会和精神生活之样式ꎬ这种教化带有浓厚的

哲学的意味ꎬ这是它“哲学义的教化”一面ꎮ〔５９〕李

景林强调ꎬ经典传习、礼乐教化、重视家庭教育作

为的儒家教化方法ꎬ于今日落实儒学的教化之道

仍具有重要意义ꎮ 他提醒教化儒学的未来发展

要注意三个方面:理论形态的重建、儒学和社会

生活联系的重建、“以身体道”群体的培育ꎮ〔６０〕可

见ꎬ从教化的角度来解读儒学的过去与重建儒学

的未来ꎬ可以超越以心性或政治论儒学的分歧ꎬ
从一个新的角度契入中国哲学传统ꎬ开拓中国哲

学新境ꎬ这是宋代儒者皇极解留给我们的一个极

具启发意义的论题ꎮ

注释:
〔１〕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

究»:上海:三联书店ꎬ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８４９ 页ꎮ
〔２〕吴震:«宋代政治思想史上的“皇极”解释———以朱熹皇

极辨为中心»ꎬ«复旦学报»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ꎮ
〔３〕丁四新:«再论‹尚书洪范›的政治哲学———以五行畴

和皇极畴为中心»ꎬ«中山大学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ꎮ
〔４〕王博:«从皇极到无极»ꎬ«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ꎮ 此外ꎬ刘增光«皇极根于人心———陆九渊的洪范学»亦纳象

山皇极之教于政治哲学范畴ꎬ载«纪念张岱年先生诞辰 １１０ 周年

学术会议论文集»ꎬ第 ５１０ － ５２２ 页ꎮ
〔５〕陈来:«“一破千古之惑”———朱子对‹洪范›皇极说的解

释»ꎬ«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ꎮ
〔６〕陈来已提及朱子皇极解的根本目的就是使民“归心教

化”ꎬ但并未展开论述ꎮ 陈来:«“一破千古之惑”———朱子对‹洪

范›皇极说的解释»ꎬ«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ꎮ
〔７〕〔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卷七十二)ꎬ«朱子

全书»(第 ２４ 册)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

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３４５３ － ３４５４ 页(本文涉及朱子文献ꎬ皆是«朱子

全书»２００２ 年版ꎬ以下不再标注)ꎮ 作为初本的«皇极辨初稿»本

段内容与改本差别较大ꎬ初本无“顺五行、厚八政ꎬ极仁极孝”等

说ꎮ 载«朱子全书»(第 ２６ 册)ꎬ第 ７２７ 页ꎮ
〔８〕在«皇极辨»初本第一个补记中ꎬ朱子已以孝、悌为例来

阐明至极ꎬ“以孝言之ꎬ而天下之孝至此无以加ꎻ以弟言之ꎬ则天

下之弟至此而无小过也ꎮ” «朱子全书» (第 ２６ 册)ꎬ第 ７３０ 页ꎮ
陈来«“一破千古之惑”———朱子对‹洪范›皇极说的解释»认为

朱子此处已经“把初本的补记一的思想增写在这里ꎮ”
〔９〕〔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卷七十二)ꎬ«朱子

全书»(第 ２４ 册)ꎬ第 ３４５５ 页ꎮ
〔１０〕〔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卷七十二)ꎬ«朱

子全书»(第 ２４ 册)ꎬ第 ３４５５ 页ꎮ 末句中的“至极”ꎬ初本为“天

下”ꎬ改后更加扣紧皇极和对应全文ꎮ
〔１１〕〔１２〕〔１３〕〔１５〕〔１６〕〔２３〕〔２４〕 〔２８〕 〔宋〕朱熹:«晦庵

先生朱文公文集» (卷七十二)ꎬ «朱子全书» (第 ２４ 册)ꎬ第

３４５５、２０２５、３４５５、２６５５、６３５、３４５６、３４５６、３４５６ － ３４５７ 页ꎮ
〔１４〕唐仲友亦言ꎬ“‘建用皇极’者ꎬ善民之习而复其性也ꎮ”

«帝王经世图谱»卷三«皇极建用之图»ꎬ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

初编»(第 ９２７ 册)ꎬ上海: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３６ 年ꎬ第 ５９ 页ꎮ
〔１７〕〔１９〕〔２６〕〔２７〕〔５７〕〔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ꎬ«朱

子全书»(第十七册)ꎬ第 ３１３６、４３１、２７０４、３８６７、２７１０ 页ꎮ
〔１８〕朱子«静江府虞帝庙碑»中认为舜是配天立极ꎬ“熹窃

惟帝之所以配天立极”ꎮ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卷八十八)ꎬ
«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ꎬ第 ４０９９ 页ꎮ «武夷七咏天柱峰»
“只说乾坤大ꎬ谁知立极功”ꎮ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卷六)ꎬ
«朱子全书»(第二十册)ꎬ第 ４５５ 页ꎮ 朱子指出ꎬ司马光等人反

驳王安石以僖祖为不祧之祖的观点是“以为太祖受命立极ꎬ当为

始祖”ꎬ可见“立极”与“皇极”一并ꎬ已成为宋代学者政治主张的

一个重要观点ꎮ «面奏祧庙劄子»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卷

十五)ꎬ«朱子全书»(第二十册)ꎬ第 ７２６ 页ꎮ
〔２０〕«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ꎬ«朱子全书»(第

２４ 册)ꎬ第 ３４５５ 页ꎮ 初本无“从君”ꎬ初本“教以修身求福之道”
被改为“因其自名而与之以善”ꎬ更扣紧文本ꎮ

〔２１〕〔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卷七十二)ꎬ«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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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全书»(第２４ 册)ꎬ第３４５５ 页ꎮ 末句初本为:“虽彼之所以移于

此者ꎬ迟速真伪、才德高下有万不同ꎻ 而吾之所以应于彼者ꎬ矜

怜抚奄ꎬ恳恻周尽ꎬ未尝不一也ꎮ”«朱子全书»(第二十六册)ꎬ第
７２９ 页ꎮ 文字主要差别表现为除“移”改为“化”外ꎬ把“真伪”改

为“浅深”ꎬ表明这是程度问题ꎬ与“宽广”保持一致ꎬ亦与前文

“因其自名而与之以善”相贯通ꎮ 去除“才德高下”ꎮ 改“矜怜抚

奄ꎬ恳恻周尽”为“长养涵育”ꎬ突出养而育之的教养义ꎮ 最后一

句补充“心”字ꎬ体现了以心为教的特色ꎮ
〔２２〕〔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卷七十二)ꎬ«朱

子全书»(第 ２４ 册)ꎬ第 ３４５６ 页ꎮ 初本为:“言民皆不溺于己之

私”ꎬ与改本同为“化私”之意ꎮ «语类»亦指出君王立极与民观

而化是上下一体ꎬ教政合一ꎬ以教为本ꎮ “言王者之身可以为下

民之标准也ꎮ 貌之恭ꎬ言之从ꎬ视明听聪ꎬ则民观而化之ꎮ 
敛者ꎬ非取之于外ꎬ亦自吾身先得其正ꎬ然后可以率天下之民以

归于正ꎬ此锡福之道也ꎮ”«朱子语类»(卷七十九)ꎬ第 ２７１０ 页ꎮ
〔２５〕“首出庶物”之说已见于«皇极辨»初本:“故惟曰聪明

睿智ꎬ首出庶物ꎬ如所谓‘天下一人而已’者ꎮ”«朱子全书»(第二

十六册)ꎬ第 ７３０ － ７３１ 页ꎮ
〔２９〕朱子说:“今人说中ꎬ只是含胡依违ꎬ善不必尽赏ꎬ恶不

必尽罚ꎮ 如此ꎬ岂得谓之中!”«朱子语类»(卷 ７９)ꎬ第 ２７０６ 页ꎮ
〔３０〕“近世名卿之言有曰‘人虽至愚ꎬ责人则明ꎬ虽有聪明ꎬ

恕己则昏ꎮ 苟能以责人之心责己ꎬ恕己之心恕人ꎬ则不患不至于

圣贤矣’ꎮ 此言近厚ꎬ世亦多称之者ꎬ但恕字之义ꎬ本以如心而

得ꎬ故可以施之于人ꎬ而不可以施之于己ꎮ 若汉之光武ꎬ亦

贤君也ꎬ一旦以无罪黜其妻ꎬ其臣郅恽不能力陈大义以救其失ꎬ
而姑为缓辞以慰解之光武乃谓惮为善恕己量主ꎬ则其失又

甚远ꎬ而大启为人臣者不肯责难陈善以贼其君之罪ꎮ 一字之义

有所不明ꎬ而其祸乃至于此ꎬ可不谨哉!”朱熹:«四书或问»ꎬ«朱

子全书»(第六册)ꎬ第 ５３８ 页ꎮ
〔３１〕«朱子语类»(卷 ７９)ꎬ第 ２７０８ 页ꎮ 象山亦特别重视格

君心之非ꎬ反复致意于此ꎬ此是其与朱子之同处ꎮ 如“格君心之

非ꎬ引之于当道ꎬ安得不用其极ꎮ”陆九渊:«陆九渊集»ꎬ北京:中
华书局ꎬ１９８０ 年ꎬ第３４５ 页ꎮ “今时人臣逢君之恶ꎬ长君之恶则有

之矣ꎮ 所谓格君心之非ꎬ引君当道ꎬ邈乎远哉!”«陆九渊集»ꎬ第
１７９ 页ꎮ

〔３２〕符叙舜功云:“象山在荆门ꎬ上元须作醮ꎬ象山罢之ꎮ
劝谕邦人以福不在外ꎬ但当求之内心ꎮ 于是日入道观ꎬ设讲座ꎬ
说‘皇极’ꎬ令邦人聚听之ꎮ 次日ꎬ又画为一图以示之ꎮ”«朱子语

类»(卷 ７９)ꎬ第 ２７１２ 页ꎮ 有学者认为象山«讲义»具有明心学、
倡教化、回应朱子的三重目的ꎮ 方旭东认为象山上元讲皇极与

道教有关ꎮ «上元醮与皇极———陆九渊‹荆门军上元设厅皇极讲

义›发覆»ꎬ«复旦学报»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ꎮ
〔３３〕〔３４〕〔３６〕 〔３７〕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７〕 〔４８〕

〔４９〕〔５０〕〔５２〕〔５３〕〔５４〕〔５５〕 〔５６〕 〔宋〕陆九渊:«陆九渊集»ꎬ

第 ２８３、２８４、２３５、２８４、１１３、３０８、２２８、２２９ － ２３０、２８４、２３７、２８４、
２８５、４２２、３０６、４３５、２７０、１２７、２３９ 页ꎮ

〔３５〕朱子曾反思之前自己亦曾以天道、人道思想阐发«洪

范»ꎬ后觉不妥而放弃之ꎮ “向来亦将天道人事分配为之ꎬ后来觉

未尽ꎬ遂已之ꎮ”«朱子语类»(卷 ７９)ꎬ第 ２７１４ 页ꎮ
〔３８〕陆九渊«宜章县学记»提到“降衷”被堵的情况ꎬ“功利

之习入于骨髓ꎬ杨朱、墨翟、告子、许行之徒ꎬ又各以其说从而诬

之ꎮ 帝降之衷ꎬ茅塞甚矣ꎮ”«陆九渊集»ꎬ第 ２３０ 页ꎮ
〔３９〕余英时认为阳明心学由“得君行道”转向“觉民行道”ꎮ

“王阳明是要通过唤醒每一个人的良知的方式ꎬ来达成治天下的

目的ꎬ这可以说是儒家政治观念上一个划时代的转变ꎬ我们不妨

称之为“觉民行道”ꎬ与两千年来“得君行道”的方向恰恰相反ꎮ”
«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ꎬ长春:吉林出版集团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１９０
页ꎮ 吴震在«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 (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ꎬ２０１６ 年)的导论中着重从儒家德福之道及天人感应的角

度讨论了皇极ꎮ
〔４０〕如“上帝降衷于下民”通乎«大学章句序»“天降生民以

仁义礼智之性”ꎬ指人性之善本自天赋ꎻ气禀、智识论通乎气禀不

齐ꎬ不全乎性说ꎬ解释现实人性之不善ꎻ“以斯道觉斯民” 通乎

“为君师之教以复性”说ꎬ落实为圣贤教化之道ꎬ使人皆能保全降

衷之性ꎮ 可见象山与朱子皇极解不仅有别ꎬ实亦有同ꎮ
〔４６〕象山此处特别提及“中国夷狄”之分ꎬ可能与荆门彼时

为“次边”之地有关ꎬ“中国夷狄”之分具有激发民众抗敌爱国之

情的意味ꎮ 另一种可能是思想文化之别ꎬ象山不满荆门设醮祈

福之风ꎬ希望以儒家德性教化之学来扭转风气ꎬ激发明众归本儒

学之教的用意ꎮ
〔５１〕牟宗三亦以心论德福一致ꎮ “一切存在之状态随心

转ꎬ事事如意而无所谓不如意ꎬ这是福ꎮ 这样ꎬ德即存在ꎬ存在即

德ꎬ德与福通过这样的诡谲的相即ꎬ便形成德福浑是一事ꎮ”牟宗

三:«圆善论»ꎬ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２４９ 页ꎮ
〔５８〕陈来指出ꎬ“陆九渊这一儒家文化实践是值得赞赏

的ꎮ”“朱子这个批评似不恰当ꎬ盖陆氏是对民众施行教化ꎬ不是

解经论学ꎬ应不必在此处进行学术辨析ꎮ”陈来:«一破千古之

惑———朱子对‹洪范›皇极说的解释»ꎬ«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１３ 年

第 ２ 期ꎮ 吴震«宋代政治思想史上的“皇极”解释———以朱熹皇

极辨为中心»亦指出ꎬ朱熹对陆九渊之论乃“一酷评”ꎬ“未免说

得有点过重”ꎮ
〔５９〕李景林:«教化的哲学»ꎬ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 年ꎬ“绪言”ꎮ
〔６０〕李景林:«教化论视域中的儒学»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绪论”ꎮ

〔责任编辑:汪家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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