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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善治:王弼的法理憧憬

喻　 中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８)

〔摘　 要〕王弼是正始玄学的主要奠基人ꎬ同时也是魏晋时期华夏法理学的主要代表ꎮ 王弼法理学的主题

是寻求善治ꎮ 根据王弼的叙述ꎬ在通往善治的道路上ꎬ既要坚持“以道治国”ꎬ也要坚持“以正治国”ꎮ 其中ꎬ“以

道治国”需要遵循的规范主要是“无为”与“不言”ꎻ“以正治国”需要遵循的规范主要是仁、礼、法、制ꎮ 在“以道

治国”与“以正治国”之间ꎬ具有本与末的关系:“以道治国”是善治之本ꎬ“以正治国”是善治之末ꎮ 为了寻求善

治ꎬ应当“崇本举末”ꎮ 这样的善治方略表明ꎬ王弼试图融会道家与儒家ꎬ他的法理憧憬体现了对道家与儒家两

种思想传统的兼收并蓄ꎮ
〔关键词〕王弼ꎻ法理ꎻ本末ꎻ善治ꎻ以道治国ꎻ以正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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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魏晋时期的思想天空中ꎬ王弼 (２２６—
２４９)就像一颗转瞬即逝的彗星ꎮ 王弼的自然生

命虽然很短暂ꎬ但他发出的思想光芒却很耀眼ꎬ
他产生的思想影响也很深远ꎮ 钱穆认为ꎬ“王充

只是魏、晋新思想的陈涉、吴广ꎬ若论开国元勋ꎬ
该轮到王弼ꎮ” 〔１〕 如果要把握魏晋时期的中国法

理学ꎬ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王弼及其法理学ꎮ 对此ꎬ
也许有人会心存疑虑:魏晋时期的思想主流是玄

学ꎬ王弼是颇具代表性的玄学人物ꎬ他怎么可能又

是魏晋法理王国的奠基人?
如果望文生义ꎬ只看表面ꎬ只看外在形式ꎬ玄

学与法理学似乎相距较远ꎮ 在学术史上ꎬ魏晋时

期的玄学ꎬ长期以来ꎬ已被习惯性地理解为远离

现实的玄远之学ꎮ 譬如ꎬ精研魏晋玄学的汤用彤

就在«言意之辨»一文中写道:“夫玄学者ꎬ谓玄

远之学ꎮ 学贵玄远ꎬ则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

原理ꎮ 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ｙ)ꎬ
而进探本体存在(Ｏｎｔｏｌｏｇｙ)ꎮ 论人事则轻忽有形

之粗迹ꎬ而专期神理之妙用ꎮ” 〔２〕 李泽厚在«庄玄

禅宗漫述»一文中提出:“对人格作本体建构ꎬ正
是魏晋玄学的主要成就ꎮ 在这意义上ꎬ玄学便是

庄学ꎮ” 〔３〕如果仅仅沿袭这样的理路来理解魏晋

玄学及王弼之学ꎬ那么ꎬ王弼对中国法理学史的

贡献很容易被遮蔽ꎮ
然而ꎬ如果我们适当考虑太史公司马谈的一

个洞识:先秦时期的诸子之学ꎬ尽管号称百家ꎬ争
鸣不已ꎬ其实都是百虑而一致ꎬ殊途而同归ꎬ都是

“务为治者也ꎬ直所从言之异路ꎬ有省不省耳”ꎮ〔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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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先秦诸子之学都可归属于“务为治”之学ꎬ
那么ꎬ在这个学术思想传统之下兴起的魏晋玄

学ꎬ包括王弼之学ꎬ依然不脱“务为治”之底色ꎬ
只是“从言之异路”ꎬ有“省”与“不省”之差异ꎮ
从这个角度来看ꎬ玄学作为魏晋时期兴起的学术

思想形态ꎬ依然事关文明秩序ꎬ依然事关国家治

理ꎬ依然是一种“务为治”之学ꎮ 比较而言ꎬ魏晋

玄学只不过是以一种相对抽象的外在形式ꎬ在魏

晋的政治、社会、思想背景下ꎬ阐述了“务为治”
的学术思想主张ꎮ 因此ꎬ如果从“务为治”的角

度重新看待魏晋玄学及王弼之学ꎬ那么ꎬ王弼在

中国法理学史上的学术思想身影ꎬ就会日渐清晰

地显现出来ꎮ
王弼未能留下现代学术分工体系中的法理

学专著ꎬ他对中国法理学史的贡献ꎬ散见于他流

传至今的«老子道德经注»«老子指略»«周易注»
«周易略例»«论语释疑»等文献之中ꎮ 如果要依

据这些论著勾画出王弼的法理学ꎬ那么ꎬ他在«老
子道德经注»第 ５８ 章中的一句话ꎬ就颇有路标的

作用ꎬ甚至颇有指点迷津的意义ꎬ这句话是说:
“谁知善治之极乎? 唯无可正举ꎬ无可形名ꎬ闷闷

然ꎬ而天下大化ꎬ是其极也ꎮ” 〔５〕 透过这番自问自

答ꎬ可以看到ꎬ王弼有一个基本的法理憧憬ꎬ那就

是寻求善治ꎻ王弼不仅要寻求善治ꎬ而且还要寻

求“善治之极”ꎬ亦即善治之“极致”ꎬ亦即善治的

理想境界或最高境界ꎮ 在现代法理学的视野中ꎬ
“良法善治”堪称法治的核心要义ꎬ也是关于法治

的精当解释ꎮ 早在古希腊时代ꎬ柏拉图的法理憧

憬及善治方略就经历了一个从“哲人之治”到“法
律之治”的转化过程ꎮ 根据这样的参照系ꎬ在魏晋

时期ꎬ王弼的法理憧憬就是寻求善治ꎮ
按照王弼之言ꎬ他对“善治”及“善治之极”ꎬ

既有憧憬与期待ꎬ更有深刻的认知ꎮ 那么ꎬ如何

寻求善治? “无可正举ꎬ无可形名”似乎是唯一

的选项ꎮ 但是ꎬ且慢! 须知这样的回答ꎬ至少从

形式上看ꎬ是对«老子道德经»的解释ꎻ这样的回

答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王弼自己的观点ꎬ还
有待谨慎的甄别ꎮ 至少ꎬ还应当参看«老子道德

经注»第 ５７ 章的一个论断:“以道治国则国平ꎬ以
正治国则奇兵起也ꎮ” (第 １５４ 页) 按照这个说

法ꎬ要寻求善治ꎬ必须坚持“以道治国”ꎻ如果实

行“以正治国”ꎬ就会导致明显的负面效果ꎮ 尽

管如此ꎬ这个论断还是促使我们思考:在寻求善

治的过程中ꎬ如何处理“以道治国”与“以正治

国”的关系?
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来看ꎬ王弼所说的

“以道治国”与柏拉图理解的“哲学王”或“哲人

之治”ꎬ具有一定的可比性ꎮ 至少ꎬ“以道治国”
与“哲人之治”分别都代表了“最优”的善治方

略ꎬ都可以促成“善治之极”ꎮ 然而ꎬ就像后来的

柏拉图又把“法律之治”作为“次优”的选择一

样ꎬ〔６〕在王弼的法理世界里ꎬ也有一个相当于“次
优”的选项ꎬ那就是“以正治国”ꎮ 在王弼看来ꎬ
如果把“以道治国”作为善治之本ꎬ那么ꎬ“以正

治国”就相当于善治之末(详后)ꎮ
在王弼的理论逻辑中ꎬ“以道治国”固然具

有“本”的地位ꎬ“以正治国”作为“末”ꎬ对于善治

的目标来说ꎬ同样是不可缺少的ꎬ因而ꎬ在寻求善

治的路途中ꎬ既要“崇本”ꎬ也要“举末”ꎮ 由此看

来ꎬ王弼关于“以道治国”与“以正治国”的理解ꎬ
与柏拉图关于“哲人之治”与“法律之治”的理

解ꎬ还是各有旨趣的ꎮ 那么ꎬ“以道治国”与“以
正治国”分别是指什么? 两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怎

样? 尤其是ꎬ王弼所憧憬的善治ꎬ到底是由一种

什么样的法理框架、法理逻辑支撑起来的? 要回

答这些问题ꎬ要走进王弼的法理世界ꎬ有必要注

意以下几个方面ꎮ

一、作为善治之本的“以道治国”

如前所述ꎬ在王弼的笔下ꎬ“善治之极”主要

呈现为这样一个画面:“唯无可正举ꎬ无可形名ꎬ
闷闷然ꎬ而天下大化”ꎮ 这既是王弼对«老子道

德经»第 ５８ 章中“其无正”一语的解释ꎬ当然也

可以看作是王弼对“善治之极”的描绘ꎮ
那么ꎬ王弼所说的“唯无可正举ꎬ无可形名”

是什么意思? 根据楼宇烈所见的«道德真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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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ꎬ“唯无可正举ꎬ无可形名”一语ꎬ亦作“唯无

正可举ꎬ无刑可名”ꎮ (第 １５７ 页)相对说来ꎬ后
者是一种更容易理解的表达方式ꎮ 在“正” 与

“刑”相互并立的语境下ꎬ这里的“正”ꎬ可以理解

为准则、标准、规矩ꎻ当然ꎬ如果把“正” 理解为

“政”ꎬ(第 １５５ 页)也是说得通的ꎬ因为ꎬ孔子已

有名言:“道之以政ꎬ齐之以刑”ꎬ〔７〕 孔子又说:
“政者ꎬ正也ꎮ 子帅以正ꎬ孰敢不正?” 〔８〕 这就表

明ꎬ“政”可以释为“正”ꎻ反过来说ꎬ“正”也可以

解释为“政”ꎮ 至于这里的“刑”ꎬ则是刑罚ꎮ 因

而ꎬ“无正可举”主要是指没有确立、制定、颁布

可供遵循的行为规范ꎻ与之相对应ꎬ“无刑可名”
主要是指没有规定相应的惩罚措施ꎮ 就“正”与
“刑”的关系来看ꎬ两者是相互衔接的ꎮ “正”是

从正面规定人的行为规范ꎬ譬如ꎬ你应当做什么ꎬ
你不能做什么ꎬ等等ꎮ 至于“刑”ꎬ则是对违反行

为规范的惩罚性规范ꎬ旨在矫正那些“犯规”或

“违法”的行为ꎮ 把“正”与“刑”组合起来ꎬ大致

相当于现代社会的法律体系的全部ꎮ
在无需法律体系的背景下ꎬ通过“闷闷”之

政ꎬ亦即“无为” “不言”之政ꎬ就可以达到“天下

大化”ꎬ亦即“天下大治”的目标ꎬ这就是“善治之

极”ꎮ 对于这样的善治之路ꎬ王弼已经提供了一

种个性化的概括ꎬ那就是“以道治国”ꎮ 如果说ꎬ当
代中国选择的一个基本方略是依法治国ꎬ那么ꎬ在
魏晋时期ꎬ王弼阐述的一个基本命题就是“以道治

国”ꎮ 那么ꎬ何谓“以道治国”? 尤其是ꎬ作为治国

依据的“道”又是指什么?
(一)道的含义

要理解“以道治国”ꎬ首先要理解作为治国

依据或善治依据的道ꎮ 道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

念ꎬ直观地看ꎬ道源于老子或«道德经»ꎬ是道家

学派的核心范畴ꎮ 但是ꎬ道家之外的其他各家ꎬ
也在广泛地使用“道”这个概念ꎮ 王弼的“以道

治国”命题ꎬ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提出来的ꎮ
按照王弼的相关论述ꎬ道的含义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来理解ꎮ
首先ꎬ道可以理解为“无”ꎮ 在«论语释疑»

中ꎬ王弼针对«述而»篇写道:“子曰:‘志于道’ꎬ
‘道’者ꎬ‘无’之称也ꎬ无不通也ꎬ无不由也ꎮ 况

之曰‘道’ꎬ寂然无体ꎬ不可为象ꎮ 是道不可体ꎬ
故但志慕而已ꎮ”孔子所说的“道”ꎬ被王弼直接

解释为“无”ꎬ这主要表达了王弼关于道的理解:
“道”或“无”ꎬ乃是天下万物的源头ꎬ正如«老子

道德经注»第 １ 章所言ꎬ“万物始于微而后成ꎬ始
于无而后生ꎮ” (第 ２ 页)同样的观点还见于«老
子道德经注»第 ４０ 章:“天下之物ꎬ皆以有为生ꎮ
有之所始ꎬ以无为本ꎮ 将欲全有ꎬ必反于无也ꎮ”
(第 １１３ 页)据此ꎬ“无”是天下万物之始ꎬ也是天

下万物的根与本ꎬ天下万物都源于“无”ꎮ “无”
所具有的这种终极性就是道的终极性ꎻ“无”作

为根或本的性质ꎬ也是道作为根或本的性质ꎮ
其次ꎬ道也可以理解为“一”ꎮ «老子道德经

注»第 ４７ 章称:“无在于一ꎬ而求之于众也ꎮ 道视

之不可见ꎬ听之不可闻ꎬ搏之不可得ꎮ 如其知之ꎬ
不须出户ꎻ若其不知ꎬ出愈远愈迷也ꎮ” (第 １３０
页)既然“无在于一”ꎬ而道又在于无ꎬ那么ꎬ道也

在于“一”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一”可以作为道的

别称ꎮ 道之不可见、不可闻ꎬ就是“一” 之不可

见、不可闻ꎮ 王弼在此界定的“一”与“众”的关

系ꎬ亦即“道”与“众”的关系ꎮ 此外ꎬ“一”也可以

理解为“寡”ꎮ «周易略例明彖»称:“夫众不能

治众ꎬ治众者ꎬ至寡者也ꎮ 夫动不能制动ꎬ制天下

之动者ꎬ贞夫一者也ꎮ 故众之所以得咸存者ꎬ主
必致一也ꎻ动之所以得咸运者ꎬ原必无二也ꎮ” 〔９〕

这里的“一”与“寡”都可以看作是对道的解释ꎮ
再次ꎬ道也可以理解为“自然”ꎮ «老子道德

经注»第 ２５ 章称:“自然者ꎬ无称之言、穷极之辞

也ꎮ”(第 ６６ 页)这就是说ꎬ“自然”也是一个终极

性的概念ꎮ 嵇康在«释私论»中所说的“越名教

而任自然”ꎬ〔１０〕就是超越名教以任道或循道ꎮ 关

于“自然”本身ꎬ«老子道德经注»第 １７ 章的解释

是:“自然ꎬ其端兆不可得而见也ꎬ其意趣不可得

而睹也ꎮ 无物可以易其言ꎬ言必有应”ꎬ“居无为

之事ꎬ行不言之教ꎬ不以形立物ꎬ故功成事遂ꎬ而
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ꎮ” (第 ４３ 页)这就是王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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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的“自然”ꎮ 如果要朴素地解释“自然”二

字ꎬ那就是自己如此ꎻ如果要科学地解释“自然”
二字ꎬ那就是“无为”或“不言”ꎮ «老子道德经

注»第 ５ 章:“天地任自然ꎬ无为无造ꎬ万物自相治

理ꎬ故不仁也ꎮ 仁者必造立施化ꎬ有恩有为ꎮ 造

立施化ꎬ则物失其真ꎮ 有恩有为ꎬ则物不具存ꎮ
物不具存ꎬ则不足以备载ꎮ”(第 １５ 页)这句话表

明ꎬ自然与仁是对立的:自然是不仁ꎬ仁是不自

然ꎮ «周易注坤»称:“任其自然ꎬ而物自生ꎻ不
假修营ꎬ而功自成”ꎮ〔１１〕这里的“自生”“自成”也
是对“自然”的描述:自己就生成那样了ꎮ 此外ꎬ
«老子道德经注»第 ２ 章还称:“自然已足ꎬ为则

败也ꎮ”(第 ７ 页)这句话还是在于强调:自然的

对立面就是“有为”或“为”ꎮ 这些关于自然的解

释ꎬ都可以看作是关于道的解释ꎮ
最后ꎬ道还可以理解为“本”ꎮ «老子指略»

称:“«老子» 之书ꎬ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ꎮ 噫!
崇本息末而已矣ꎮ”(第 ２０５ 页)这里的“崇本”其
实就是“崇道”ꎬ可见“道”也有“本”的意思ꎮ 在

王弼看来ꎬ“崇本”是«老子»一书的主旨ꎬ但是ꎬ
“崇本”也是王弼自己的观点ꎮ 至于“息末”ꎬ则
另当别论(详后)ꎮ «周易注复»称:“天地以本

为心者也ꎮ 凡动息则静ꎬ静非对动者也ꎻ语息则

默ꎬ默非对语者也ꎮ 然则天地虽大ꎬ富有万物ꎬ雷
动风行ꎬ运化万变ꎬ寂然至无ꎬ是其本矣ꎮ” 〔１２〕 这

句话也可以表明ꎬ道就是“本”ꎬ因为ꎬ“天地以本

为心”的实质ꎬ就是天地以道为心ꎮ 由于“道”具
有“本”的含义与地位ꎬ因而ꎬ“本”既可以解释

“道”ꎬ也可以解释“以道治国”对善治的意义:
“以道治国”乃善治之本ꎮ

(二)作为规范的道

“以道治国”作为一个命题ꎬ必然包含着这

样一种题中应有之义:道是治国的依据ꎬ当然也

是实现国家治理赖以遵循的规范ꎮ 作为规范的

道ꎬ到底包括哪些内容? “以道治国”到底是凭

借哪些规范来治理国家? 如果着眼于抽象程度

的高低ꎬ那么ꎬ作为规范的道可以划分为基本规

范与具体规范ꎮ 这两种规范的关系ꎬ如果以现代

的法律规范作为观察的尺度ꎬ那么ꎬ基本规范相

当于法律规范中的法律原则ꎬ具体规范相当于法

律规范中的法律规则ꎮ
在基本规范这个层面上ꎬ作为规范的道主要

体现为“无为”与“不言”ꎮ 试看«老子道德经注»
第 ２３ 章:“道以无形无为成济万物ꎬ故从事于道

者以无为为君、不言为教”ꎮ (第 ６０ 页)这句话

直接以“无为”“不言”解释道的规范意义ꎮ 换言

之ꎬ道作为人需要遵循的行为规范ꎬ其基本内容

就是“无为”与“不言”ꎮ «老子道德经注»第 ６３
章称:“以无为为居ꎬ以不言为教ꎬ以恬淡为味ꎬ治
之极也ꎮ”(第 １６９ 页)秉持恬淡的品味偏好ꎬ恪
守“无为”与“不言”的行为规范ꎬ就可以实现、保
障、维护“治之极”ꎮ 所谓“治之极”就是“善治之

极”ꎮ 既然“无为”与“不言”是“善治之极”赖以

实现的规范ꎬ那就表明ꎬ“无为”与“不言”作为行

为规范ꎬ具有基本规范的地位ꎮ
与“无为”“不言”居于同等地位的概念还有

“无形”“无名”ꎮ «老子指略»开篇即指出:“夫物

之所以生ꎬ功之所以成ꎬ必生乎无形ꎬ由乎无名ꎮ”
(第 ２０２ 页)这就是说ꎬ“无形”与“无名”是成就

所有功业的原因、起点、依据、基础ꎮ «老子道德

经注»第 １４ 章也强调了“无形”与“无名”对万事

万物、国家治理的根本意义:“无形无名者ꎬ万物

之宗也ꎮ 虽今古不同ꎬ时移俗易ꎬ故莫不由乎此

以成其治者也ꎮ” (第 ３５ 页)按照这些论述ꎬ“无
形”“无名”代表了一切事物的根源ꎬ要想“成其

治”ꎬ就应当做到“无形”“无名”ꎮ
就“无为”“不言”与“无形” “无名”的关系

来看ꎬ前者具有行为规范的意义ꎬ后者代表了遵

循行为规范之后达致的状态ꎮ 换言之ꎬ如果遵循

“无为”“不言”之规范ꎬ那么ꎬ就会形成“无形”
“无名”之状态ꎬ这种状态既可“成其治”ꎬ其实也

是“治已成”之表征ꎮ 以此为基础ꎬ«老子道德经

注»第 ５８ 章还进一步延伸、拓展了“无形” “无
名”的状态:“言善治政者ꎬ无形、无名、无事、无
政可举ꎮ 闷闷然ꎬ卒至于大治ꎮ” (第 １５６ 页)这

里的大治即为善治ꎻ这种大治或善治作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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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无名”“无事”“无政”状态的产物ꎬ乃是遵循

“无为”“不言”之基本规范的结果ꎮ
基本规范具有较高的抽象度ꎬ概括力也比较

强ꎬ与之相对应的具体规范ꎬ王弼也多有论述ꎬ举
其要者ꎬ主要包括“藏明”“谦”“因”ꎬ等等ꎮ 它们

作为相对具体的行为规范ꎬ为相关的行为主体设

定的义务是:应当藏明ꎬ应当谦后ꎬ应当因顺ꎮ
其中ꎬ“藏明”是把自己的聪明才智隐藏起

来ꎮ «周易注明夷»称:“藏明于内ꎬ乃得明也ꎻ
显明于外ꎬ巧所辟也ꎮ” 〔１３〕这样的“藏明”ꎬ对人的

行为具有直接的规范意义ꎮ «老子指略»对“藏
明”还有进一步的解释:“夫邪之兴也ꎬ岂邪者之

所为乎? 淫之所起也ꎬ岂淫者之所造乎? 故闲邪

在乎存诚ꎬ不在善察ꎻ息淫在乎去华ꎬ不在滋章ꎻ
绝盗在乎去欲ꎬ不在严刑ꎻ止讼存乎不尚ꎬ不在善

听ꎮ”(第 ２０５ 页)这些话ꎬ都可以视为关于“藏
明”的扩张解释ꎬ因而ꎬ广义的“藏明”可以包括

“存诚”“去华” “去欲” “不尚”等方面的行为规

范ꎮ 至于“藏明”的对立面ꎬ则是“显明”ꎮ 如果

同样予以扩张解释ꎬ那么ꎬ“显明”可以包括“善
察”“滋章”“严刑”“善听”ꎬ等等ꎬ它们都意味着

把自己的“明”显现于外(譬如善察、善听)ꎬ或者

是把自己的“明”显现于外所导致的结果(譬如

滋章、严刑)ꎮ «老子指略»还说:“竭圣智以治巧

伪ꎬ未若见质素以静民欲ꎻ兴仁义以敦薄俗ꎬ未若

抱朴以全笃实ꎻ多巧利以兴事用ꎬ未若寡私欲以

息华竞ꎮ 故绝司察ꎬ潜聪明ꎬ去劝进ꎬ剪华誉ꎬ弃
巧用ꎬ贱宝货ꎮ 唯在使民爱欲不生ꎬ不在攻其为

邪也ꎮ 故见素朴以绝圣智ꎬ寡私欲以弃巧利ꎬ皆
崇本以息末之谓也ꎮ” (第 ２０５ 页) 按照这些论

述ꎬ“绝司察”“潜聪明”“去劝进”“剪华誉”等方

面的义务ꎬ都可以解释作为具体规范的“藏明”ꎬ
因为ꎬ“绝” “潜” “去” “剪”所修饰的那些词ꎬ都
是“明”的表现形式ꎮ

“谦”主要是指谦抑ꎬ或王弼所说的“谦后”ꎬ
其主要的规范意义是谦抑为政、谦抑治国ꎮ «周
易注屯»:“安民在正ꎬ弘正在谦ꎮ” 〔１４〕 据此ꎬ安
民的关键在于弘扬正道ꎬ弘扬正道的关键在于谦

抑ꎮ “谦”的对立面是“威”ꎮ «老子道德经注»第
７２ 章称:“离其清静ꎬ行其躁欲ꎬ弃其谦后ꎬ任其

威权ꎬ则物扰而民僻ꎬ威不能复制民ꎮ 民不能堪

其威ꎬ则上下大溃矣ꎬ天诛将至ꎮ” (第 １８７ 页)如
果不遵循“谦后”之规范ꎬ以“威权”制民ꎬ将会走

向善治的反面———天下大乱ꎬ且不能避开上天的

惩罚ꎮ
“因”主要是顺ꎮ «周易注谦»称:“居于尊

位ꎬ用谦与顺ꎬ故能不富而用其邻也ꎮ” 〔１５〕 在这

里ꎬ王弼把“因”与“顺”相提并论ꎮ 从表面上看ꎬ
“因”与“顺”好像是两条相互并列的规范ꎬ其实ꎬ
两者可以相互解释ꎬ“因”就是“顺”ꎬ“顺”也是

“因”ꎮ 具体地说ꎬ“因”作为行为规范ꎬ其实际所

指ꎬ主要在于顺应自然ꎬ回应、适应客观的历史、
现实、条件、格局ꎮ 在王弼列举的各种具体规范

中ꎬ要实现善治的目标ꎬ“因”的重要性是很明显

的ꎮ 这就正如汤用彤所言:“王弼谈治ꎬ以因为

主ꎮ ‘因而不为’ꎬ«老子注»中之所数言ꎮ 然其

所谓因者ꎬ非谓因袭前王ꎬ而在顺乎自然也ꎮ” 〔１６〕

可见ꎬ“因”作为一条具体的行为规范ꎬ在善治方

略中ꎬ占据了一个关键性的地位ꎮ “因”的重要

性在于ꎬ它不仅较为精准地体现了道的精神实

质ꎬ而且还把抽象的道转换成为具体的行为规

范ꎮ 譬如ꎬ«老子道德经注»第 ２９ 章称:“万物以

自然为性ꎬ故可因而不可为也ꎬ可通而不可执也ꎮ
物有常性ꎬ而造为之ꎬ故必败也ꎮ 物有往来ꎬ而执

之ꎬ故必失矣ꎮ”“圣人达自然之性ꎬ畅万物之情ꎬ
故因而不为ꎬ顺而不施ꎮ” (第 ７８ 页) «老子道德

经注»第 ２７ 章提出:“因物自然ꎬ不设不施ꎬ故不

用关楗、绳约ꎬ而不可开解也ꎮ”(第 ７２ 页)«老子

道德经注»第 ４１ 章主张:“建德者ꎬ因物自然ꎬ不
立不施”ꎮ (第 １１６ 页)这些关于“因”的描述ꎬ比
较具体地、语境化地反映了道的要求ꎮ

(三)以道治国的主体

所谓“以道治国”的主体ꎬ就是“以道治国”
的行动者ꎬ亦即“以道治国” 之人ꎮ 那么ꎬ谁是

“以道治国”的主体? «老子道德经注»第 ３０ 章

称:“为治者务欲立功生事ꎬ而有道者务欲还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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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ꎮ (第 ８０ 页)这番比较表明ꎬ“以道治国”的

主体有两类:“有道者”与“为治者”ꎮ 如果由“有
道者”充当“以道治国”的主体ꎬ那么ꎬ“以道治

国”的原则与理念就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ꎮ
换言之ꎬ“以道治国”的主体如果碰巧是“有道

者”ꎬ那将是再好不过的“黄金组合”ꎮ 但是ꎬ“为
治者”如果愿意接受“以道治国”命题及其理念ꎬ
那也是值得期待的ꎮ 王弼在此所说的 “为治

者”ꎬ主要是指那些坚持积极姿态的治国者ꎬ他们

试图建立功勋、成就事业ꎮ 这样的“为治者”ꎬ严
格说来ꎬ其实并不符合“以道治国”的精神ꎮ 但

是ꎬ从应然层面看ꎬ“为治者”如果能够把“以道

治国”的理念融入国家治理的实践过程中ꎬ在一

定程度上按照“以道治国”的原则“为治”ꎬ那也

是值得期待的ꎮ
因而ꎬ只要是治国者ꎬ都应当坚持“以道治

国”的原则ꎮ 这里的治国者ꎬ既包括君主ꎬ也包括

以君主为核心的国家治理团队ꎮ 在不同的语境

下ꎬ王弼分别论述了“以道治国”的各类主体ꎮ
其中ꎬ最重要的主体当然是君主ꎮ 针对«论

语里仁»篇中的“吾道一以贯之”ꎬ王弼解释

说:“以君御民ꎬ执一统众之道也ꎮ” 〔１７〕 在王弼看

来ꎬ孔子所说的“一”即为“道”ꎬ因而ꎬ“执一统

众”就相当于“以道治国”ꎬ“执一统众”之君就相

当于“以道治国”之君ꎮ 在古代中国ꎬ君主习惯

于称孤道寡ꎬ或自称“予一人”ꎬ〔１８〕以之强调君主

的唯一性ꎮ «老子道德经注»第 １１ 章称:“毂所

以能统三十辐者ꎬ无也ꎮ 以其无能受物之故ꎬ故
能以寡统众也ꎮ” (第 ２９ 页)这里的“以寡统众”
就是“以君御民”ꎬ就是“执一统众”ꎬ当然也是

“以道统众” 或 “以道治国”ꎬ因为ꎬ如前所述ꎬ
“道”就是“一”ꎮ

圣人也是“以道治国”的主体ꎮ 在«论语
泰伯»篇中ꎬ孔子有言:“狂而不直ꎬ侗而不愿ꎬ悾
悾而不信ꎬ吾不知之矣ꎮ”王弼对这句话的解释

是:“夫推诚训俗ꎬ则民俗自化ꎻ求其情伪ꎬ则俭心

兹应ꎮ 是以圣人务使民皆归厚ꎬ不以探幽为明ꎻ
务使奸伪为兴ꎬ不以先觉为贤ꎮ 故虽明并日月ꎬ

犹曰‘不知’也ꎮ” 〔１９〕 王弼在此所说的圣人ꎬ不刻

意“探幽”ꎬ不追求“先觉”ꎬ完全符合“自然”之

“道”ꎬ当然也是“以道治国”的主体ꎮ 另据«老子

指略»:“圣人不以言为主ꎬ则不违其常ꎻ不以名

为常ꎬ则不离其真ꎻ不以为为事ꎬ则不败其性ꎻ不
以执为制ꎬ则不失其原矣ꎮ” (第 ２０３ 页)这样的

圣人ꎬ既“不言”ꎬ也“不名”ꎬ当然也可以归属于

“有道者”ꎮ 但恰恰是这样的圣人ꎬ才能实现有

效的国家治理ꎬ这就正如«老子指略»所称:“是
故天生五物ꎬ无物为用ꎮ 圣行五教ꎬ不言为化ꎮ”
(第 ２０２ 页)

王弼还把“以道治国”的主体含含糊糊地称

为“上”或“大人”ꎮ 譬如ꎬ«老子道德经注»第 ７５
章称:“民之所以僻ꎬ治之所以乱ꎬ皆由上ꎬ不由其

下也ꎮ 民从上也ꎮ”(第 １９２ 页)«老子道德经注»
第 １７ 章认为:“大人在上ꎬ居无为之事ꎬ行不言之

教ꎬ万物作焉而不为始”ꎮ (第 ４３ 页)在“上”的

“大人”ꎬ可以包括以君主或圣人为核心的整个

执政团队ꎬ他们的“无为” “不言”是“万物作焉”
的原因ꎬ也是由乱到治的原因ꎮ 他们当然是“以
道治国”的主体ꎮ

以上我们分述了道的含义、作为规范的道与

道的表现形式ꎬ以及“以道治国”的主体ꎮ 这三

个方面ꎬ大致可以反映王弼想象的“以道治国”ꎮ
即“以道治国”命题的关键是道ꎬ道具有根本性、
终极性ꎮ «老子指略»称:“夫‘道’也者ꎬ取乎万

物之所由也”ꎮ (第 ２０３ 页)离开了道ꎬ就没有万

物ꎮ «老子指略»又称:“天不以此ꎬ则物不生ꎻ治
不以此ꎬ则功不成ꎮ”(第 ２０２ 页)不以道为依据ꎬ
治国就不能成功ꎮ 再看«老子道德经注»第 ４ 章:
“人虽知万物治也ꎬ治而不以二仪之道ꎬ则不能赡

也ꎮ 地虽形魄ꎬ不法于天则不能全其宁ꎻ天虽精

象ꎬ不法于道则不能保其精ꎮ”(第 １２ 页)根据这

些论断ꎬ在寻求善治的过程中ꎬ如果 “不法于

道”ꎬ不以道作为国家治理的依据ꎬ那么ꎬ对善治

的寻求就将成为水中月、镜中花ꎮ 概言之ꎬ“以道

治国”乃善治之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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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善治之末的“以正治国”

寻求善治ꎬ当然不能离开“以道治国”这个

根本ꎬ但是ꎬ如果仅仅着眼于“以道治国”ꎬ并不

足以实现善治的目标ꎻ“以道治国”是善治的必

要条件ꎬ但并不是善治的充分条件ꎮ 根据王弼的

构想ꎬ在坚持“以道治国”这个“根本”的同时ꎬ还
需要坚持“以正治国”这个“末节”ꎮ 那么ꎬ为什

么要坚持“以正治国”? 如何理解“以正治国”这
个命题? 对于善治方略来说ꎬ“以正治国”到底

意味着什么?
(一)以正治国的必要性

“以道治国”代表了“善治之极”ꎬ亦即善治

的理想形态或终极形态ꎮ 但是ꎬ极致的善治ꎬ作
为尽善尽美之治ꎬ作为无以复加的善治ꎬ是很难

实现的ꎬ在现实生活中也是极其罕见的ꎮ 王弼生

活的魏晋时期ꎬ就是一个远离善治的历史时期ꎮ
比王弼早生半个世纪的仲长统(１８０—２２０)ꎬ甚至

把在他之前的五百年ꎬ都描述为乱世ꎬ正如他在

«理乱篇»的末尾所述:“昔春秋之时ꎬ周氏之乱

世也ꎮ 逮乎战国ꎬ则又甚矣ꎮ 秦政乘并兼之势ꎬ
放虎狼之心ꎬ屠裂天下ꎬ吞食生人ꎬ暴虐不已ꎬ以
招楚、汉用兵之苦ꎬ甚于战国之时也ꎮ 汉二百年

而遭王莽之乱ꎬ计其残夷灭亡之数ꎬ又复倍乎秦、
项矣ꎮ 以及今日ꎬ名都空而不居ꎬ百里绝而无民

者ꎬ不可胜数ꎮ 此则又甚于亡新之时也ꎮ 悲夫!
不及五百年ꎬ大难三起ꎬ中间之乱ꎬ尚不数焉ꎮ 变

而弥猜ꎬ下而加酷ꎬ推此以往ꎬ可及于尽矣ꎮ 嗟

乎! 不知来世圣人救此之道ꎬ将何用也? 又不知

天若穷此之数ꎬ欲何至邪?” 〔２０〕

在这样的背景下ꎬ仲长统期待的“来世圣人

救此之道”ꎬ显然不能仅仅是单向度、极端化的

“无为”与“不言”ꎬ否则ꎬ就很难实现由乱到治的

转变ꎮ 毕竟ꎬ由乱到治的本质就是“拨乱反正”ꎬ
那么ꎬ试图摆脱“乱”世ꎬ重新返回的“正”道ꎬ到
底是什么? 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ꎬ恰好可以用

王弼的“以正治国”来解释ꎮ 王弼所说的“以正治

国”ꎬ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当时的政治社会现实的一

种回应ꎬ同时也是基于理想化的“无为”“不言”与
政治社会现实的距离过于遥远ꎮ 试想ꎬ如果所有

人都恪守“无为”“不言”之道ꎬ那么ꎬ现实中的“丛
林社会”ꎬ真不知该如何收场ꎮ

«老子道德经注»第 １８ 章称:“若六亲自和、
国家自治ꎬ则孝慈、忠臣不知其所在矣ꎮ” (第 ４６
页)王弼此言其实可以反过来理解:如果六亲不

和、国家不治ꎬ那就必须寻求“孝慈”“忠臣”之所

在ꎬ就必须设定准则ꎬ推行“以正治国”ꎮ 只有提供

正面的、积极的“正”ꎬ才足以充当“救此之道”ꎮ
这就是实行“以正治国”的必要性与必然性ꎮ

(二)正的规范性

“以正治国”作为一个命题意味着ꎬ“正”是

国家治理的依据ꎬ也是国家治理必须遵循的规

范ꎮ 作为规范的“正”ꎬ就像作为规范的“道”一

样ꎬ具有不同的存在形式ꎮ 各种不同的存在形

式ꎬ足以形成一个由“正”统率的规范体系ꎮ 根

据王弼的论述ꎬ仁义礼乐可以归属于这个规范体

系ꎬ法律制度也可以归属于这个规范体系ꎮ
一方面ꎬ作为规范的“正”体现为仁义礼乐ꎮ

«老子道德经注»第 ３８ 章:“凡不能无为而为之

者ꎬ皆下德也ꎬ仁义礼节是也ꎮ” (第 ９８ 页)按照

王弼的这个论断ꎬ“下德”居于“无为”的对立面ꎮ
因为ꎬ“无为”体现了“上德”ꎬ“有为”体现了“下
德”ꎮ 以“有为”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下德”ꎬ具体

表现为“仁义礼节”ꎮ 这里所说的“仁义礼节”ꎬ
充当了“以正治国”据以展开的规范ꎮ

进一步看ꎬ“仁义礼节” 的核心是仁与礼ꎮ
在仁与礼之间ꎬ根据孔子的“二元规范论”ꎬ〔２１〕作

为规范的礼ꎬ应当符合仁的要求ꎬ仁相当于自然

法ꎬ礼相当于实在法ꎮ 王弼对仁与礼的理解ꎬ与
孔子对仁与礼的理解ꎬ基本上是一致的ꎮ 譬如ꎬ
«泰伯»篇记载了孔子的一句名言:“兴于诗ꎬ立
于礼ꎬ成于乐ꎮ”对此ꎬ王弼在«论语释疑»中写

道:“言有为政之次序也ꎮ 夫喜、惧、哀、乐ꎬ民之

自然ꎬ应感而动ꎬ则发乎声歌ꎮ 所以陈诗采谣ꎬ以
知民志风ꎮ 既见其风ꎬ则捐益基焉ꎮ 故因俗立制ꎬ
以达其礼也ꎮ 矫俗检刑ꎬ民心未化ꎬ故又感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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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ꎬ以和神也ꎮ 若不采民诗ꎬ则无以观风ꎮ 风乖俗

异ꎬ则礼无所立ꎬ礼若不设ꎬ则乐无所乐ꎬ乐非礼则

功无所济ꎮ 故三体相扶ꎬ而用有先后也ꎮ” 〔２２〕

王弼的这段话ꎬ立足于“为政之次序”ꎬ揭示

了仁与礼的关系:仁先于礼ꎬ礼先于乐ꎮ 就«诗»
与礼的关系来看ꎬ按照孔子的论断ꎬ“«诗»三百ꎬ
一言以蔽之ꎬ曰:‘思无邪’ꎮ” 〔２３〕 体现 “纯正思

想”的«诗»ꎬ作为关于“民之自然”的表达与记

载ꎬ主要反映了仁的要求ꎮ 因此ꎬ«诗»的主要旨

趣在于仁ꎮ 根据«诗»体现出来的“民之自然”ꎬ
进而形成各种各样的“礼”ꎬ就可以让“礼”符合

“民诗”亦即“仁”的要求ꎮ 至于“乐”ꎬ则是依据

“礼”制定出来的ꎮ 可见ꎬ在«诗»与礼之间呈现

出来的“为政之次序”ꎬ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仁

与礼之间的先后与轻重ꎮ
针对«阳货»篇ꎬ王弼解释说:“礼以敬为主ꎬ

玉帛者ꎬ敬之用饰也ꎮ 乐主于和ꎬ钟鼓者ꎬ乐之器

也ꎮ 于时所谓‘礼乐’者ꎬ厚贽币而所简于敬ꎬ盛
钟鼓而不合«雅颂»ꎬ故正言其义也ꎮ” 〔２４〕 礼与乐

都应当符合一些更高的准则ꎬ譬如“敬” “和”ꎮ
这里的“敬”与“和”ꎬ都可以归属于“仁”的范围ꎮ

换个角度来看ꎬ“礼”应当符合“仁”的要求ꎬ
这样的关系还可以表明ꎬ“礼”也是“仁”的载体ꎬ
如果没有完善的“礼”ꎬ那么ꎬ“仁”的价值也是难

以实现的ꎮ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ꎬ王弼在不同的语

境下ꎬ反复论述了“礼”的意义ꎮ 譬如ꎬ«周易注
观»称:“王道之可观者ꎬ莫盛乎宗庙ꎮ 宗庙之可

观者ꎬ莫盛于盥也ꎮ” 〔２５〕这里的“盥”ꎬ就是一种具

体的“洗手之礼”ꎬ这种具体的礼对王道来说ꎬ提
供了看得见的支撑作用ꎮ «周易注家人»又指

出:“居于尊位ꎬ而明于家道ꎬ则下莫不化矣ꎮ 父

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ꎬ六亲和睦ꎬ交相

爱乐ꎬ而家道正ꎮ 正家而天下定矣ꎮ” 〔２６〕 从家之

“正”到天下之“定”ꎬ都有赖于父子、兄弟、夫妇

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礼ꎬ只有通过各种具体的家

礼ꎬ六亲才可能和睦ꎬ天下才可能安定ꎬ善治才可

能实现ꎮ 可见ꎬ礼是“仁义礼节”的集中体现ꎬ当
然也是“正”的集中体现ꎮ

另一方面ꎬ作为规范的“正” 也体现为“立

法”与“作制”ꎮ 在这里ꎬ虽然将“立法”与“作制”
并称ꎬ其实在王弼的笔下ꎬ两者之间并没有严格

的界分ꎬ两者之间其实可以相互解释ꎮ 关于“立
法”ꎬ«周易注鼎»称:“革既变矣ꎬ则制器立法

以成之焉ꎮ 变而无制ꎬ乱可待也ꎻ法制应时ꎬ然后

乃吉ꎮ” 〔２７〕在改革完成之后ꎬ应当通过“立法”把
改革成果巩固下来ꎬ“法制” 应当与时俱进ꎬ否
则ꎬ人们就不知道应当遵循的规范是什么ꎮ 关于

“作制”ꎬ«周易注讼»称:“无讼在于谋始ꎬ谋始

在于作制ꎮ 契之不明ꎬ讼之所以生也ꎮ 物有其

分ꎬ起契之过ꎬ职不相滥ꎬ争何由兴? 讼之所以

起ꎬ契之过也ꎮ” 〔２８〕 这里的“作制”就是“立法”ꎮ
没有制定出、建立起清晰而明确的契约制度ꎬ是
纷争与诉讼的原因ꎬ可见“作制”也是很重要的ꎮ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ꎬ可以看到ꎬ作为规范的

“正”ꎬ其实体内容主要体现为仁、礼、法、制ꎮ
“以正治国”的实质ꎬ就是根据这样一些规范来

治理国家ꎮ 除此之外ꎬ在“以正治国”的实践过

程中ꎬ还需要注意几个方面的原则:其一ꎬ严明的

原则ꎮ «周易注夬»称:“法明断严ꎬ不可以慢ꎬ故
居德以明禁也ꎮ 施而能严ꎬ严而能施ꎬ健而能说ꎬ
决而能和ꎬ美之道也ꎮ” 〔２９〕这相当于现代社会所说

的严格执法ꎮ 其二ꎬ权变的原则ꎮ 针对«论语子

罕»篇中的“可与共学ꎬ未可与适道ꎻ可与适道ꎬ未
可与立ꎻ可与立ꎬ未可与权”ꎬ王弼解释说ꎬ“‘权’
者ꎬ道之变ꎮ 变无常体ꎬ神而明之ꎬ存乎其人ꎬ不可

豫设ꎬ尤至难者也ꎮ” 〔３０〕 这是要求根据实际情况ꎬ
实事求是ꎬ灵活、变通处理相关问题ꎬ实现最优的

治理效果ꎬ产生最好的治理绩效ꎮ 其三ꎬ注意民

情、民俗的原则ꎮ 在“以正治国”的实践中ꎬ应当

充分考虑民性ꎮ 譬如ꎬ«周易注革»:“夫民可

与习常ꎬ难与适变ꎻ可与乐成ꎬ难与虑始ꎮ” 〔３１〕 要

让民众放弃他们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ꎬ那是比

较困难的ꎮ «周易注观»称:“上之化下ꎬ犹风

之靡草ꎬ故观民之俗ꎬ以察己道ꎮ” 〔３２〕 民俗是治国

者为政之道的一面镜子ꎬ如果治国者善于观察民

俗ꎬ就可以反观、检视自己的“以正治国”ꎮ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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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考虑当政者与民众的关系ꎬ那么ꎬ“以正治

国”就可能取得更好的效果ꎮ
(三)“以正治国”的局限性

如果把包含、容纳了“仁、义、法、制”在内的

“正”解释为各种各样的“法”ꎬ那么ꎬ“以正治国”
其实就是当代所说的 “以法治国” 或 “依法治

国”ꎮ «老子道德经注»第 ５８ 章称:“立刑名ꎬ明
赏罚ꎬ以检奸伪ꎬ故曰‘其政察察’也ꎮ” (第 １５６
页)这就是“以法治国”或“以正治国”的典型形

态ꎮ 只不过ꎬ从道家、老子的立场来看ꎬ这样的

“察察之政”意味着ꎬ治国者总是要睁大眼睛ꎬ殚
精竭虑ꎮ 而且ꎬ这种治国方式难免还会造成若干

负面效果ꎮ 对于可能出现的负面效果ꎬ«老子道

德经注»第 ４９ 章有具体的论述:“夫任智则人与之

讼ꎬ任力则人与之争ꎮ 智不出于人而立乎讼地ꎬ则
穷矣ꎻ力不出于人而立乎争地ꎬ则危矣ꎮ 未有能使

人无用其智力于己者也ꎬ如此则己以一敌人ꎬ而人

以千万敌己也ꎮ 若乃多其法网ꎬ烦其刑罚ꎬ塞其路

径ꎬ攻其幽宅ꎬ则万物失其自然ꎬ百姓丧其手足ꎬ鸟
乱于上ꎬ鱼乱于下ꎮ”(第 １３４ － １３５ 页)

在«老子指略»篇中ꎬ王弼对此还有进一步

的论述:“而法者尚乎齐同ꎬ而刑以检之ꎻ名者尚

乎定真ꎬ而言以正之ꎻ儒者尚乎全爱ꎬ而誉以进

之ꎻ墨者尚乎俭啬ꎬ而矫以立之ꎻ杂者尚乎众美ꎬ
而总以行之ꎮ 夫刑以检物ꎬ巧伪必生ꎻ名以定物ꎬ
理恕必失ꎻ誉以进物ꎬ争尚必起ꎻ矫以立物ꎬ乖违

必作ꎻ杂以行物ꎬ秽乱必兴ꎮ 斯皆用其子而弃其

母ꎮ 物失所载ꎬ未足守也ꎮ” (第 ２０３ － ２０４ 页)这
段话同时批判了法家、名家、儒家、墨家、杂家这

几种流派及其代表的几种治国之道ꎬ很多都可以

归属于“以正治国”ꎮ 根据道家或老子的逻辑ꎬ
各家偏好的治国之道ꎬ都会带来负面后果ꎮ

如前所述ꎬ礼是“正”的主要载体ꎬ也是“正”
的重要表现形式ꎬ但是ꎬ根据道家的立场ꎬ礼是忠

信不足的产物ꎮ «老子道德经注»第 ３８ 章:“不
能无为ꎬ而贵博施ꎻ不能博施ꎬ而贵正直ꎻ不能正

直ꎬ而贵饰敬ꎮ 所谓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
义而后礼也ꎮ 夫礼也ꎬ所始首于忠信不笃ꎬ通简

不阳ꎬ责备于表ꎬ机微争制ꎮ”(第 ９９ 页)而且ꎬ礼
的运行还需要支付经济成本ꎮ 据 «论语先

进»ꎬ“颜渊死ꎬ 门人欲厚葬之ꎮ 孔子曰: ‘不

可ꎮ’”对此ꎬ王弼的解释是:“有财ꎬ死则有礼ꎻ无
财ꎬ则已焉ꎮ” 〔３３〕再看仁ꎬ据«论语卫灵公»ꎬ孔
子认为:“民之于仁也ꎬ甚于水火ꎮ 水火吾见蹈而

死者矣ꎬ未见蹈仁死者也ꎮ”按照杨伯峻的解释ꎬ
这句话本来是指:“百姓需要仁德ꎬ更急于需要水

火ꎮ” 〔３４〕但是ꎬ王弼的解释却是:“民之远于仁ꎬ甚
于远水火ꎮ” 〔３５〕 这就是说ꎬ百姓实际上是远离仁

义或仁德的ꎮ 换言之ꎬ百姓并不亲近仁义、仁德ꎮ
至于作为矫正措施的刑罚之治ꎬ则很容易沦为

“威网”之治ꎬ正如«老子道德经注»第 ６０ 章所

言ꎬ“夫恃威网以使物者ꎬ治之衰也ꎮ”(第 １６２ 页)
这些论述ꎬ都体现了对“以正治国”的批评ꎮ

虽然ꎬ这些批评主要是以解释«老子»或«论语»
的方式出现的ꎬ但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王弼

自己的观点ꎮ 这就是说ꎬ“以正治国”是必要的ꎬ
但是ꎬ单纯的、片面的“以正治国”是有弊端的ꎬ
甚至可能造成严重的负面效应ꎮ 这些负面效应

显示了“以正治国”的局限性ꎬ对于“善治之极”
来说ꎬ“以正治国”虽然是必要的ꎬ但绝不是充分

的ꎬ它的局限性让它只能充当“善治之末”ꎮ

三、作为善治方略的“崇本举末”

为了实现善治ꎬ既要坚持“以道治国”ꎬ也要

坚持“以正治国”ꎮ 对于善治的目标来说ꎬ“以道

治国”为本ꎬ“以正治国”为末ꎬ两者之间乃是本与

末的关系ꎮ 那么ꎬ如何理解本与末的关系?
王弼对这个问题的回答ꎬ集中体现在«老子

道德经注»第 ５２ 章:“母ꎬ本也ꎮ 子ꎬ末也ꎮ 得本

以知末ꎬ不舍本以逐末也ꎮ” (第 １４３ 页)这就是

说ꎬ本与末的关系ꎬ就是母与子的关系ꎮ 在本与

末之间ꎬ具有相互成就对方的关系ꎮ 一方面ꎬ如
果没有母ꎬ当然不会有子ꎻ另一方面ꎬ如果没有

子ꎬ母也不能成为母ꎮ 而且ꎬ相对于母来说ꎬ子代

表了未来ꎬ母的希望通常都会寄托在子的身上ꎮ
从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来看ꎬ本末都很重要ꎮ 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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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的本末关系ꎬ«老子道德经注»第 ５４ 章

的设想是:“固其根ꎬ而后营其末”ꎮ (第 １４７ 页)这
里的“固其根”就是“固其本”ꎬ先固其本ꎬ“后营其

末”ꎮ 因而ꎬ“固本营末”乃是一个完整的过程ꎬ只
有通过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ꎬ才能实现善治ꎮ

在«老子道德经注»第 ３８ 章ꎬ王弼对本末关

系还有更具体的论述:“守母以存其子ꎬ崇本以举

其末ꎬ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ꎬ大美配天而化不作ꎮ
故母不可远ꎬ本不可失ꎮ 仁义ꎬ母之所生ꎬ非可以

为母ꎮ 形器ꎬ匠之所成ꎬ非可以为匠也ꎮ 舍其母

而用其子ꎬ弃其本而适其末ꎬ名则有所分ꎬ形则有

所止ꎮ 虽极其大ꎬ必有不周ꎻ虽盛其美ꎬ必有患

忧ꎮ 功在为之ꎬ岂足处也ꎮ” (第 １００ 页)这就是

王弼的“崇本举末论”ꎮ 这里的 “守母” 与 “存

子”ꎬ就相当于“崇本”与“举末”ꎬ只有坚持“两手

抓”ꎬ才可能“形名俱有”而“邪不生”ꎮ
进一步看ꎬ王弼的这段论述ꎬ主要旨趣还是

在于强调“本”对于“末”的意义ꎬ主要在于防范

“弃其本而适其末”ꎮ 王弼如此立论ꎬ有一个根

本的、前提性的原因在于ꎬ国家治理的实践者、担
当者ꎬ大多是现实主义者ꎬ他们为了追求看得见

的善治ꎬ很容易“适末”而“弃本”ꎬ很容易过度依

赖“以正治国”ꎬ忘记作为根与本的“以道治国”ꎮ
尽管如此ꎬ我们仍需看到ꎬ强调“崇本”的意义ꎬ
仅仅是王弼“崇本举末论”的一个方面ꎮ 要完整

地理解王弼的“崇本举末论”ꎬ还有必要注意以

下几个要点ꎮ
(一)“崇本”是“举末”的前提

在“崇本”与“举末”之间ꎬ“崇本”是前提ꎬ是
基础ꎬ不“崇本”则无以“举末”ꎮ «老子道德经

注»第 ３８ 章称:“本在无为ꎬ母在无名ꎮ 弃本舍

母ꎬ而适其子ꎬ功虽大焉ꎬ必有不济ꎻ名虽美焉ꎬ伪
亦必生ꎮ”(第 ９９ 页)这个论断再次表明ꎬ本就是

母ꎬ如果舍弃本与母ꎬ直接去追求末与子ꎬ即使能

够有所收获ꎬ也必然伴随着重大的缺陷ꎻ即使能

够获得看似正面的名声ꎬ声名中也必然伴随着虚

假的成分ꎮ 这就是说ꎬ舍弃了“本”与“母”这个

前提条件ꎬ则很难真正地成就万事万物ꎮ

在«论语阳货»篇中ꎬ孔子表达了一个愿

望:“予欲无言”ꎮ 朱光潜以此为主题ꎬ写成了一

篇颇有影响的美学论文ꎮ〔３６〕 但是ꎬ王弼的解释却

是:“‘予欲无言’ꎬ盖欲明本ꎮ 举本统末ꎬ而示物

于极者也ꎮ 夫立言垂教ꎬ将以通性ꎬ而弊至于湮ꎻ
寄旨传辞ꎬ将以正邪ꎬ而势至于繁ꎮ 既求道中ꎬ不
可胜御ꎮ 是以修本废言ꎬ则天而行化ꎮ 以淳而观ꎬ
则天地之心见于不言ꎻ寒暑代序ꎬ则不言之令行乎

四时ꎬ天岂谆谆者哉!” 〔３７〕

按照王弼之意ꎬ“予欲无言”恰好表达了孔

子对本末关系的理解:不 “举本”ꎬ则无以 “统

末”ꎮ 这里的“举本”即是“崇本”ꎬ旨在揭示事物

的终极依据ꎮ 圣人(亦即孔子)的“无言”就是

“举本”或“崇本”ꎬ只有坚持“无言”ꎬ才能让各种

各样的“末”得以形成ꎬ进而有序运转ꎮ 如果不

坚持“无言”这样的前提ꎬ直接“立言”与“垂教”ꎬ
试图由此通达人的本性ꎬ那是很困难的ꎬ因为ꎬ人
的本性恰恰可能淹没在喋喋不休的话语中ꎮ 至

于“寄旨” 与 “传辞”ꎬ其实也是 “立言” 与 “垂

教”ꎬ如果试图以此矫正人的奸邪ꎬ那也是很困难

的ꎬ因为ꎬ这个过程可能无休无止、繁琐不堪ꎬ根
本不能实现“通性”与“正邪”的目标ꎮ 相反ꎬ只
有“修本废言”ꎬ亦即坚持“崇本”之原则ꎬ恪守

“无言”之规范ꎬ才能走出各种各样的泥淖ꎮ 必

须看到ꎬ上天从来不絮絮叨叨ꎬ上天总是坚持“无
言”这个逻辑前提与基本规范ꎬ才促成了“四时

行焉”“百物生焉”这样的“举末”现象ꎮ
另据«论语八俏»篇:“林放问礼之本ꎬ子

曰:‘大哉问!’”针对孔子的“大哉问”ꎬ王弼的解

释是: “ 时人弃本崇 末ꎬ 故 大 其 能 寻 本 礼 意

也ꎮ” 〔３８〕在王弼看来ꎬ早在孔子时代ꎬ“弃本崇末”
之风就开始流行了ꎬ孔子称赞林放ꎬ是因为林放

有意愿去探究、思考礼之本ꎬ而不仅仅满足于知

悉、了解礼的外在形式或具体形式ꎮ 林放之问ꎬ
尤其是孔子对林放之问的评价ꎬ都被王弼解释成

为“崇本”很重要ꎬ“举末”由“崇本”开始ꎮ 显然ꎬ
这与其说是孔子的观点ꎬ还不如说是王弼自己的

观点ꎮ 对于王弼来说ꎬ这是典型的“六经注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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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举末”是“崇本”的结果

从实践过程来看ꎬ特别是从事物变化、发展

的规律来看ꎬ如果坚持“崇本”的原则ꎬ那么ꎬ“举
末”通常会自然发生ꎮ 打个比方ꎬ“崇本”就像播下

一粒种子ꎬ“举末”就像长出一株幼苗ꎮ 因而ꎬ在相

当程度上ꎬ在“崇本”与“举末”之间ꎬ存在着逻辑

上的因果关系:“崇本”是原因ꎬ“举末”是结果ꎮ
对于这样的因果关系ꎬ«老子道德经注»第

３８ 章称:“故苟得其为功之母ꎬ则万物作焉而不

辞也ꎬ万事存焉而不劳也ꎮ 用不以形ꎬ御不以名ꎬ
故仁义可显ꎬ礼敬可彰也ꎮ 夫载之以大道ꎬ镇之

以无名ꎬ则物无所尚ꎬ志无所营ꎮ 各任其贞事ꎬ用
其诚ꎬ则仁德厚焉ꎬ行义正焉ꎬ礼敬清焉ꎮ 弃其所

载ꎬ舍其所生ꎬ用其成形ꎬ役其聪明ꎬ仁则尚焉ꎬ义
则竞焉ꎬ礼则争焉ꎮ 故仁德之厚ꎬ非用仁之所能

也ꎻ行义之正ꎬ非用义之所成也ꎻ礼敬之清ꎬ非用

礼之所济也ꎮ 载之以道ꎬ统之以母ꎬ故显之而无

所尚ꎬ彰之而无所竞ꎮ” (第 ９９ － １００ 页)这段话

主要在于阐明:“崇本”是因ꎬ“举末”是“崇本”结
出的果实ꎮ

具体地说ꎬ如果坚持“为功之母”ꎬ亦即“为
功之本”ꎬ那么ꎬ万物之“作”就是顺理成章之事ꎬ
“万物作焉”就是“万物举焉”ꎬ“不辞”就是不容

阻挡ꎮ 换言之ꎬ只要坚持“崇本”ꎬ万物、万事就

会随之兴起ꎬ挡都挡不住ꎮ 这就仿佛ꎬ只要播下

了种子ꎬ种子不死ꎬ它自然就会生根发芽ꎮ 种子

要发芽ꎬ这在逻辑上是不能阻止的ꎮ 在这里ꎬ“作
焉而不辞”的万物、“存焉而不劳”的万事ꎬ都可

以概括为“末” (详后)ꎮ 因此ꎬ只要有“崇本”这
个前提ꎬ“举末”就是必然的结果ꎮ

进一步看ꎬ如果坚持“为功之母”ꎬ亦即“崇
本”ꎬ那么ꎬ不仅会“举末”ꎬ而且还会让所“举”之
“末”达到某种良好的状态ꎮ 按照王弼之见ꎬ只
要遵循“崇本”的这个前提ꎬ随之而起的“仁德”
会更“厚”ꎬ“行义”会更“正”ꎬ“礼敬”会更“清”ꎮ
在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中ꎬ“仁德”有厚薄之分ꎬ
“行义”有正邪之别ꎬ“礼敬”也有清浊之异ꎮ 譬

如ꎬ孔子就曾经感叹:“礼云礼云ꎬ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ꎬ钟鼓云乎哉?” 〔３９〕 如果“礼”仅仅只是

玉帛之类的物质财富ꎬ那么ꎬ这样的“礼”既远离

了“敬”ꎬ也远离了“清”ꎮ 然而ꎬ如果以“崇本”作
为起点ꎬ如果坚持“无”“自然”或“道”的原则ꎬ那
么ꎬ就可以形成更“清”的“礼敬”ꎮ 这是一个什

么样的逻辑关系或因果关系呢?
原来ꎬ“本” “无” “自然” “道”的对立面ꎬ就

是充分运用聪明才智去权衡、算计投入产出ꎬ去
测量成本收益ꎬ在经过了这种患得患失的算计之

后ꎬ所谓的“仁德” “行义” “礼敬”ꎬ就会失去真

诚ꎬ人们所展示出来的“仁德”“行义”“礼敬”ꎬ都
成为了获取某种实际利益的手段、表演、筹码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厚”的“仁德”、“正”的“行义”、
“清”的“礼敬”都是很难指望的ꎮ 相反ꎬ只有根

源于“崇本”的“举末”ꎬ只有因为“崇本”而兴起

的“末”ꎬ才是积极、正面、优质的“末”ꎮ
以上分析表明ꎬ“举末”是“崇本”的结果ꎮ

“崇本”不仅可以导致“举末”ꎬ而且可以“举”出
纯正的“末”ꎮ

(三)“崇本举末”与“崇本息末”之辨

为了寻求善治ꎬ为了走向“善治之极”ꎬ王弼

希望“崇本以举其末”ꎬ既要 “崇本”ꎬ也要 “举

末”ꎮ 但与此同时ꎬ王弼也有关于“崇本息末”的
表述ꎮ 譬如ꎬ«老子道德经注»第 ５７ 章:“夫以道

治国ꎬ崇本以息末ꎻ以正治国ꎬ立辟以攻末ꎮ 本不

立而末浅ꎬ民无所及ꎬ故必至于以奇用兵也ꎮ”
(第 １５４ 页)在这里ꎬ王弼直接以“崇本息末”解

释“以道治国”ꎬ并把“以正治国”解释为“立辟以

攻末”ꎬ这里的“辟”就是“法”ꎬ“立辟”就是“立
法”ꎮ 至于“末”ꎬ则是与“本”相对应的各种各样

的事物ꎬ与“本”相比ꎬ各种各样的事物ꎬ包括仁

义礼乐ꎬ都是细枝末节ꎮ 那么ꎬ王弼在此所说的

“崇本息末”ꎬ是否与他所说的“崇本举末”相互

矛盾? 在坚持“崇本”的同时ꎬ王弼到底主张“举
末”还是主张“息末”?

很明确ꎬ为了寻求善治ꎬ王弼的核心观点是

“崇本举末”ꎬ既“崇本”ꎬ也“举末”ꎮ 王弼确实写

下了“崇本以息末”之语ꎬ但是ꎬ这个表达方式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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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对“以道治国”的解释ꎬ当然也是对老子

哲学的解释ꎮ 正如«老子指略»所言ꎬ“«老子»之
文ꎬ欲辩而诘者ꎬ则失其旨也ꎻ欲名而责者ꎬ则违

其义也ꎮ 故其大归也ꎬ论太始之原以明自然之

性ꎬ演幽冥之极以定惑罔之迷ꎮ 因而不为ꎬ损而

不施ꎻ崇本以息末ꎬ守母以存子ꎻ贱夫巧术ꎬ为在

未有ꎻ无责于人ꎬ必求诸己ꎬ此其大要也ꎮ” (第

２０３ 页)在王弼看来ꎬ如果要归结«老子»一书的

要旨ꎬ那就是“崇本以息末”ꎮ
如果严格按«老子»一书的立场来理解“以

道治国”ꎬ要坚持纯粹的“以道治国”ꎬ当然就要

“息末”ꎬ亦即止息各种各样的事物ꎬ包括仁义礼

乐ꎬ包括立法作制ꎬ都要止息ꎬ否则ꎬ就会导致各

个方面的消极后果ꎬ这就正如王弼在«老子道德

经注»第 ５７ 章所指出的:“立正欲以息邪ꎬ而奇兵

用ꎻ多忌讳欲以耻贫ꎬ而民弥贫ꎻ利器欲以强国者

也ꎬ而国愈昏弱ꎬ皆舍本以治末ꎬ故以致此也ꎮ”(第

１５４ 页)王弼在此所说的“奇”ꎬ«老子道德经注»
第 ７４ 章有专门的解释:“诡异乱群ꎬ谓之奇也ꎮ”
(第 １９１ 页)如果拒绝“崇本”ꎬ“舍本以治末”ꎬ那
就会导致社会混乱、民众贫困、国家昏暗ꎮ

概言之ꎬ王弼表述的“崇本以息末”ꎬ旨在概

括«老子»之意ꎬ旨在从理念上解释“以道治国”
这样一个环节、层面、维度ꎮ 相比之下ꎬ王弼所说

的“崇本以举其末”ꎬ才代表了王弼关于善治方

略的完整想象与整体期待ꎮ 因此ꎬ严格说来ꎬ王
弼分述的“以道治国”与“以正治国”ꎬ分开来看ꎬ
都不足以代表王弼关于善治的基本方略ꎬ而只能

代表他的善治方略的一个方面ꎻ只有坚持“崇本

举末”ꎬ把“以道治国”与“以正治国”加以贯通与

融合ꎬ才构成了王弼关于善治方略的法理憧憬ꎮ

四、结　 语

在先秦诸子开辟的“务为治”的学术思想传

统中ꎬ王弼立足于寻求善治ꎬ开启了中国法理学

史上的魏晋时代ꎮ 王弼以“善治” 作为法理憧

憬ꎬ通过辨析“以道治国”与“以正治国”ꎬ对“崇
本以举其末”的善治方略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法理

学建构ꎬ书写了中国法理学史在玄学时代的标志

性篇章ꎮ
论述至此ꎬ应当如何概括王弼法理学的精神

与风格? 王弼法理学到底应当归属于道家法理

学还是儒家法理学? 对此ꎬ何邵所作的 «王弼

传»提供了一个信息:“弼幼而察慧ꎬ年十余ꎬ好
老氏ꎬ通辩能言ꎮ” 〔４０〕据此ꎬ王弼是«老子»的爱好

者、认同者ꎮ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ꎬ冯友兰把

包括王弼在内的魏晋人物、魏晋玄学归属于道

家ꎬ他说:“‘新道家’是一个新名词ꎬ指的是公元

三、四世纪的‘玄学’ꎮ” 〔４１〕 萧公权也有大致相似

的看法ꎬ他认为:“魏晋时代者ꎬ老庄思想独尊之时

代也ꎮ” 〔４２〕按照这样的理解ꎬ王弼的玄学及法理

学ꎬ可以归属于老庄法理学或道家法理学的谱系ꎮ
然而ꎬ如此界定王弼法理学的精神ꎬ可能失

之于简单化、片面化ꎮ 王弼虽然在形式上推崇道

家(特别是老子)ꎬ但并没有轻视或排斥儒家ꎮ
一方面ꎬ透过王弼留下的«论语释疑»ꎬ可以发

现ꎬ他对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推崇备至ꎮ 譬如ꎬ在
关于«论语阳货»篇的解释中ꎬ王弼写道:“圣
人通远虑微ꎬ应变神化ꎬ浊乱不能污其洁ꎬ凶恶不

能害其性ꎬ所以避难不藏身ꎬ绝物不以形也ꎮ” 〔４３〕

这样的评论就体现了王弼对儒家的高度认同ꎮ
另一方面ꎬ即使是在何邵的«王弼传»中ꎬ我们也

可以看到王弼关于儒道两家的态度:“时裴徽为

吏部郎ꎬ弼未弱冠ꎬ往造焉ꎮ 徽一见而异之ꎬ问弼

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ꎬ然圣人莫肯致言ꎬ
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ꎬ无又

不可以训ꎬ故不说也ꎮ 老子是有者也ꎬ故恒言无

所不足ꎮ’” 〔４４〕 按照这番对话ꎬ王弼把“圣人”的

头衔归属于孔子ꎬ且让孔子占据了一个比老子更

高的思想地位ꎮ 此外ꎬ«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在

«钟会传»的末尾写道:“初ꎬ会弱冠与山阳王弼

并知名ꎮ 弼好论儒道ꎬ辞才逸辩ꎬ注«易»及«老
子»ꎬ为尚书郎ꎬ年二十余卒ꎮ” 〔４５〕由此可以发现ꎬ
陈寿眼里的王弼与何邵眼中的王弼还是有差异

的:在后者看来ꎬ王弼是“老氏”的爱好者ꎻ但在

前者看来ꎬ王弼是“儒道”的爱好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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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几个方面的信息表明ꎬ王弼并不仅仅是

“老氏”的爱好者ꎬ他同时也是“孔氏”的爱好者ꎮ
王弼既认同“以道治国”ꎬ也认同“以正治国”ꎮ
鲁迅在论及包括王弼在内的魏晋人物时有言:他
们“表面上毁坏礼教者ꎬ实则倒是承认礼教ꎬ太相

信礼教”ꎮ〔４６〕前文的论述也可以表明ꎬ王弼既相

信“无为”与“不言”ꎬ也相信“仁义”与“礼教”ꎮ
王弼既好道ꎬ也好儒ꎬ可以说是一个融会儒道的

思想人物ꎮ
从形式上看ꎬ王弼把“以道治国”作为善治

之本ꎬ把“以正治国”作为善治之末ꎮ 但与此同

时ꎬ他又主张“崇本以举其末”ꎬ这个命题隐含的

一个思想旨趣是:“崇本”归根到底是为了“举
末”ꎮ 进一步看ꎬ在魏晋时期那样一个严酷的现

实背景下ꎬ就“崇本”与“举末”的实际指向来看ꎬ
“崇本”其实主要是一个情感上的寄托ꎬ相比之

下ꎬ“举末”才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崇

本”主要体现了高远的理想ꎬ“举末”才体现了现

实生活中的善治措施ꎮ 从这个角度来看ꎬ王弼以

寻求善治为核心的法理建构ꎬ其实是一个“道表

儒里”或“道体儒用”的法理主张ꎮ 同样是魏晋玄

学的风云人物ꎬ且辈分高于王弼的何晏对王弼的

评价是:“仲尼称后生可畏ꎬ若斯人者ꎬ可与言天人

之际乎!” 〔４７〕 这种“可与言天人之际”的人物ꎬ显
然不是单纯的“道家”或“新道家”可以概括的ꎮ

最后ꎬ让我们回过头来ꎬ再稍微看一看王弼

的善治方略与柏拉图的善治方略之间的差异ꎮ
按照柏拉图的逻辑ꎬ最优的善治是“哲人之治”ꎬ
次优的善治是“法律之治”ꎬ从“哲人之治”转向

“法律之治”ꎬ是一个不得已的下滑路线ꎮ 但是ꎬ
根据前文所述的王弼的逻辑ꎬ并不存在一个从

“以道治国”转向“以正治国”的过程ꎬ“以道治

国”与“以正治国”是同一个善治方略在逻辑上

的两个环节:“以道治国”是“崇本”ꎬ“以正治国”
是“举末”ꎬ“以道治国”在逻辑上固然居于根本

地位ꎬ充当了逻辑上的前提ꎬ但是ꎬ“以正治国”
作为“崇本”的产物ꎬ作为源于根本的枝叶ꎬ实为

“以道治国”的逻辑结果ꎮ 打个比方ꎬ“以道治

国”仿佛高远而纯粹的理想ꎬ“以正治国”仿佛是

在“以道治国”之理想牵引之下形成的生动实践ꎬ
这就是王弼法理学不同于柏拉图法理学之所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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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６〕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ꎬ第 ２１、８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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