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哲学思想体系述论
钱志熙
内容提要 黄庭坚的哲学思想体系， 以圣学、 道学为最高范畴， 与当时流行的理学流派有同
有异。主要贡献在于提出圣俗之辨的思想， 超越儒学的门户之见， 融合三教百家以追求圣学
的真义，而将之用于个体精神的养成，并在其人格行为方面得到印证。 从本质上看， 是一种
实践哲学。构成其哲学思想体系的两个重要思想是 “道德本心 ” 与 “万物一家 ”， 由主体道
德本质的探讨， 指向外在宇宙万物的本体。 在经学上， 也形成了注重 “义理之会 ”、 寻求
“一贯” 的义理之学的方法， 以 “尽心” “心通性达 ” 为主要思想方法， 富有宋儒经学的特
点，同时对汉儒以来的经学也尽量吸收 。黄氏的圣学、 道学追求， 与后来的陆王心学在精神
实质上多有接近之处，在某些方面可视为心学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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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诗人黄庭坚，同时是一位热忱的思想追求者，在经学、禅学与道家哲学方面， 都有深入的研讨
与修习，形成他自己独特的看法。他处于北宋前期普通的经学义理之学向更加注重本体与思辨精神的
理学转变的时期，其思想与比他稍前或同时的周敦颐、 张载、 二程等人颇有桴鼓相应之处， 如注重治
养心性，标举圣学工夫等； 但无论在自觉意识还是实际的表现上， 他都没有简单地追随当时的某家思
想，而是主张学古与深造自得，用自己的心灵体验事理， 形成其一家之学， 可以说他与当时流行的周
程理学是有离有合的。其中对圣学与俗学关系的辩证认识、 对于道德本心的重视，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视为心学流派的先驱。对于黄庭坚的思想， 学术界多有研讨， 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的成果
较丰①。笔者此前也曾撰写 《黄庭坚与禅宗》 《黄庭坚与北宋儒学》 等论文，对黄庭坚与禅学临济宗以
及北宋儒学中的安定学派之渊源关系， 以及黄氏禅学、 儒学与其文学思想之关系作了比较集中的研
究②。但是，80 年代以来流行的从与某一特定思想流派 （ 如儒释道 ） 的关系来研究文学家的思想， 常
常会将其思想看成对某一流派思想现成的搬取或简单的拼凑 ， 忽略其独特性与创新性， 尤其是忽略其
实践性，就难以对其思想作全面、深入的认识。 从黄庭坚的情形来看， 他在哲学方面的追求， 与其在
诗学方面的追求是同样的深入与持久 ，其重视实践的性质也是一样的。 现代学科所建构的哲学史与一
般的思想史，多是直线式的经典思想家与显学的思想流派的勾连 ， 对于经典与显学之外的思想家的重
视不够，甚至完全忽略。尤其是历代重要的文学家在思想上的建树， 总体上看， 没有被纳入到思想史
的视野中来。这似乎也是现代学科中文史截然两分 ，中国古代文道合一的传统丧失所带来的一种弊端 。
本文就是在上述认识的前提下，重新论证黄庭坚的哲学思想， 并试图为宋代重要文学家的思想研究提
供一种个案。

①

黄宝华 《论黄庭坚儒、佛、道合一的思想特色》( 《复旦学报》1982 年第 6 期) 、杨遇青 《心性与情性———从

心性论角度管窥黄庭坚哲学与诗学思想》 ( 陕西师范大学 2005 年硕士论文) 、徐国娟 《黄庭坚哲学思想研究》 ( 华中科
技大学 2010 年硕士论文) 、彭俊楠 《试论黄庭坚的心性哲学》( 《现代语文》2014 年第 9 期) 。
②

钱志熙 《黄庭坚与禅宗》，《文学遗产》1986 年第 1 期。《黄庭坚与北宋儒学》，《原学》 第 1 辑 （1994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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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黄庭坚的哲学体系，是由一系列重要的思想范畴构成的。 这些范畴彼此之间有蝉联、 统属与互文
的关系。寻找其中的核心概念，应是 “圣学” 二字。在治平三年所作 《侯元功问讲学之意》 诗云：
金声而玉振，从本用圣学。①
题中 “讲学”，即理学家常言的 “讲学”，指师弟朋友之间切磋讲贯义理之学 ， 以为切身之用， 如陆九
渊 《与包详道书》： “所示与详道议论不合处，皆是讲学不明。”② 黄庭坚的 “讲学 ”， 即讲求体用一贯
的学术，其中经学义理是主要的内容， 这一点他后来在 《论语断篇》 《孟子断篇 》 中都有所阐发。 黄
氏平生著述如书简、字序等，都带有浓厚的讲学色彩， 可以说他也是当时的一位讲学家。 这种讲学的
核心宗旨，就是讲求圣学。大约作于元丰五年任太和令时的 《罗中彦字序 》， 是一篇借字序来作的道
论③，其中也讲到圣学与俗学的关系：
以圣学则莫学而非道，以俗学则莫学而非物。④
元丰四年官太和时所作的 《代书》 诗：
文章六经来，汗漫十牛车。譬如观沧海，细大极龙虾。古人以圣学，未肯废百家。⑤
又 《赠柳展如八首》 其六云：
圣学鲁东家，恭惟同出自。
从 “圣学则莫学而非道” 这一句中可以看到， 圣学就是道学。 黄庭坚曾言 “儿时爱谈道， 而今口如
钳”⑥，说明他在早期曾经致力于经儒之学， 已有自觉地讲求圣学的意思。 现存治平至元丰时期的作
品，说理的因素特别突出，正是早期 “爱谈道” 的表现。如果说黄诗元祐以后多谈禅的因素， 则前期
主要还是以儒学为主，兼有庄学的一些因素。但黄庭坚是用儒、佛、道来阐释其一以贯之的哲学思想，
是会同三教宗旨，其核心概念即为圣学。元祐元年所作的 《赠柳展如八首 》 组诗中就是 “圣” “道 ”
二字兼用的，是他讨论圣学之旨的重要作品：
浮阳愧嘉鱼，道傍多苦李。古来贤达人， 不争咸阳市。 吾子富春秋， 日月东趋水。 潜圣有玉
音，闻道而已矣。( 其二)
霜威能折绵，风力欲冰酒。勤子来访道， 枵然我何有。 寝兴与时俱， 由我屈伸肘。 饭羹自知
味，如此是道不？ ( 其三)
任世万钧重，载言以为轩。空文误来世， 圣达欲无言。 咸池浴日月， 深宅养灵根。 胸中浩然
气，一家同化元。( 其四)
圣学鲁东家，恭惟同出自。乘流去本远， 遂有作书肆。 日中驾肩来， 薄晚常掉臂。 徒嚣终无
赢，归矣求己事。( 其六)
八方去求道，渺渺困多蹊。归来坐虚室， 夕阳在吾西。 君今秣高马， 夙驾先鸣鸡。 慎勿取我
① 《宋黄文节公全集·外集》 卷一三，黄庭坚著，刘琳等校点 《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

册，第 1193 页。
② 《陆九渊集》 卷六，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84 页。
③

史容注 《山谷外集》 卷一二有 《杂言赠罗茂衡》，内容与 《罗中彦字序》 相近，茂衡即中彦。史容系此诗于

元丰五年。
④ 《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 卷二四，《黄庭坚全集》，第 2 册，第 629 页。
⑤ 《山谷外集诗注》 卷九，黄庭坚著，任渊、史容、史季温注，刘尚荣校点 《黄庭坚诗集注》，中华书局 2003 年

版，第 4 册，第 1080 页。
⑥ 《呻吟斋睡起五首呈世弼》 其四，《山谷外集诗注》 卷二，《黄庭坚诗集注》，第 3 册，第 791 页。

· 58·

黄庭坚哲学思想体系述论

语，亲行乃不迷。( 其八) ①
这一组诗是黄庭坚的 “道论”，其中议论都是道与圣并提。如 “闻道” “访道” “求道” 等语，皆道学
之言； 而 “潜圣” “圣达” “圣学”，皆为提倡圣学之言。 这种圣与道并提的思辨方式， 与早期理学家
张载、二程等人很接近。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在共同的思想气候中的影响关系。 但在具体的思想上， 黄
氏与理学诸家是有所不同的，其中表现了他的独立思考精神。 概括这一组诗所述的黄氏道论， 基本宗
旨有以下几点： 一、道在利害之外， 弃绝世俗的利禄之念， 自然近道。 二、 儒者虽俱尊孔子与六经，
此为圣学，但乘流而变，就出现了以六经为书肆，变儒术为贩卖之事的弊端。当今之谈儒者嚣然成市，
不如归而求之于己。三、道在近而不烦远求， 只是本心的自悟。 体得此旨， 则寝兴饭羹之间， 无不是
道。四、深固根本，返归灵府，以养其浩然之气，通于天地万物，达到万物一家的造化之根源。 另外，
洛学虽受道、佛的影响，但泯其迹，并且从儒家伦理的根本出发， 将佛道排抵在异端； 黄庭坚不持异
端之论，其圣学融通佛道两家，并且不泯其迹。葛立方 《韵语阳秋 》 曾对这组诗作过分析： “柳展如，
东坡甥也。不问道于东坡而问道于山谷，山谷作八诗赠之， 其间有 ‘寝兴与时俱， 由我屈伸肘。 饭羹
自知味，如此是道否’ 之句，告之以佛理也； 其曰： ‘咸池浴日月， 深宅养灵根。 胸中浩然气， 一家
同化元。’ 是告之以道教也； ‘圣学鲁东家， 恭惟同出自。 乘流去本远， 遂有作书肆。’ 是告之以儒道
也。”② 这个分析是很正确的，但需要指出一点是，黄庭坚用三家的思想， 阐发的是共同的内容， 这个
内容就是我们后面要阐述的万物一家与道德本心的哲学思想 。 黄庭坚是用这个宗旨来融贯三家乃至百
家的，其中圣学则是提纲挈领的概念。
黄庭坚又称圣学的修习为 “圣处工夫 ”。 元丰二年任北京大名府教授时所作 《次韵郭右曹 》 感叹
自己道学无功：
阅世行将老斫轮，那能不朽见仍云。 岁中日月又除尽， 圣处工夫无半分。 秋水寒沙鱼得计，
南山浓雾豹成文。古心自有着鞭地，尺璧分阴未当勤。③
此诗说阅世虽久，但日月易逝，探究圣学的工夫仍浅， 然古心自有可用力之处， 当学大禹， 不重尺璧
而惜分阴。从 “古心自有着鞭地” 一句，可知黄庭坚的圣学，不只是着眼于对六经书本的学习， 更重
要的是指心灵的自觉。他认为古今人心相同， 所以学习古圣贤， 也只是求其用心之处而已。 他的这种
重心的思想，渊源当然很广， 其中扬雄应是主要渊源之一。 山谷平生推崇扬雄之处甚多。 扬雄论道，
最重为心为己，《法言》 最多此旨，如 《问神》 篇曰： “或问神。曰： 心。 请闻之。 曰： 潜天而天， 潜
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测者也。 心之潜也， 犹将测之， 况于人乎， 况于事伦乎？ 敢问潜心于圣？ 曰：
昔乎仲尼潜心于文王矣。达之。颜渊亦潜心于仲尼矣。 未达一间耳。 神所在潜而已矣。 天神天明， 照
知四方。天精天粹，万物作类。人心其神矣乎。操则存， 舍则亡。 能常操而存者， 其唯圣人乎。”④ 这
种思想，差不多完全被山谷所接受，构成其圣学思想的渊源之一。其 《次韵杨明叔见饯十首 》 也是一
种论道文字，其四也提到要做圣处工夫：
清静草玄学，西京有子云。太尉死宗社， 大鸟泣其坟。 寂寞向千载， 风流被仍昆。 富贵何足
道，圣处要策勋。⑤
这是以汉代大儒扬雄、杨震为典范，鼓励杨明叔要在圣学方面有所作为， 其主旨仍在实行修为上。 同
时本组诗第三首中提到为己之学的问题 ：

① 《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 卷一，《黄庭坚全集》，第 1 册，第 8—9 页。
②

葛立方 《韵语阳秋》 卷一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93 页。

③ 《山谷外集诗注》 卷六，《黄庭坚诗集注》，第 3 册，第 928 页。
④

扬雄 《法言》 卷四 《问神》，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3 页。

⑤ 《山谷诗集注》 卷一四，《黄庭坚诗集注》，第 2 册，第 4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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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随世滔滔，心欲自得得。杨君为己学，度越流辈百。①
这里所说的，也是他日常强调的超越利禄之上、 以自得为贵的治学态度。 所谓 “为己学 ”， 正是与俗
学相对的圣学宗旨。《论语·宪问》： “子曰： 古之学者为己， 今之学者为人。”② 黄庭坚将得道与见圣
列为治学的最高境界，但他所强调的得道、 见圣， 并非玄谈虚理之流， 而是以躬自实行为主旨的。 这
一点在其诗文中也差不多是随处可见的 。如 《寄李次翁》：
斯文如旧欢，李侯极磊落。颇似元鲁山， 用心抚疲弱。 不以民为梯， 俯仰无所怍。 胸中种妙
觉，岁晚期必获。然膏夜读书，见圣宜有作。③
“妙觉” 为佛教之语， 黄氏用其诠释 “见圣 ” 之旨， 又是黄氏在哲学上出入三教， 同条共贯的例子。
上述也是对圣处工夫的具体描写，其内涵无外乎仁民爱物。 要做到外不违于物， 内自得于心， 即能见
圣。可见黄庭坚的圣学，是特别重视心灵的。
圣处工夫的一种具体修习方法，即治心养性。这是黄庭坚在平时讲学中经常提到的一个宗旨 ：
由孔子以来，力学者多矣，而才有扬雄， 来者岂可不勉！ 方将讲明养心治性之理， 与诸君共
学之，惟勉思古人所以任己者。( 《孟子断篇》) ④
治心养性，无防三过： 美食则贪，恶食则嗔，终日食而不知食之所从来则痴。 君子食无求饱，
离此过也。( 《士大夫食时五观》) ⑤
有时又称 “治气养心”：
于书无所不观， 尤好 《孟子 》、 黄帝 《素问 》， 啄其英华， 以治气养心， 遨乐于尘垢之外。
( 《萧济父墓志铭》) ⑥
“治心养性” “治气养心” 之外，山谷又有 “斋心服形” 之说：
所寄诗，每开卷，叹息弥日。 若斋心服形之功亦至于此， 老舅以为白首之托也。 ( 《与洪驹
父》) ⑦
以及 “宁心养气” 之说：
常须读经书，味古人经世之意，宁心养气，累九鼎以自重。( 《与洪驹父》) ⑧
物无不致养而后成器，况心者不器之器乎！ 其耳目与人同，而至于穷神知化， 则所养可知矣。
( 《晁氏四子字说》) ⑨
这些都是圣处工夫的具体内容，在思想上是以孟子集义养气为渊源， 同时也吸收道家、 禅宗的一些内
容，但其目的是落在实处，而非虚处，是要培养道德根本， 实现主体的德性的完成。 后来阳明心学提
倡良知本体，同时又强调工夫的作用，黄氏的这些思想，可以说有起先的作用。
圣学是北宋至元明理学流派常用的范畴 ， 也可以说是除 “道学” “理学 ” 等概念外， 可以用来概

① 《山谷诗集注》 卷一四，《黄庭坚诗集注》，第 2 册，第 496 页。
②

何晏集解，邢昺疏 《论语注疏》 卷一四，《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80 年版，下册，第 2512 页。

③ 《山谷外集诗注》 卷一○，《黄庭坚诗集注》，第 4 册，第 1120 页。
④ 《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 卷二○，《黄庭坚全集》，第 2 册，第 507 页。
⑤ 《宋黄文节公全集·外集》 卷二四，《黄庭坚全集》，第 3 册，第 1422 页。
⑥ 《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 卷三一，《黄庭坚全集》，第 2 册，第 829 页。
⑦ 《宋黄文节公全集·外集》 卷二一，《黄庭坚全集》，第 3 册，第 1365 页。
⑧ 《宋黄文节公全集·外集》 卷二一，《黄庭坚全集》，第 3 册，第 1367 页。
⑨ 《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 卷二四，《黄庭坚全集》，第 2 册，第 6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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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宋明理学的标志性范畴 ①。圣学的本义， 是指圣人之学。 圣人一词， 源于先秦， 原是指具有先知先
觉气质的聪睿之人， 如 《春秋左氏传 》 襄公二十二年 “臧武仲如晋 ” 条， 御叔即称臧武仲为 “圣
人”②。到了诸子时代，圣人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与天地合德， 居人伦之极。 道家一派如老子、 庄
子的论说中多称圣人，犹为理想的人格， 到了儒家这里， 直称周公、 孔子等为圣人， 是为现实的、 具
体的人物。魏晋以降的玄学、佛学也都用圣人的概念。玄学自称所推阐者为圣人之道， 常称圣人之义，
如王弼 “圣人体无 ” 之说③。 佛学借助中国原有的圣人这一概念， 称佛为圣人， 如僧肇 《般若无知
论》： “是以圣人虚其心而实其照，终日知而未尝知也。”④ 圣人就是指佛。由此可见，圣人是三教共用
的概念。但道家、佛教的圣人，多为虚拟人格， 具有一种非现实性， 儒家将圣人人格完全落实在现实
世界中，并作为儒者人格追求的最高目标 。这是宋明理学 “圣学” 这一概念得以产生的逻辑前提。 汉
代的儒学，着重在穷经解义，他们虽然也重视儒家的礼教与道德观念， 但缺乏思辨， 缺乏对于范畴的
深入探讨。魏晋南北朝的经学， 也主要是沿承汉代这种注疏之学， 至初唐孔颖达著 《五经正义 》， 可
谓集其大成。但是另外一派，以两汉之际的扬雄为开端， 注重思想范畴的建立与义理的阐发， 形成征
圣的思想，在 《法言》 一书中有比较集中的体现。到了魏晋玄学，更是通过引进道家自然思想与佛家
般若学说，形成贵自然、体道、贵无、尚玄等哲学命题， 形成了丰富的道论。 可以说是后来宋明理学
的重要渊源。宋儒倡言圣人之学，自称得圣人之旨， 虽然在表面排抵佛道， 但在思想方法上则是接受
玄学与佛学的。另一方面，圣学范畴的出现， 与隋唐以来儒学界建立道统的活动也有直接的关系。 汉
代扬雄已有拟经之作，是代圣立言的开端。 到了隋末王通， 更以儒道的正统自居， 模拟经典， 同时人
称其为当代孔子。至韩愈作 《原道 》， 在汉唐注疏经学之外构建的儒家道统， 认为传圣人道统者， 有
孟轲、扬雄、王通，包括他韩愈本人。 以上这些便是宋明理学圣学思想的渊源所自。 张载、 周敦颐、
程颢、程颐等理学的开山人物，虽然他们注意的方向不同， 但都以学圣人之道、 求圣人之学自居， 并
且都认为自己或本派所阐述的学术 ，是直接孔孟， 最符合圣人之旨的。 因此， 在理学兴起时， 理学家
们不仅提倡学圣人之学，而且多直接以圣学来标榜自己的学问， 将圣学置于一切学问之上， 甚至认为
圣学是人们唯一应该致力的学问。 张载 《经学理窟 · 学大原上 》 在评论二程时说： “二程从十四岁时
便锐然欲学圣人，今尽极四十未能及颜闵之徒。小程可如颜子，然恐未如颜子之无我。”⑤ 张载 《经学
理窟·学大原下》： “学者以尧舜之事须刻日月要得之， 犹恐不至， 有何愧而不为！” ( 《张载集 》， 第
286 页) 又云： “圣人无隐者也，圣人，天也，天隐乎？ 及有得处，便若日月有明， 容光必照焉， 但通
得处则到，只恐深厚，人有所不能见处。”( 《张载集 》， 第 287 页 ) 《自道 》 云： “某向时谩说以为已
成，今观之全未也，然而得一门庭，知圣人可以学而至。 更自期一年如何， 今且专为圣人之言为学。”
( 《张载集》，第 289 页) 这些都是直接提倡圣学的。而其 《圣心》 一诗，揭示得更明确： “圣心难用浅
心求，圣学须专礼法修。千五百年无孔子，尽因通变老优游。”( 《张载集 》， 第 368 页 ) 这就是宋儒关
于圣学的标准言论了，只是张载既提出求圣心， 同时又认为圣学应该从修礼法中得到， 这是关学重视
实学圣人的宗旨，可以说是理学中的实学派， 与洛学专重理学而不提礼法有所不同。 后来永嘉学派的
经制事功之学，即从关学中礼法之学发展出来。二程论学， 也每举学圣之旨， 如程颐称 “曾子传圣人

①

圣学有两义，一是作为宋明理学的专门范畴，一是对帝王之学的尊称。后者黄庭坚在 《代司马丞相进 〈稽古

录〉 表》 中说太皇太后 “思齐之功，启佑圣学”，就是用这一义。这一义与道学家的圣学也有联系，但缺少哲学的内
涵，在哲学史上没有多少讨论的价值。
②

孔颖达 《春秋左传正义》 卷三五，《十三经注疏》 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上册，第 1974 页。

③ 《三国志》 卷二八 《魏书·锺会传》 注引何劭 《王弼传》： “弼曰： 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

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 ( 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3 册，第 795 页)
④

僧肇著，张春波校释 《肇论校释》，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70 页。

⑤

张载著，章锡琛点校 《张载集》，中华书局 1978 年版，第 2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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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学”①； “颜、 孟之于圣人， 其知之深浅同， 只是颜子尤温淳渊懿， 于道得之更渊粹， 近圣人气象 ”
( 《二程集》，第 1 册，第 151 页)； “圣人之道，更无精粗，从洒扫应对至于精义入神，通贯只是一理 ”
( 《二程集》，第 1 册，第 152 页 )； “有求为圣人之志， 然后可与共学； 学而善思， 然后可与适道； 思
而有所得，则可与立； 立而化之，则可与权”( 《二程集 》， 第 1 册， 第 322 页 )； “传经为难。 如圣人
之后才百年，传之已差。圣人之学，若非子思、孟子，则几乎息矣。道何尝息？ 只是人不由之”( 《二
程集》，第 1 册，第 176 页) 。以上的这些内容，又称 “圣学”，程颐 《明道先生行状》 说程颢： “谓孟
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 《二程集》，第 2 册，第 638 页) 程颐 《上太皇太后书》： “窃
以圣人之学，不传久矣。臣幸得之于遗经， 不自度量， 以身任道。”( 《二程集 》， 第 2 册， 第 546 页 )
《二程粹言》 录此，直接称 “圣学不传 ”。 可见当时理学称圣人之学为道学、 圣学， 其涵义是相同的，
亦可见 “圣学” 二字，为当时理学家之常言。《河南程氏粹言 》 卷二 《圣贤 》 记载： “明道十五六时，
周茂叔论圣道之要，遂厌科举，慨然欲为道学。”( 《二程集 》， 第 4 册， 第 1241 页 ) 所以， 圣学、 道
学，乃至于后来流行的理学，都是指学圣人之学， 是以经典为根据来推求圣道， 学作圣人。 圣学是以
义理为指归的，而非注疏训诂之学。程颐提出 “由经穷理”( 《二程集》，第 1 册，第 158 页 ) ， 可以概
括理学乃至整个宋代儒学与汉唐经学的不同 ，也是圣学的基本思想方法。
黄庭坚提倡 “圣学”，当然与上述思想背景有直接的关系。 但并不直接渊源于关洛两派， 而是当
时一般通儒的见解。黄庭坚因为曾经著文称颂周敦颐， 写诗赞许程颢， 受到后世理学家的一些关注，
但在其当代，没有学者将其直接归为理学一派中。 南宋理学大家朱熹虽对黄氏诗文艺术多有评论， 并
且也许其忠贤 ②、孝友③，其意认为他是名教中人，但又从伦理规范出发对黄诗作过一些苛评 ④。一直
到真德秀、魏了翁等家，才强调黄庭坚在思想上的建树。 真氏 《跋山谷黄概字序 》 称 “士大夫用心，
当视以为法”⑤。魏了翁对黄氏道德文章称赞更多， 如称其绍圣之后的作品， “阅理益多， 落华就实，
直造简远”，“颂其遗文，则虑淡气夷，无一毫憔悴陨获之态，以草木文章发帝杼机， 以花竹和气验人
安乐，虽百岁之相后，犹使人跃跃兴起也”⑥。这些评论，都是肯定其在道学上的造诣。 至明代分宁人
周季凤作 《山谷黄先生别传》，肯定黄庭坚在道学上的造诣， 并对其与当时理学流派的离合关系有所
判析：
其著述虽先 《庄子》 而后 《语》 《孟》，晚年以合于周孔为 《内集 》， 不合于周孔为 《外集 》。
说经虽尊荆公而遗程子，至论人物， 谓周茂叔人品最高， 程伯淳平生所欣慕。 炉香隐几， 万虑俱
消，有孟氏养心之学； 木落江澄，本根独在，有颜子克复之功。其造诣精深有如此。⑦
他对黄庭坚学术思想的认识并不全面 ，但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到黄氏道学及与当时理学诸家之关系，
即从理学正宗的角度来评论黄庭坚。 至黄宗羲、 全祖望 《宋元学案 》， 将苏轼、 黄庭坚都列为 “濂溪
私淑”，同书中黄庭坚本传则列在 《范吕诸儒学案 》 的 “公择门人 ” 中。 这是从严肃的学术史角度来

①

程颢、程颐 《二程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 册，第 145 页。

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卷八四 《跋山谷宜州帖》： “山谷宜州书最为老笔，自不当以工拙论，但追想一时忠贤

流落，为可叹耳。” ( 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 《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版，第 24 册，第 3963 页)
③ 《朱子语类》 卷一三○ 《本朝四·自熙宁至靖康用人》： “文蔚问：

‘鲁直好在甚处？’ 曰：

‘他亦孝友。’”

( 《朱子全书》，第 18 册，第 4064 页)
④ 《朱子语类》 卷一三○ 《本朝四·自熙宁至靖康用人》： “黄山谷慈祥之意甚佳，然殊不严重。书简皆及其婢

妮，艳词小诗，先已定以悦人，忠信孝弟之言不入矣。”( 《朱子全书》，第 18 册，第 4063 页)
⑤

真德秀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卷三六，《四部丛刊》 本。

⑥

魏了翁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 卷五三 《黄太史文集序》，《四部丛刊》 本。

⑦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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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谷年谱》，台湾学海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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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黄氏在宋代儒学中的位置。对于 《范吕诸儒学案 》 中的学者与理学主流的关系， 全祖望是这样判
断的： “庆历以后，尚有诸魁儒焉， 于学统或未豫， 而未尝不于学术有功者 ”①， 其主要人物有范镇、
吕公著、 李常 （ 公择 ） 、 韩维 （ 持国 ） 诸人。 其中范镇、 吕公著、 李常被列为与司马光倾向接近的
“涑水同调”，而韩维等被列为与程颢倾向相近的 “明道同调 ”。 黄庭坚曾参与司马光 《资治通鉴 》 的
编撰工作，并曾代司马光拟上 《稽古录》 的奏表，并曾向韩持国学诗，从这些关系来看， 黄庭坚的学
术倾向，基本上是属于庆历以来 “与学统未豫而未尝不于学术有功者 ” 的范吕诸儒学案中。 此派属于
北宋儒学的主流，但在后来理学家所建构的学统中属于旁支， 并非理学的主流。 也可以说， 上述黄庭
坚与理学之间亦即亦离的关系，正如 《范吕诸儒学案 》 与理学之间或即或离的关系一样。 事实上， 当
时最有影响的王安石新学与二程理学这两派 ， 属于当时的显学， 黄庭坚对这两派都有所肯定， 但也有
所批评。黄庭坚当然不属于当时的理学主流 ， 但无疑是受到周敦颐、 程颢等人影响， 在思想上面临一
些共同的主题，在 “讲学” “圣学” “道学 ” 等范畴的使用上， 也有一些共同的地方。 但对 “道学 ”
“圣学” 等范畴的内涵的理解，他与当时的理学流派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
黄氏圣学思想与当时理学诸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 。 他是在与俗学相对的辩证思想中提出圣学
这个概念，其中体现了黄氏的思想个性与方法 ， 即通过辩证以求其真。 圣与俗可以说是黄庭坚日常思
想中一对重要的范畴，这里面除了辩证性思想方法这一特点之外， 更重要的是其中蕴藏黄氏思想里面
一种批判的、独立思考的精神。他的圣俗之辨， 是针对当代一些他认为是有违圣学宗旨的学术风气而
提出的，所以与正面地提倡圣学相比，反面地批评俗学， 更是黄庭坚思想的重心所在。 他在 《庄子内
篇论》 中肯定庄周为体道者，而称误解庄周思想的后世向、郭之流为俗学，一则曰 “俗学者心窥券外
之有”，再则曰 “彼俗学者因以尘埃秕糠”②。可见他是将俗学与道学相对举的 。同时他所理解的道学、
圣学，并不局限于儒家一派，也包括了道、释两家，这与当时的洛学一派是不同的。
现在所能看到他最早感叹俗学误人的言论 ，是熙宁四年任叶县尉时所作 《冲雪宿新寨忽忽不乐》：
俗学近知回首晚，病身全觉折腰难。
这一句后来定本改为 “小吏有时须束带，故人颇问不休官”③，是从他自己所理解的 “合道不怨” 审美
观出发所作的修改，在情绪上比原句要委婉一些。其实 “俗学近知回首晚 ” 这一句， 是有助于我们了
解黄氏学术思想发展的重要自述。黄庭坚在中进士为官之后对于自己的治学道路是有一个反思的， 他
的诗学反思也是开始于这个时期 ④。 俗学是随俗阿世之学， 是功利之学。 在黄庭坚的理解中， 为求禄
利而走上科举读书的道路，并非真正的学术之道。 曲学以阿世， 更是等而下之了。 后来宋明理学、 心
学诸家，也都对科举考试中修习经学的动机作过深刻反省 ， 如陆九渊、 王阳明等人都认为圣俗之辨，
不在学习的内容，而存乎主体的动机。可以说， 这种思想是由黄庭坚肇端的。 这很可能是黄庭坚走上
独立探索的哲学思考的开端。与之同时，他在诗学方面也有类似的反省， 提出 “诗非苦思不可为， 余
及第后方知此”⑤，摆脱了此前较多模拟的创作方法 。稍后元丰二年任北京大名府教授时所作 《走答廖
明略适尧民来相约奉谒故篇末及之 》 也发出感喟俗学之叹：
君不见生不愿为牛后，宁为鸡口。 吾闻向来得道人， 终古不忒如维斗。 希价咸阳诸少年， 可
推令往挽令还。俗学风波能自拔，吾识廖侯眉宇间。⑥
“俗学风波” 四字是他勘别当代学术真伪、 圣俗的一个大判断。 元祐元年官秘书省时所作 《再和公择

①

黄宗羲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等点校 《宋元学案》 卷一九，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 册，第 783 页。

② 《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 卷二○，《黄庭坚全集》，第 2 册，第 508 页。
③ 《山谷外集诗注》 卷二，《黄庭坚诗集注》，第 3 册，第 783 页。
④

参见拙著 《黄庭坚诗学体系研究》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中的有关论述。

⑤ 《黄庭坚全集》 附录洪炎 《豫章先生退听堂录序》 引黄庭坚 《退听序》，第 4 册，第 2379 页。
⑥ 《山谷外集诗注》 卷六，《黄庭坚诗集注》，第 3 册，第 9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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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氏杂言》 感激李公择启迪其学术，使他能摆脱俗学之流：
外家有金玉我躬之道术，有衣食我家之德心。 使我蝉蜕俗学之市， 乌哺仁人之林。 养生事亲
汔师古，炊玉爨桂能至今。①
那么，究竟什么是与圣学相违的俗学呢 ？ 这表现在黄氏对当世学术的一系列批评中， 甚至可以说是构
成他早期诗歌的一个重要内容：
学省困齑盐，人材任尊奖。倥侗祝螟蛉， 小大器罂旊。 诸生厌晚成， 躐学要侩驵。 摹书说偏
旁，破义析名象。( 《送吴彦归番阳》) ②
这是他任北京大名府教授第三年所写的诗 。诗中表达自己作为一个学官， 期待对国家人才的培养有所
贡献，但当时学风深受官方提倡的新学影响 ，诸生多以学术为射利之具。 “摹书 ” 两句应该是讽喻王
安石 《字说》 在当时国学中的流行。 前面所引诗句中 “希价咸阳诸少年， 能推令往挽令还 ”， 也是批
评世俗以学问为利禄的工具。又如 《以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为韵寄李子先 》 其三：
俗士得失重，舍龟观朵颐。六经成市道， 驵侩以为师。 吾学淡如水， 载行欲安之。 惟有无心
子，白云相与期。③
从这些议论中，可以看到黄庭坚的圣俗之辨， 是着眼于人心中对道义与利害的取舍， 而非简单的学派
的分判。
黄氏关于学术上圣俗之辨的思想，发端于熙宁年间， 至元祐时期趋于成熟， 形成他自己判断当代
学术是非、人物高下的一种标准。其中 《奉和文潜赠无咎篇末多见及，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为韵 》 组
诗，是对俗学比较集中的批评：
龟以灵故焦，雉以文故翳。本心如日月， 利欲食之既。 后生玩华藻， 照影终没世。 安得八纮
罝，以道猎众智。( 其一)
谈经用燕说，束弃诸儒传。滥觞虽有罪， 末派弥九县。 张侯真理窟， 坚壁勿与战。 难以口舌
争，水清石自见。( 其二)
荆公六艺学，妙处端不朽。诸生用其短， 颇复凿户牖。 譬如学捧心， 初不悟己丑。 玉石恐俱
焚，公为区别否？ ( 其七)

④

这里他讨论当世俗学形成的根源，仍在于道德本心之为利欲所蚀， 这是他思考这个问题一向坚持的看
法。第一首言 “后生玩华藻， 照影终没世 ” 乃引用扬雄 《法言 · 寡见》： “古者之学耕且养， 三年通
一。今之学也，非独为之华藻也，又从而绣其槃帨。”⑤ 黄庭坚主要是取其后面一句的意思， 指那种无
关于道义、为悦人而绘饰其学的作风。这与洛学派贬弃辞章之学似乎相近， 但意义却不一样， 黄氏还
是从世道人心方面来论， 并非简单的重道轻文之论。 不仅无根柢、 不能体现性情之旨的文学属华藻，
空谈性理而无助实行的理学末流，在黄庭坚的观念里同样属于华藻。 相反地， 吟咏情性、 涵泳道义的
文章，也是符合圣学之旨的。他这几首诗是对当代学术的整体评论， 并不出于某一个学派的立场。 具
体到经学，他对当时荆公新学的流行是有所批评的 ， 但对王安石个人的经学又持比较中肯的看法， 认
为 “荆公六艺学，妙处端不朽 ”， 这与同时理学家的看法是很不一样的。 在 《和邢敦夫秋怀 》 诗中又
有 “西风壮夫泪，多为程颢滴” 之惋叹 ⑥。这反映黄庭坚在学术上走的是独立不倚的道路 ， 并不简单
地依附于当时某家某派之显学。黄庭坚贬弃俗学， 提倡圣俗之辨的思想， 在渊源上看， 受到扬雄的影
① 《宋黄文节公全集·外集》 卷七，《黄庭坚全集》，第 2 册，第 1050 页。
② 《山谷外集诗注》 卷二，《黄庭坚诗集注》，第 3 册，第 804 页。
③ 《山谷外集诗注》 卷五，《黄庭坚诗集注》，第 3 册，第 905 页。
④ 《山谷诗集注》 卷四，《黄庭坚诗集注》，第 1 册，第 152—153、158 页。
⑤

扬雄著，汪荣宝注，陈仲夫点校 《法言义疏》，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222 页。

⑥ 《山谷诗集注》 卷四，《黄庭坚诗集注》，第 1 册，第 1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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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扬雄 《法言·寡见》： “好尽心于圣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尽其心矣，未必圣人之道也。多
闻见而识乎至道者，至识也； 多闻见而识乎邪道者，迷识也。”( 《法言义疏 》， 第 1 册， 第 214 页 ) 对
照黄庭坚 “以圣学则莫学而非道，以俗学则莫学而非物 ” 来看，可谓一脉相承。 黄氏推重扬雄， 集中
不一而见。心学家陆九渊 《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 所阐述 “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 的观点， 与扬
雄、黄庭坚的思想也是相近的。其论曰： “志乎义者，则所习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 志乎
利者，则所习必在于利，所习在利， 斯喻于利矣。”( 《陆九渊集 》 卷二三， 第 275 页 ) 从这里可以看
到心学的一些渊源。

二
黄庭坚哲学思想，或者说他的道学、 圣学思想， 全部是围绕着主体性展开的， 决定学术的圣俗，
不在于学问的内容与对象，而在于学术的主体。 因此， 由上述思想出发， 黄庭坚在其思想发展的过程
中，逐渐地明确了主体精神的重要，形成黄氏思想重视主体的鲜明特点。 其中对主体的道德本质的探
索，更是其终生思考的哲学命题。在这方面， 黄庭坚形成两个最重要的思想， 就是道德本心之说与万
物一家之说。
黄庭坚早年曾经浸淫于庄子，其有关道德之说， 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 其中治平三年所作 《留几
复饮》 诗中说 “藏器时难得， 忘言物已齐”， 《再留几复 》 诗中说 “道德千年事， 穷通一理齐 ”①， 说
明他的道德之说，一开始就带有道家思想的特点，以超然万物、穷通一理、应物而不为物所系为宗旨。
这种思想，配上他早年频繁吟咏的隐逸之思 ， 构成了黄氏早期诗歌的重要主题， 带有比较浓厚的出世
情调。比较集中的表达则是 《至乐词寄黄几复》 《录梦篇》 《几复读庄子戏赠 》 这几个作品。 其中
《至乐词寄黄几复》 一篇阐发此理最为完整：
余泛观于天下兮，何者乐而谁者足忧。忧于窘窘不得兮， 乐尽万物而无求。 玩声色而敝形性
兮，维造化之螟蠹。将逍遥炉锤之外兮， 尚何俯首而婴此细故。 百年存亡得失兮， 吾既视弈棋与
樗蒲。寒暑早夜极则迁兮， 有满则有虚。 应龙之不拘系兮， 宁与羸马帖耳而求刍！ 云雨升降兮，
上下有无。入与神会兮，出与化俱。无对于天下兮， 制命在予。 贾群嚣而我静兮， 岂其跨一市以
求直。乃有德人相与友兮，忘我于忘言之域。廓宇宙以为量兮，奚自适而不通，遂风休而冰释。②
从这篇骚体词可见，黄庭坚一开始就将道德本体置放在心灵之上， 以超然于世俗利害关系之上的人生
态度，遨游于宇宙自然的万化之中。他所追求的是打破世俗羁绊与偏见的情与道合之人生境界。 黄氏
将具有这种人格的人称为 “德人”，即本篇词中所说的 “乃有德人相与友兮， 忘我于忘言之域”。 “廓
宇宙以为量”，即指通类万物、达到万物一家的境界。张载 《正蒙 · 乾称 》 （ 俗称 《西铭 》） 也是强调
主体精神与宇宙万类的一体性，即所谓 “乾称父， 坤称母； 予兹藐焉， 乃混然中处。 故天地之塞， 吾
其体； 天地之帅，吾其性”( 《张载集 》， 第 62 页 ) 。 二者之间虽然有儒、 道之异， 但在精神实质上是
相通的。黄氏诗歌中经常塑造 “德人 ” 的形象， 如元丰五年任太和县令时所作 《赠别李次翁 》， 也是
塑造一位不逐利欲之流、独探圣源、仁民爱物的德人形象：
利欲熏心，随人翕张。国好骏马， 尽为王良。 不有德人， 俗无津梁。 德人天游， 秋月寒江。
映彻万物，玲珑八窗。于爱欲泥， 如莲生塘。 处水超然， 出泥而香。 孔窍穿穴， 明冰其相。 维乃
根华，其本含光。大雅次翁，用心不忘。日问月学，旅人念乡。能如斯莲，汔可小康。 在俗行李，
密密堂堂。观物慈哀，莅民爱庄。成功万年， 付之面墙。 草衣石质， 与世低昂。( 《山谷诗集注 》
① 《山谷诗外集补》 卷三，《黄庭坚诗集注》，第 5 册，第 1684 页。
② 《宋黄文节公全集·外集》 卷二○，《黄庭坚全集》，第 3 册，第 13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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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黄庭坚诗集注》，第 1 册，第 63—64 页)
这里用文学的形象语言形容德人的辉光人格 ， 多发儒释道三家义理之蕴。 而其根核之处， 在于当一世
为利欲所风动时，德人能够保持心灵的澄净， 在行为上能如周敦颐所颂的莲花， 出淤泥而不染。 其处
世能做到观物慈哀，临民能够以礼义教化， 爱而能庄， 同时不追求个人的成败得失， 蔑弃世俗荣观，
不故立异于世人，与道同化，随世低昂。
黄庭坚以超越世俗利害为道德根本的思想中 ， 其实包含着他对世界本体的一种认识。 他认为一切
现实的变化，尤其是世俗的荣辱得失，都是暂时的，都要归于一个本体性的 “根静”：
翕翕一日炎，耽耽万年永。四海仰首观，顷复归根静。( 《次韵答晁无咎见赠 》， 元祐元年秘
书省作，《山谷诗集注》 卷三，《黄庭坚诗集注》，第 1 册，第 134 页)
“根静” 出于老子。 《老子 · 上篇》： “致虚极， 守静笃， 万物并作， 吾以观其复。 夫物芸芸， 各归其
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① 这种本体性的根静， 如果为主体所掌握， 则接近
于佛教的般若。前引 《寄李次翁》 诗中所说 “胸中种妙觉，岁晚期必获”，所谓 “妙觉”，即是佛禅的
般若智慧一类的东西。黄庭坚无疑是将佛家之般若、 老家的根静、 儒家的性命根本这些内容， 以他自
己的体验，圆融无碍地贯穿为一体了。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黄氏道德之说， 的确是建立
在贯通三教宗旨的一种本体论之上的 。正是出于这种本体论的立场， 黄庭坚认为三教圣人之说， 虽然
其外在形式有很大的不同，但从其探究世界之本质以建立道德本体这一点上 ，三者是完全可以贯通的。
其 《书老子注解及庄子内篇论后》 一文，对此有简要的阐述。他援引僧肇 《般若无知论 》 的思想方法
来解老庄：
老庄书，前儒者未能顿解者，僧中时有人得其要旨。儒者谓其术异，不求之耳。僧肇云： “内
有独鉴之明，外有万法之实。” 万法虽实，然非照，不得内外相与，以成其照功，此圣人所不能同
用也。内虽照而无知，外虽实而无相，内外寂然， 相与俱无， 然则圣人所不能异慕也。 经云 “诸
法不异” 者， 岂 曰 续 凫 截 鹤， 夷 岳 盈 壑， 然 后 无 异 哉！ 诚 以 不 异 于 异， 故 虽 异 而 不 异 耳。 故
《经》 云： “甚奇世尊于无异法中说诸法异。” 儒者罕观此书， 故聊出， 古人谓一脔可知鼎味者也。
( 《书老子注解及庄子内篇论后》，《宋黄文节公全集·外集》 卷二三，第 3 册，第 1405 页)
所谓老庄书僧中时有人得其要旨，是指佛家进入中国后， 历代佛学者多用道家义理来会通， 尤其是晋
宋佛学中的格义一派。所以，在中国思想史上， 道释常能合流， 而儒家常排抵释老， 自外于本体思辨
之学，影响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正常发展。 黄庭坚所说 “老庄书， 前儒者未能顿解”， “儒者谓其术异，
不求之耳”，正是指这种情况。可见黄庭坚在思想上是提倡融合三家 ，对于当时洛学之流简单地排斥释
道、蔑弃文艺的做法，是不苟同的。 后来陆九渊、 王阳明的心学一派， 虽然在伦理观念上严守儒道，
排斥释老，但是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上，却是积极地运用释道思想， 以至都被其同时人指斥为沦为禅家
者流。从思想的流脉来看，苏黄一派的儒释道兼谈， 无疑是后来心学派的渊源之一。 这篇短文的主要
思想，出于僧肇 《般若无知论》：
难曰： 圣智之无，惑智之无，俱无生灭，何以异之？
答曰： 圣智之无者，无知； 惑智之无者， 知无。 其无虽同， 所以无者异也。 何者？ 夫圣心虚
静，无知可无，可曰无知，非谓知无。 惑智有知， 故有知可无， 可谓知无， 非曰无知也。 无知即
般若之无也； 知无即真谛之无也。是以般若之与真谛， 言用即同而异， 言寂即异而同。 同， 故无
心于彼此，异，故不失于照功。是以辨同者同于异， 辨异者异于同。 斯则不可得而异， 不可得而
同也。何者？ 内有独鉴之明，外有万法之实。 万法虽实， 然非照不得。 内外相与， 以成其照功，
此则圣所不能同，用也。内虽照而无知，外虽实而无相，内外寂然，相与俱无。 此则圣所不能异，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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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也。是以经云 “诸法不异” 者，岂曰续凫截鹤，夷岳盈壑， 然后无异哉？ 诚以不异于异， 故虽
异而不异也。故经云： 甚奇， 世尊， 于无异法中而说诸法异。 又云： 般若与诸法， 亦不一相， 亦
不异相。信矣。①
僧肇 《般若无知论》 是探讨作为佛教根本的般若智慧的实质 ，不同于世俗的一种知识， 是一种虽知而
无知、虽照而非照的认识的本体状态。他用了道家道非常道、 名非常名、 无名者万物之始这样的中国
传统思想来阐释般若本体。般若之本体为 “无知 ”， 然此无知之本体唯圣智者能鉴照， 世俗之谈空论
无者，为 “知无” 而非 “无知 ”。 这是一种直击本体、 不可言传的寂照之鉴。 这是三教、 甚至百教所
同的世界本体。黄庭坚所肯定的就是这一点。 他是从本体论与认识论的角度来理解三教合一的。 具体
地说，黄庭坚通过援引僧肇的观点，指出道学是由内向外的一种工夫 ，首先在于树立内心的独鉴之明，
然后才能照鉴外在万物。外在的万物虽然是客观存在的， 但是如果不通过主观的意识活动， 是无法形
成思想的。这里体现了黄庭坚哲学一贯的表现 ，即对主体心灵的重视。但他所阐述的心灵是有内容的，
包含着一种主体理性在内。本体虽寂，般若无知， 但是其用却是属于有的范畴。 后来王阳明强调良知
的本体虚灵，而致知则是实在的工夫， 也是这样的意思。 黄庭坚所说的 “治心养性” “斋心服形 ” 之
说，与王阳明所说的致良知的工夫，也是相通的， 都是渊源于孟子的道德修养学说。 孟子重视修心之
术，尤其是在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中提出养气之说：
“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 “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 “难言
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 无是， 馁也。
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 行有不慊于心， 则馁矣。 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 以其外之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②
“配义与道” 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修心术与道释修心术之不同 。 黄庭坚的治心养性之说， 融合孟、
庄两家，如其 《赠柳展如》 诗所说 “咸池浴日月， 深宅养灵根。 胸中浩然气， 一家同化元 ”， 即合孟
之养气与庄之万物一家两种思想而成 ， 甚至受到道家元气自然之说的影响。 治心养性的功夫在于心。
在黄庭坚的诗歌中，有时也用 “灵府” 这个词：
秋叶雨堕来，冥鸿天资高。车马气成雾，九衢行滔滔。中有寂寞人， 灵府扃锁牢。( 《送刘士
彦赴福建转运判官》) ③
“灵府” 即 “心灵”，然非日常所说的器质性的心，而是作为道德本体的心灵， 这其实是一个哲学的范
畴。陶诗 《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有 “形迹凭化往，灵府长自闲” 之句， 联系着陶氏的形神哲学， 它表
现的是与其 《神释》 诗中相同的委运任化的思想， 即生命随运化而往， 不能自主， 但心灵却可主宰，
人的主体性即体现在这里。这是 “陶公心学” 影响到 “山谷心学 ” 之一证。 然山谷治心养性之术， 又
吸收庄禅等家：
翚飞城东南，隐几抚群动。人境要俱尔，我乃得大用。( 《题王仲弓兄弟巽亭》) ④
这与上诗所写的是同一种修养境界。 所以， 无论是出于陶学的灵府之说， 还是出于庄学的隐几之说，
都是其治心养性的具体内容。与灵府含义相同的，还有 “心源” 一词。元丰二年任北京大名府教授时
所作 《次韵盖郎中率郭郎中休官二首》 其二：
世态已更千变尽，心源不受一尘侵。⑤
① 《肇论校释》，第 102—103 页。
②

焦循著，沈文倬点校 《孟子正义》 卷六，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199—203 页。

③ 《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 卷一，《黄庭坚全集》，第 1 册，第 7 页。
④ 《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 卷一，《黄庭坚全集》，第 1 册，第 6 页。
⑤ 《山谷外集诗注》 卷六，《黄庭坚诗集注》，第 3 册，第 9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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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源” 亦即道德本心。结合本体的探求与治心养性的修养论， 亦即本体与工夫两方面， 构成了黄庭
坚的道德本心之说。 这个思想的明确化， 现在所见较早的表达是元丰三年任北京大名府教授时所作
《赠谢敞王博喻》：
高哉孔孟如秋月，万古清光仰照临。 千里特来求骥马， 两生于此敌南金。 文章最忌随人后，
道德无多只本心。废轸弦断尘漠漠，起予惆怅伯牙琴。①
这首诗其实也是 “讲学诗”， 开头说孔孟如秋月， 万古仰照， 正是指圣学的本体。 而 “道德无多只本
心”，则是说从心地上发明圣学的工夫 。其 《送王郎》 一诗，阐说得更加明确：
炊沙作糜终不饱，镂冰文章费工巧。要须心地收汗马，孔孟行世日杲杲。
任渊注云： “谓道义战胜，胸中开明，乃晓然见圣贤用心处。”② 圣贤之心， 亦即道义之用。 道义之本，
在于本心。黄庭坚的论道之语，常以日月之明喻孔孟之道， 又以日月之明喻道德本心。 前引 《奉和文
潜赠无咎篇末多见及，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为韵 》 诗中 “本心如日月， 利欲食之既 ”， 即是一个典型
的表达。由此可见黄庭坚在人性思想上的分野， 是属于孟子性善说、 良知说一派。 而在思想方法上，
无疑又受到禅宗自性成佛思想的影响。当然，这里面玄学的自然说也是重要的渊源之一。 “道德本心 ”
思想里，含有自然论的意义， 主张从自心本体上实现道德的自觉， 而非依靠外在的道德规范来约束。
这与魏晋玄学中强调自然、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是一致的。 魏晋玄学提出名教即自然的思想， 对于
北宋中期的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有较大的影响。 苏轼 《礼以养人为本论 》③ 就是属于名教自然合
一论，即名教出于自然。同样，黄庭坚强调道德即本心， 也是属于自然论范畴的一种伦理学说。 而米
芾以魏晋风度为标榜的行为方式，更是对自然学说的直接实践。 在这方面， 以蜀学为代表的北宋中期
文学家的思想，与洛学程颐一派的思想，存在较大的分歧。 相对来说， 此派与后来陆九渊心学一派有
接近的地方。《宋史 · 儒林传》 “陆九渊传 ” 称九渊少时 “闻人诵伊川语，自觉若伤我者 ”④。 其根本
的原因，是洛学将情与理、 即人欲与天理完全隔开， 忽略了人性的自然本质。 在对待文学的态度上，
也可以看出心学与洛学一派的区别 ，与以程颐为代表的理学蔑弃文学不同。“为洛学者皆崇性理而抑艺
文”⑤，陆九渊则对文学表示出较大的同情 ， 他曾说： “李白、 杜甫、 陶渊明皆有志于吾道。” ( 《陆九
渊集》 卷三四 《语录上》，第 410 页) 此语大可玩味， 暗示心学与性情诗学的一种联系。 陆氏 《与程
帅》 一信中对黄庭坚与江西诗派评价甚高 ，认为黄诗 “包含欲无外，搜抉欲无秘， 体制通古今， 思致
极幽眇，贯穿驰骋，工力精到”，称赞黄氏之后，“江西遂以诗社名天下，虽未极古之源流， 而其植立
不凡，斯亦宇宙间之奇诡也”( 《陆九渊集 》 卷七 《书 》， 第 104 页 ) 。 从这些情况可见， 宋明理学中，
心学流派与文学比较接近，苏黄一派的自然思想与南宋心学流派之间有肸蠁相通之处 。
从哲学的内涵来看，黄庭坚的道德本心思想， 与其同乡后学陆九渊的心学之说， 已经十分接近。
道德即心灵本体可见自明者，而道德的境界存在于主体与万物的联系之中 。这样看来， 道德本心之说，
与后来陆王心学的 “即心即理” “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 “心外无物” 是相当接近的了。 当然， 道
德本心与 “良知” 之说也是相通的， 而黄氏在提倡道德本心的同时， 又有万物一家说、 治心养性说。
综合这几种哲学思想，其与心学实有一种秘响旁通的关系。 同样， 黄庭坚重视学术主体的功夫， 融会
道释诸家，提出 “以圣学则莫学而非道，以俗学则莫学而非物” “若以法眼观， 无俗不真； 若以世眼
观，无真不俗” 的思想，与后来陆王之说，也有桴鼓相应之处。
① 《宋黄文节公全集·外集》 卷一八，《黄庭坚全集》，第 3 册，第 1304 页。
② 《山谷诗集注》 卷一，《黄庭坚诗集注》，第 1 册，第 78 页。
③ 《苏东坡全集》 “后集” 卷一○，中国书店 1986 年版，第 567 页。
④

脱脱等 《宋史》 卷四三四，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37 册，第 12880 页。

⑤

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 《刘克庄集笺校》 卷一○六 《黄孝迈长短句序》，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10 册，第

44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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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道德本心是由内向外阐述主体的德性 ， 那么万物一家则是由外向内来阐述德性， 并且更具
有一种本体论的性质。黄氏万物一家的思想，也形成于早期。 熙宁元年任叶县尉时所作 《何造诚作浩
然堂，陈义甚高。然颇喜度世飞升之说，筑屋饭方士， 愿乘六气游天地间。 故作浩然词二章赠之 》 就
已有所表达：
公欲轻身上紫霞，琼糜玉馔厌豪奢。 百年世路同朝菌， 九钥天关守夜叉。 霜桧左纫空白鹿，
金炉同契漫丹砂。要令心地闲如水，万物浮沉共我家。
万物浮沉共我家，清明心水遍河沙。 无钩狂象听人语， 露地白牛看月斜。 小雨呼儿艺桃李，
疏帘帏客转琵琶。尘尘三昧开门户， 不用丹田养素霞。( 《黄庭坚诗集注 》， 第 3 册， 第 759—761
页)
诗意是对何造诚招延方士、 爱好神仙之说的一种批评， 提出只要真正做到心源澄清、 不为世虑所染、
超越利害之途，就能达到万物一家的境界，无需崎岖求仙，为内外丹术。第二首中的 “无钩狂象 ” 两
句是用禅宗语，说的也是养心之法。后文所引 《庄子内篇论》 中有 “养生者谢养生， 而养其生之主 ”，
正是这两首诗所要表达的思想。 所谓 “生之主 ”， 即是心君。 “要令心地闲如水， 万物浮沉共我家 ”，
“万物浮沉共我家，清明心水遍河沙”，黄氏的万物一家思想，是以心为主体的。 心无任何挂碍， 超越
世俗利害之上，良知发露，即是本体呈现的时候。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 黄庭坚这种观点， 已经包含
心含万物的观念，已将本体从外在的理、 道， 转为主体的心灵。 所以， 离陆王心学的本体观与认识论
已经相当的近了。
黄庭坚的万物一家思想主要出于庄子 ，同时融合了儒释的一些内容。其 《赵安时字说》 云：
庄周，昔之体醇白而家万物者也。 时命缪逆， 故熙然与造物者游。 此其于礼义君臣之际， 皂
白甚明。顾俗学世师，窘束于名物，以域进退， 故筑其垣而封之于圣智之外。 彼曹何足以谈大方
之家！ ①
黄氏以庄周为万物一家思想的最先发明者 ， 批评世之俗儒只知论迹之异， 将庄子排斥在道学之外。 黄
氏早年好友黄几复深通庄学，对庄学有独特的看法。黄氏 《黄几复墓志铭》：
几复年甚少，则有意于六经， 析理入微， 能坐困老师宿儒。 方士大夫未知读庄、 老时， 几复
数为余言： 庄周虽名老氏训传，要为非得庄周，后世亦难趋入； 其斩伐俗学， 以尊黄帝、 尧、 舜、
孔子，自扬雄不足以知之。予尝问名 《消摇游 》。 几复曰： 消者如阳动而冰消， 虽耗也而不竭其
本； 摇者如舟行而水摇，虽动而不伤其内。游于世若是，唯体道者能之。常恨魏晋以来， 误随向、
郭，陷庄周于齐物。尺 与海鹏，之二虫又何知，乃能消摇游乎？ ②
受黄几复影响，黄庭坚早年也醉心于老庄之学， 诗文中使用老庄之语者， 不一而足， 具有比较浓厚的
玄言色彩。 集中有 《注老子道可道一章 》， 其解 “道可道， 非常道。 名可名， 非常名 ” 曰： “传曰：
‘神鬼神帝，先天先地。’ 自古以固存， 所谓常也。 常道、 常名， 不可道、 不可名也。” 认为可道者非
常道，可名者非常名。又解 “常无欲以观其妙， 常有欲以观其徼 ” 曰： “观道之常本无欲， 则妙矣。
以道之常随世，故常有欲也。于其有欲观之，不见全体。” 与其一贯强调的体道无欲的思想是一致的。
又解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 ” 云： “于其同则谓之玄， 于其异则谓之不玄， 此俗学者所以观
道者有三有二。”③ 俗学者因不体道而生分别， 产生有名与无名、 有欲与无欲、 玄与不玄的执着分别。
执着于无，亦如 《肇论·般若无知论》 所说 “知无 ” 而未能鉴照 “无知 ”。 其阐述庄学的主要作品为
《庄子内篇论》：
① 《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 卷二四，《黄庭坚全集》，第 2 册，第 622 页。
② 《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 卷三一，《黄庭坚全集》，第 2 册，第 835—836 页。
③ 《宋黄文节公全集·别集》 卷四，《黄庭坚全集》，第 3 册，第 1541—1542 页。

· 69·

文学遗产·二○一七年第四期

庄周内书七篇，法度甚严。彼鹍鹏之大， 鸠 之细， 均为有累于物而不能逍遥， 唯体道者乃
能逍遥耳，故作 《逍遥游》。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大块噫气， 万窍殊声， 吾是以见万物之情状。
俗学者心窥券外之有，企尚而思齐， 道之不著， 论不明也， 故作 《齐物论 》。 生生之厚动而之死
地，立于羿之彀中。其中也，因论以为命； 其不中也， 因论以为智。 养生者谢养生， 而养其生之
主，几乎无死地矣， 故作 《养生主 》。 上下四方， 古者谓之宇， 往来不穷， 古者谓之宙。 以宇观
人间，以宙观世， 而我无所依。 彼推也故去， 挽也故来， 以德业与彼有者， 而常以不材， 故作
《人间世》。有德者之验如印印泥。 射至百步， 力也， 射中百步， 巧也， 箭锋相值， 岂巧力之谓
哉！ 子得其母，不取于人而自信， 故作 《德充符 》。 族则有宗， 物则有师， 可以为众父者， 不可
以为众父父，故作 《大宗师》。尧舜出而应帝， 汤武出而应王。 彼求我以是， 与我此名， 彼俗学
者因以尘埃秕糠，据见四子，故作 《应帝王 》。 二十六篇者， 解剥斯文尔。 由庄周以来， 未见赏
音者。晚得向秀、郭象，陷庄周为齐物之书，涽涽至今，悲夫！ ①
《庄子》 内篇七篇的核心内容，就是讲人与宇宙万物的关系，也就是讲物我的关系。 类通了物我关系，
就是黄庭坚所说的体道，其宗旨实可概括为万物一家，所以他说庄周是 “昔之体醇白而家万物者”。
万物一家即是体道，黄氏在 《罗中彦字说》 中阐发的道论，也是此一思想的具体展示：
延平罗中彦问字于予，予字之曰茂衡。茂衡曰： “愿遂教之。” 黄庭坚曰： “道之在天地之间，
无有方所，万物受命焉，因谓之中。 衡称物低昂， 一世波流， 汹汹愤愤。 我无事焉， 叩之即与为
宾主，恬淡平愉，宴处而行， 四时死生之类皆得宜当， 是非中德也欤？ 惟道之极， 小大不可名，
无中无徼，以为万物之宰， 强谓之中。 知无中之中， 斯近道矣。 精金跃于炉， 曰：
耶。’ 其成果莫耶矣。人也破世俗之纠缠， 自跃于造化之炉， 曰：

‘我且必为莫

‘我且必闻道， 化工于我何有

焉？ 炉锤之柄安能御之哉！ ’” 茂衡曰： “今之言道者奚独不然？” 曰： “以圣学则莫学而非道， 以
俗学则莫学而非物。《诗》 云： ‘人知其一，不知其他。’”②
道存于万物之中，得道者谓之中。这个道与中， 仍是存在于主体与万物的关系里面。 主体的心灵能够
恬愉平淡，即上文所说的 “心源不受一尘侵” “清明心水遍河沙 ”， 则得万物之情， 称物低昂， 与之浮
沉，任化工之炉锤，无我而我存。实亦陶渊明 《神释》 诗所说的 “委运” “纵浪大化 ” 之意。 黄庭坚
又说：
古之人，能波折万物， 独见本真； 能自胜己， 然后有形有物， 皆为服役。 ( 《觉民对问字
说》) ③
事实上，万物一家的思想，所强调的是主体的意志与精神。在社会行为上则表现为重精神而轻物 ，
为己而轻外物。《宋完字说》 云：
古之言曰： 不以物挫志谓之完。 季札、 子臧不以国挫志， 泰伯、 虞仲不以天下挫志， 是以缙
绅先生于今尊之。④
这种思想落实在行为上，形成黄庭坚的一种价值取向与人格形象 。苏轼 《答黄鲁直书 》 中说， 从黄庭
坚诗文中判断其人格： “然观其文以求其为人， 必轻外物而自重者， 今之君子， 莫能用也。” “意其超
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 驭风骑气， 以与造物者游。 非独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 虽如轼之放浪自弃，
与世阔疏者，亦莫得而友。”⑤ 这里讲的黄庭坚与当世人物关系， 即黄庭坚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
① 《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 卷二○，《黄庭坚全集》，第 2 册，第 508 页。
② 《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 卷二四，《黄庭坚全集》，第 2 册，第 629 页。
③ 《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 卷二四，《黄庭坚全集》，第 2 册，第 632—633 页。
④ 《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 卷二四，《黄庭坚全集》，第 2 册，第 632 页。
⑤ 《苏东坡全集·前集》 卷二九，《答黄鲁直书一首》，中国书店 1986 年版，上册，第 3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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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可能随便依附于当世名公巨卿之流 。苏轼所说， 确实是黄庭坚的行为特点。 只是黄庭坚此种行为
风格，是有哲学的内涵，并有明确的哲学思想，即他关于万物与我之关系的一些独特认识 。

三
从以上论述已可窥见，黄庭坚以圣学、 道学为标帜的哲学思想， 是一种发源于儒家圣贤， 同时融
摄道释各家，以自我的心灵自觉为宗旨的主体德性之学， 其中体现了比较丰富的辩证思想。 圣、 道可
以说是其哲学体系中的终极性概念 。以主体而言谓之圣， 以客体而言谓之道。 尽圣则能得道， 体认并
反省道德本心，则能达到万物一家的境界。
黄氏在哲学方面，并非空谈性理，其圣学、 道学的思想， 融合三教而以经术之学为根本。 这是黄
庭坚在学术上的基本思想。黄氏文集中谈及经术者甚多， 中年以后， 稍弃玄谈， 每以沉潜于经术来勉
励学者：
闻足下饮食宴乐，出入车马， 无不在于学， 如此古人乃不难到。 更愿加求己之功， 沉潜于经
术，自印所得。根源深远，则枝叶波澜无遗恨矣。( 《答王观复》) ①
贤郎性和易，济以经术，即成佳士。( 《答黔州谭司理》) ②
今人古人，皆可师可友，能自得之者， 天下之士也。 精求经术， 又能博极群书， 此刘向、 扬
雄之学也。( 《答何静翁书》) ③
黄庭坚重视经学，其集中推崇六经之语， 不一而足。 在这方面， 他与同时理学诸家是同中有异的。 就
其同的一方面来讲， 黄庭坚与理学诸家都有尊圣的思想， 都是主张直接从圣人的经典中悟道， 所谓
“潜圣有玉音，闻道而已矣”。这也是他们提倡 “圣学” 的共同的思想基础。 另外， 他们都是提倡义理
之学，其风格与汉唐的注疏之学有所不同 。但黄庭坚并不简单地否定汉唐以来的儒学， 如他在 《论语
断篇》 中说： “ 《论语》 一书，孔子之门人亲受圣言。 虽经秦事， 编简断缺， 然而文章条理， 可疑者
少。由汉以来， 师承不绝， 比诸传记， 最有依据， 可以考六经之同异， 证诸子之是非， 学者所当尽
心。”④ 但与汉唐注疏经学之重在训诂考释不同 ，黄庭坚是以 《论语 》 为折衷经传百家之是非的衡量，
于是他提出研究经学必须求 “义理之会” 的重要思想，并认为 《论语》 也是 “义理之会”：
夫趋名者于朝，趋利者于市，观义理者于其会。《论语 》 者， 义理之会也。 凡学者之于孔氏，
有如问仁，有如问孝、 问政、 问君子者众矣。 所问非有更端， 而所对每不一。 盖圣人之于教人，
善尽其材，视其学术之弊，性习之偏，息黥补劓之功深矣。 古之言者， 天下殊途而同归， 百虑而
一致。学者傥不善于领会，恐于义理终不近也。⑤
这与程颐所说 “由经穷理” 的方法是接近的。注重义理是宋代儒学的共同特点，也是其与汉唐注疏之
学的最大不同。但黄氏论学，重在自得，并不拘拘于门户之见， 认为 “今人、 古人， 皆可师可友， 能
自得之者，天下之士也”。至于如何能得到圣人之旨、义理之会，黄庭坚提出 “尽心” 的思想方法：
近世学士大夫，知好此书者已众， 然宿学尽心， 故多自得； 晚学者因人， 故多不尽心； 不尽
其心，故使章分句解，晓析诂训，不能心通性达，终无所得。 荀卿曰： “善学者通伦类。” 盖闻一
而知一，此晚学者之病也。闻一而知二，固可以谓之善学。⑥
“尽心” 思想最早见于孟子。 《孟子 · 尽心章句上》： “尽其心者， 知其性也。 知其性则知天矣。 存其

① 《宋黄文节公全集·续集》 卷四，《黄庭坚全集》，第 4 册，第 2205 页。
② 《宋黄文节公全集·续集》 卷五，《黄庭坚全集》，第 4 册，第 2021 页。
③ 《宋黄文节公全集·外集》 卷二一，《黄庭坚全集》，第 3 册，第 1363 页。
④ ⑤⑥ 《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 卷二○，《黄庭坚全集》，第 2 册，第 5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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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① 这一思想在扬雄那里得到发挥，将尽心与潜圣结合起来。 这一点上文已
述。黄庭坚在这里将尽心作为一种经学方法来提倡 。 章句训诂是治经的基础， 但能够分解章句， 晓析
训诂，而不能用自己的心灵去体会，真正落实到思辨与心性之本， 则徒然具备一种知识， 而不能内化
为思想。所以他认为治经的关键在于心通性达。 在 《宛丘怀居士墓表 》 中， 他也提到心通性达的主
张，认为不仅经学，一切世间学问乃至百工技艺，都要心通性达，才能真正掌握：
圣人不作，道不明于天下。晚出之儒， 玩礼义之名， 而陋于知人心； 失学问之意， 而士必以
读书为选。以予考于书，犹及见古君子之论人， 虽瞽师卜祝， 下至百工之贱， 因其方术， 心通性
达，总其要归，有合于道德之序者，皆以义取而不废也。 士固有不幸而出于取人无定论之时， 挟
魁磊非常之器，而纳于流俗之绳墨，不资经义文章，终无以自昭于世者，若宛丘怀居士为近之。②
黄庭坚这里批评后世的儒学之士，徒知玩礼义之名， 停留在名物训诂与表面的概念游戏上， 不能知人
心，有失古君子论人之意。古代的瞽师卜祝、 百工之贱， 其所论虽为方术， 但因心通性达， 反而有合
于道德之序。他这里大概是指上古秦汉史策所载的巫谏 、瞽箴之流。山谷论学重道学， 以圣学为标举，
但是他并不认为只要玩礼义之名，引据或研阅儒家经典， 就是属于圣学的， 如果陋于知人心， 不能心
通性达，其学照样不能通圣与达道。相反， 如果心通性达， 那么即使瞽师卜祝、 百工之贱， 其所业所
学，也可以有合于道德之序者。 这就是他所说的 “以圣学则莫学而非道， 以俗学则莫学而非物 ”。 他
的这种思考方式，显然也受到 《庄子》 的影响，庄子经常以百工技艺来论道。 总结而言， 黄庭坚在经
学方面不立门户，无汉、宋之界，而其基本的方法， 则在于 “观义理之会” “尽心” “心通性达 ” 数
端，与当时理学派的经学主张，可以说是有同有异。
黄庭坚对圣学的辩证认识，使他摆脱了早期理学家排抵百家、 独尊儒术的狭隘之见。 从中唐到北
宋中期，儒学中的心性之论，明显地受到唐代禅宗思想的影响， 尤其是在心性本体的发现方面， 受禅
宗思维方式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但是，理学家认为佛道蔑弃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 ，陷入虚寂无为之中，
所以对于道家在揭示万物一体的自然本体以及禅宗在探索本体方面的贡献 ， 也一并地否定掉。 程颐甚
至说： “学者于释氏之说，直须如淫声美色以远之，不尔，则骎骎然入于其中矣。”③ 朱熹 《论语集注》
释 《为政第二》 “子曰： 攻乎异端， 斯害也已 ” 也说： “异端， 非圣人之道， 而别为一端， 如杨墨是
也。” “程子曰： 佛氏之言， 比之杨墨， 尤为近理， 所以其害为尤甚。 学者当如淫声美色以远之， 不
尔，则骎骎然入于其中矣。”④ 他们的看法，当然也有自己的立场， 但是不免于门户之见。 事实上， 在
宋明理学及稍后兴起之心学的发展过程中 ， 佛道的影响始终是存在的。 黄庭坚以圣学为宗旨， 立圣俗
之辨，贯通三教百家，是其与当时洛学一派的最大区别。 后来陆王心学虽也有排异端的观点， 但到底
不像程朱一派那样极端，在言论上对释道常有曲宥之处，可以说是受到了苏、黄一派思想的影响。
黄庭坚的思想追求，是以建立主体精神为主要目的的。 宋代学者对黄庭坚的人格气象与精神境界
多有赞许，如前所引苏轼论其 “轻外物而自重”，“超逸绝尘， 独立万物之表， 驭风骑气， 以与造物者
游”。这当然不无友朋过誉之意，但是山谷精神气质上追求独立品格 ，不俯仰从俗的个性，的确如苏轼
所形容的那样。这种精神品格上的独立性，是以道德原则为基础的， 其在实践上则表现为面临纷纭的
世俗事务、尤其是政治上的是非抉择时， 能够做到刚直不阿， 在个人荣辱得失、 甚至生死祸福方面，
能够做到超然物外。黄庭坚在新旧党争期间的作为，就能够证明其主体精神的实践价值 。 对于这一点，
其当代与后代的人有不少评论，其同时人李之仪之论最有代表性 ：

①

赵岐注，孙奭疏 《孟子注疏》 卷一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80 年版，下册，第 2764 页。

② 《宋黄文节公全集·外集》 卷二二，《黄庭坚全集》，第 3 册，第 1380 页。
③ 《河南程氏遗书》 卷二上，《二程集》，第 1 册，第 25 页。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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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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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圣中，诏元祐史官甚急，皆拘之畿县， 以报所问， 例悚息失据。 独鲁直随问为报， 弗随弗
惧，一时栗然，知其非儒生文士而已也。 既而得罪， 迁黔南， 徙戎， 凡五六年而后归。 辗转嘉、
眉，谒苏允明墓，上峨眉山， 礼普贤大士， 下巫峡， 访神女祠， 寓荆渚。 久之， 召为吏部郎， 辞
不拜，就假太平守。逾年方到官，才七日而罢。所至遮道迎观如李泰和， 其去也见思如文翁。 自
是屹屹宇宙间，几与三苏分路扬镳矣。呜呼！ 充之至此，可无憾于践形者也。①
所谓 “一时知其非儒生文士”，“屹屹宇宙”，及 “充之至此，可无憾于践形者”，都是强调其主体精神
所达到的境界。我们根据苏、李的这些评论， 并考察黄庭坚的生平， 可以肯定其追求主体精神及实践
理性所达到的成果。
黄庭坚的诗歌，继承了传统的情志之说，对抒情本质有自觉的体验。 这主要表现在其 “诗者， 人
之情性” 的情性说之中 ( 参见拙著 《黄庭坚诗学体系研究》) ，更表现在他对从先秦至唐宋的诗歌抒情
传统的自觉继承上。但是，黄氏对诗歌所表现的情性内涵的阐述， 是具有一种自觉的伦理立场的。 这
就是他将诗歌的创作主体阐述为 “忠信笃敬， 抱道而居， 与时乖逢， 遇物悲喜， 同床而不察， 并世而
不闻” 的有道之士，当其 “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②。这样，他的情性说就
同时包含伦理主体、抒情动机与诗歌创作的宣释功能这样几个方面 。它与 《毛诗小序 》 的情性宗旨一
脉相承，同时又适时地解决了中唐以来具有儒士性质的诗人群体在面对诗歌的抒情性与主体的伦理要
求时所产生的矛盾。而黄庭坚的圣学、道学思想，正是在这个层次上进入诗学的层面。 他在 《题王子
飞所编文后》 中说： “欲取所作诗文为 《内篇》， 其不合周孔者为 《外篇 》， 然未暇也。 他日合平生杂
草，蒐狝去半，而别为二篇，乃能终此意云。”③ 所谓合于周孔者， 也就是黄氏在圣学思想统贯下形成
的一种伦理标准。洪炎作序评论黄诗说： “其发源以治心修性为宗本，放而至于远声利、薄轩冕， 极其
致，忧国爱民，忠义之气霭然见于笔墨之外。”④ 这也是肯定其诗歌的合伦理性。 其中经学仍是主要的
部分，其称赞苏轼诗歌时说： “圣功典学形歌颂，更觉曹刘不足吞。”⑤ 但是黄庭坚并不以狭隘的伦理
标准论诗，其 “以俗为雅” 的诗歌思想，与 “以圣学则莫学而非道， 以俗学则莫学而非物 ” 的哲学思
想之间，也是相通的。可以说，黄庭坚的圣学及其道德本心、 万物一家的哲学思想体系， 也是他诗学
思想的基础。
总之，黄庭坚以圣学、道学为终极性范畴及其富于辩证色彩的圣俗之辨， 道德本心、 万物一家的
本体观，治心养性的修养论，心通性达的认识境界， 上述数者之间， 有一种络环相接的逻辑关系。 可
以说作为一个哲学家，黄氏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思想体系， 并且富于实践理性的精神。 其在两宋思想史
上的地位，值得研究者的重视。至于他的整个哲学思想体系与诗学体系、 美学体系及艺术实践之间的
对应关系，则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大课题 。
［作者简介］ 钱志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出版过专著 《黄庭坚诗学体系研究》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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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之仪 《跋山谷帖》，《姑溪居士文集》 卷三九，《姑溪居士全集》，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303 页。

② 《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 卷二五，《黄庭坚全集》，第 2 册，第 6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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