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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元理
张立文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中国先民就开始寻求智慧。如果说西方人的先祖是吃了上帝不准吃

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而有了智慧，那么，中国人是在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观鸟兽之文，以类万

物之情中有了觉悟，十字打开了心灵的混沌，激发了对智慧的渴望，开始了对智慧的追求。哲学

就是引导人们去热爱和追求智慧，智慧不是先天存有的，是人们在洪荒的“洞穴”中跳出来，从

筚路蓝缕的探赜索隐中体贴出一些观念、范畴，渐渐地豁然开朗，而有了澄明的哲学的突破，于

是哲学就把追求智慧作为自己终身的职责和义务。路漫漫兮，上下求索，这是一条荆棘载途的无

终点的路，也是一条充满惊涛骇浪之途，不管是荆棘载途，抑或惊涛骇浪，哲学的求索一代接着

一代，永无止息，永在途中。

中国的哲学

既然智慧是从“洞穴”中跃出，又从“驿站”中加油。哲学的澄明，天道酬勤似地照亮了人

【内容摘要】　依据中国哲学元理逻辑体系的天、地、人和合生生道体，中国哲学可以生发为七大原理：元亨

利贞论、体用一源论、理一分殊论、能所相资论、不离不杂论、内圣外王论、融突和合论。中

国哲学的七大原理（元理）是特定时空环境内，在世哲学家通过思维、思想所构建的，其哲学

理论思维是那个时代哲学家对人与自然、社会、人生关系的自我体认的升华；是反思人与自然、

社会、人生互相关系，超越一般性的诠释而构建的概念、范畴的逻辑；是对人与自然、社会、

人生的价值、理想、审美的再反思。这是在世哲学家理论思维所把握的那个时代的精神，也即

哲学的时代精神。中国哲学是在“继往圣之绝学”哲学理论思维成就基础上，在世哲学家在其

理论思维方式引导下的再反思、再体认，以赋予价值理想、伦理道德、审美旨趣，终极关切新

生面、新创造、新品格、新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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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通达价值理想的坦途。“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①。观察自然文饰（现象）

掌握四时的变化，考察人类社会的礼义道德以教化天下。以文明引导人们的活动，使人们的行止

符合道德文饰之美。智慧之爱的哲学从中华文明的沃土中发育、成长。然而几百年来以至现代，

究竟是哲学在中国，抑或中国的哲学，一直众说纷纭②。若以爱智慧为哲学共同的本性，那么中

西哲学就有相似性。古希腊苏格拉底孜孜不倦地寻找智慧，他认为“认识到自己的智慧真正说来

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③。换言之，认识到自己没有而去追求智慧，这便是有智慧。

亚里士多德认为“智慧就是关于某些本原和原因的科学”④。之所以有智慧，乃是因为“人都是

由于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一个爱智慧的人，也就是爱奥秘的人，奥秘由奇异构成）。如若

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那么，很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

目的”⑤。探赜哲学思考的好奇因缘和摆脱无知而去求知的目的，这便是爱智慧。人的求知的智

慧本性，就是一种哲学精神。

中国古代也是为了求知，而进行哲学思考。《释名·释言语》：“智，知也，无所不知也。”老

子说 ：“智慧出，有大伪。”⑥是对于智慧与大伪的奇异。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在现实社

会生活交往活动中，特别是诸侯国内部的争权夺利和诸侯国之间的争霸战争里，智慧与大伪往往

成为这种争权和战争的计谋和巧诈。哲学的智慧思考，正是在这种相对相关、相反相成、相生相

克奇异的冲突融合而和合中突破。如何认识智慧者与不智慧者？墨子认为 ：“夫无故富贵，面目

佼好则使之，岂必智且有慧哉。”⑦若认为这是有智慧的人，让他治国理政，必定乱家乱国，危害

社稷。有智慧的能人是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君人民，主社稷，治国家，而无失的人。

正是在这种智慧与不智慧的冲突中，激发了中国哲人对智慧的不息追求，而对哲学有突破性的思

考，从而不能否定中国的哲学。哲学是世界性、普适性的，各民族都有哲学的思考，各民族哲学

在互相沟通、对话、交流中，互借互鉴、互学互济，使世界哲学百花园更加姹紫嫣红。中国就在

于哲学在中国与中国的哲学的冲突融合中，不断开出广域的发展空间。

古希腊与中国先秦，中西哲学家都在追究哲学的基本问题 ：天地万物从哪里来的？泰勒斯认

为水是万物的本原，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一团永恒的活生生的火。巴门尼德说 ：存在只

能和存在紧接在一起，万有存在归一。德谟克里特认为世界本原是原子，柏拉图认为事物分有理

念而存在。亚里士多德认为 ：“第一实体之所以比其他事物更是实体，就在于第一实体乃是支撑

着其他一切事物的载体，其他事物或被用来表述它们，或依存于它们。”⑧这就是说古希腊哲学

家都认为世界万物本原是唯一的、第一的实体，如水、火、原子、理念等。在希伯来文化与希腊

文化融合后，基督教文化认为，天地万物、人类是由唯一的、全知全能的上帝创造的。从古希腊

到费尔巴哈都以世界本原是“一”，这种一元论哲学、第一实体哲学被戴以普世哲学本质的桂冠，

凡与此不合、相反的都被加以排斥。

中国哲学从先秦以来，关于天地万物从哪里来的回应，与西方殊异。中国主张 ：“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⑨和怎能生物？“先

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⑩。“杂”，韦昭注 ：“合也”。万物的本原是由多元的、相互矛

盾、冲突的事物杂合而成的。在融突和合过程中，各种有形相的五行是平等的，均等的，并无贵贱、

亲疏的不平等对待，这样才能实现杂合成万物的目的。杂合成万物的过程，犹如“天地氤氲，万

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⑪。天地、男女具有阴阳的性质，天、男为阳，地、女为阴，阴

阳互相矛盾冲突。天地阴阳交感密切，男女阴阳结婚构精，万物就产生了。所以韦昭注“和实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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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阴阳和而万物生”。“以同裨同”，犹如以水益水，不发生质变。《周易·革卦》认为“二女同

居”，不能生儿育女而不继。尽管中国哲学也讲水火，但与西方以水、火为一元本原不同，中国

讲多元的五行杂合化生万物，以“和实生物”化解西方一元本原论，以“同而不继”的多元形相、

无形相的相反相成解构二元对立论。中西哲学从源头上就分道扬镳而成两路向。假如以西方哲学

的路向、标准以观中国哲学，那么中国哲学便不是其所说的哲学 ；假如以中国哲学的路向、标准

以观西方哲学，是否也可以说西方哲学便不是其所说的哲学？世界是多元的，各民族爱智慧的哲

学是五彩缤纷的。我们应该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有容乃大的载物抱负。各民族哲学在互相交流、

对话中，互补互济，促使世界哲学更加充实丰厚、繁荣璀璨。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五千年文化沃土上为世界哲学贡献了老子、孔子、孟子、

庄子、墨子、荀子、董子、朱子、阳明子、王夫之等一系列伟大的哲学思想名家，中华民族有善

于奇思妙想、不断开放创新的哲学，为世界哲学增添了《周易》《诗经》《道德经》《论语》《孟子》《墨

经》《庄子》《荀子》《淮南子》《春秋繁露》《四书集注》《传习录》等一大批经典创新力作。面对

全球人工智能的挑战⑫，我们有责任弘扬中华民族追求和热爱智慧的传统，推进中国哲学的开放

创新精神，为人类文化的繁荣，为中国哲学的发展，谱写更加灿烂的篇章。

哲学的对象

为了掌握中国哲学，必须明确中国哲学的性质和对象。各民族有各民族哲学存在的形态，世

界上并不存在唯一的否定其他哲学存在形态的哲学形态，即使是某一民族的哲学形态，在其发展

的不同时期，也呈现为不同形态。以中国哲学而言，先秦时代“礼崩乐坏”，各诸侯国为争霸，

战争不断，杀人盈野，白骨遍平原，哲学思议的标的是追求一个没有杀人、没有战争的和平、安

定、统一的生存世界，追求“道德之意”成为其主要哲学形态 ；两汉时期，国家统一，为长治久安，

哲学思议的是追究人之所以生存的根据，回应人为什么生存的天人相应及其互相制约的话题，追

求“天人感应”成为其主要哲学形态 ；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集团之间斗争不息，人的生命朝不

保夕，往往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为回应人为什么活着，人活着有没有意义，以什么样式实现

人生价值，能否实现人生价值，思议“有无之辩”成为其主要哲学形态 ；隋唐时期儒、释、道三

教互相冲突、融合，人们思议人生从何来、死到何处去的灵魂安顿、终极关切话题，追究“性命

之原”成为其主要哲学形态 ；宋元明清时期，面对唐末藩镇割据和五代动乱，伦理道德遭严重破

坏，价值理想沦丧，其宗旨是构建人格理想的超凡入圣，社会价值理想的为万世开太平的安身立命、

精神家园问题，因而追究“理气心性”成为其主要哲学形态。

时代的变迁，人文语境的转换，不同哲学家所面对的矛盾冲突不同，要求化解时代冲突的问

题差分，体现时代精神的哲学形态亦殊异。尽管中国哲学包含各不相同的哲学形态，以及哲学家

所化解的众多问题和其诸多学说，但中国哲学总归是中国哲学，有其共同性，各不同时期的不同

哲学形态构成整体的逻辑结构，并构成系统的中国哲学史。哲学史必须有主心骨，这个主心骨就

是中国哲学自己讲、讲中国自己的故事。依据各个时期哲学故事的问题、特点，以探赜索隐其共

同的本质话题，这就不得不度越各时期各哲学形态与其学说的殊相，而探求其共相，这个共相即

是中国哲学之体，或名之曰道体。道是中国哲学最普遍的概念、范畴。由此，可以推致中国哲学

可定义为是对于自然、社会、人生之道的体贴与名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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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道。《吕氏春秋》载 ：孟春之月，天象为“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气数为“天

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繁动”⑬。天象、气数为自然现象，是可见可感可知的迹，

其所以迹便是道的道。以迹为道，所以迹的道是象数之上之后不可见、不可感知的形而上者。“道

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⑭太一是所以迹的迹，道的道，是自然

之道的象数终极根据。

社会之道。张载讲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 ；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 ；

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⑮这是中国宗法社会的迹或道，迹之所以迹，道之

所以道，是乃“太和所谓道”的太和。语道者知此，谓之知道，即知其根本道理和道德原则。

人生之道。人生是指人的生命、命运、生活。生命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的形式，命运是人

所以为人的存在的一种状态，生活是人所以为人存在的一种内容和条件。生命诚可贵，水火、草木、

禽兽有气有生有知，唯人除此外，又有义，故人为贵。命是一种必然性。“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命是人自己不能把握的异己力量，或无可奈何的必然趋势。运是指偶然性的时运、机运、机遇。

它是人的生命在创造和赖以存在的情境的互动中所构成的一种生命状态和生命历程的智慧 ；人应

如何生活，要立己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我爱人人，人人爱我。“夫仁者，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⑯要和谐相处，和而不同 ；要诚实守信，“言忠信，行笃敬”；要

严于律己，正心诚意，把人导向明德至善的道路，实现其快乐幸福的价值理想。

道的道，迹的迹，然的然，即言之，万物现象的所以现象者，道的所以道者。陆九渊认为，“形

而上者谓之道，又曰一阴一阳谓之道，一阴一阳，已是形而上者。”⑰意谓，一阴一阳即是形而上

之道。朱熹与之辩曰 ：一阴一阳仍是形而下者，是形迹的道，而所以一阴一阳者，才是形而上者，

即形迹的所以形迹的道，为道的道。朱熹称为道体。“至于《大传》既曰形而上者谓之道矣，而

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此岂真以阴阳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见一阴一阳虽属形器，然其所以一阴

一阳者，是乃道体之所为也。”⑱道体为所以一阴一阳的道。这是由《周易·系辞》关于“形而上

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而展开的辩论。这个辩论关系所以形而下者的形而上者，即形而下

者存在的根源或根据。

道的道，器的道，朱熹认为，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即道与器的关系。“凡有形有象者，

皆器也 ；其所以为是器之理者，则道也。”⑲陆九渊则明确表示以阴阳为形器，而不得为道，此

尤不敢同意。朱熹认为，若以阴阳为道，就混淆了形而上的道和形而下的器，两者不分别，正

如不辨然与所以然的关系。然者形器，所以然者为形器之所以存在的根据，为器之道。陆九渊

之所以以然为所以然，是出于其先立其本心的哲学理论思维逻辑理路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

是宇宙”。⑳宇宙中万事万物即是吾心，吾心外无另有宇宙的存在。换言之，在吾心之外不存在

使吾心得以存在的根据，即吾心为然的所以然者，吾心即然即所以然，即形而上，即形而下，

这是陆九渊心体学的哲学思辨。

道的道，体与用。道体与道用是指本体与作用，或主体与功用。道体相对于主体之外的数量、

性质、关系、信息、联网的现象的作用，而这现象作用背后的形而上之体，是内在的、根源的、

根本的，是现象之所本，作用的根据 ；用指在一定环境条件下产生的表现形式，是外在的，它附

丽于体，无体就无所谓用。体是内藏的，看不见，摸不着，用看得见、摸得着。体是道的道，是

所以然者，用是道之用，是然者、形而下的形器。

自然、社会、人生之道，是自然现象的终极根据，社会的根本道理和道德规范，是人生止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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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善的道路。道的道，是形而下的存在的根据，是形而上。是形器的然者，以所以然之道为根源，

道用的活水是道体的流出。然形而下与形而上，有形相的器与无形相的道，道体与道用，是不同

有异的、冲突矛盾的，虽不杂又不离，不杂是由于事物都具有个性，构成天地万物的多样性、复

杂性，不离体现万事万物的相关性、依存性，即无然也就无所谓所以然，无形而下无所谓形而上，

这便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至微者，理也 ；至著者，象也”㉑。“体用自殊，安得不为

二乎。”㉒体用非一为二。就体说，寂然不动 ；就用言，感而遂通。朱熹以体为体质、骨子、所当

然的道理。所谓体用一源，是体用互渗、互涵，即体而用在其中 ；有体无用，体为死物 ；体用无定，

相互转化。自然、社会、人生的道的道，在一定的时空中，犹如迹与所以迹，然与所以然，体与

所以体的关系。

道的道的体贴，是指对道的道细心体会、体悟、反思。程颢说 ：“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

却是自家体贴出来。”㉓天理是他自己体察领会出来的，这一体贴落实了隋唐以来儒、释、道三教

“兼容并蓄”的文化思想整合的方法，建构了沿袭至近现代的理学理论体系。程颢其弟程颐在《明

道先生墓表》中评价说 ：“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

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㉔《宋史·道学传》认为，孟子死后，释道盛行，

孔孟之道不行，学不传，程颢得圣人“不传之学”，行“圣人之道”，使其大明于世，成为继往圣

之绝学者，因而朱熹赞说 ：“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学于孔孟既没、千载不传之后，可谓盛矣。”㉕程

颢的体贴，开启了中国传统儒学新观念、新思维、新方法，转换了隋唐五代以来佛盛儒衰的态势，

改变了伦理道德沦丧、价值理想迷惘的格局，高扬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

道统，以抗衡佛教的法统，并将中国哲学思想推至高峰。

“名字体系”。名是中国哲学中“名实之辩”的名，“名”为“自命”，为天地万物的命名，是

思维自由的创造，与“实”相符，若不符，需“正名”。名一般是指模拟实相的称谓，是主体对

于认知对象性质、内涵的判断词，相当于现代的概念、范畴。《墨辨》《荀子·正名》均以“循名

责实”“制名以指实”为思维原则，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

为宗旨，对诸家概念、范畴进行分析研究，综核名实，以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并将概念、范畴的

内涵和外延的大小深浅分别表达为达、类、私和共名、别名等不同层次，揭示了概念、范畴内在

矛盾运动的规则。对概念、范畴的“名”的意义的解释称谓“字”。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是

以六书理论系统地分析字形、解释字义的字典，集汉代学者对文字形音义研究之大成，开以“字”

赋“义”之始，影响深远。宋元明清时，一些学者对概念、范畴的意义加以解释，称为“字义”。

朱熹弟子程瑞蒙撰《性理字训》，他据《四书》《四书章句集注》，对 30 个概念范畴的意义加以解

释。而陈淳撰《北溪字义》，对 26 个概念、范畴的字义内涵予以诠释。戴震撰《孟子字义疏证》，

他选择宋明理学中最重要的 8 条概念、范畴的意义追根溯源、条分缕析、诠释精详。由此可知“名

字”体系，是指哲学概念、范畴意义所构建的理论思维体系。

程、陈、戴三人的字训、字义开拓性、创新性地把握中国哲学概念、范畴，构成系统的中国的

哲学，而非蔡元培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所说的《天下篇》《六家要旨》都是平行的，中国

哲学要编成系统，只能依傍西方。《四书字义》等已为中国哲学开筚路蓝缕之道，致开物成务之功。

明代胡荣说 ：《北溪字义》“究极根源，推明物理，由一本而万殊，合万殊而一本，毫分缕析，脉络

分明……而道之体用，学之始终，因是而可明也”。㉖纲举目张，遍布周密，俾览者源流本末了如指

掌，灿如列眉，窥其大义。已避免“平行”之弊，而成系统的哲学著作，其本身就是一种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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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架构

中国哲学是人对自然、社会、人生关系、意义的总体理解和把握，是和合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人与人、人的心灵和文明之间的智慧，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智慧，是发现人生意义、

心灵崇高、为万世开太平的智慧。中国哲学在五千年中华文明沃土上生长、发育，是在绍承往圣

哲学智慧创造中迈步，在反思思想的思想中觉醒。这里所说的总体理解和把握，是指对人与自然、

社会、人生关系的系统化、体系化、所适化、创新化的哲学理论思维形态，它是在全球化信息智

能时代回应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之间的冲突而造成生态、人文、道德、精神、价

值危机的化解之道的中国方案，是中华民族以“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的胸怀，“仁民爱物”“民胞

物与”的心境，以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精神，追求大同世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和合天下。

中国哲学是中华文明的魂和根、体与本。民族的灵魂，是中华民族之所以能披荆斩棘，迈过

一个个难关，而生生不息，永继未来的生命力。无灵魂的民族是无生命的死亡的民族 ；中华民族

哲学根深叶茂，不怕风吹雨打，青春万世。若腹空根底浅，墙头草，两面倒，是主体性沦丧的民族 ；

体魄铮铮的中华民族哲学，是各民族互亲互敬、互鉴互学、团结和谐的凝聚力所在。中国哲学是

中华文明的根本和核心，是国内外炎黄子孙慎终追远、认祖归宗、落叶归根的向心力、亲和力的

所在。中国哲学作为中华文明的魂和根、体与本，它统摄各民族文化，被尊崇为人文信仰体系。

中国哲学作为中华民族人文信仰体系，它与时代精神须臾不离，离则无所谓中国哲学。如果

说西方哲学是从古希腊神话中演变而来，那么，中国哲学是从占卜中逐渐升华度越而来。中国殷

周之时，人民对于外在自然世界的水旱灾害和内在体质与精神世界的前世、现世、来世以及生老

病死既不理解，亦无力抗拒。于是便萌生了这样一种观念，似乎人的思维、观念、精神、感觉不

是人自身的活动，而是一种神秘的先天地寓于这个身体中而人死后离开肉体的灵魂的活动，便以

为人世间的一切事情冥冥中受一种异己的超自然力量、“天”“上帝”的控制和支配。于是凡国家

大事、封侯建城、年成丰歉、战争胜败、官吏任免都要通过占卜这一媒体，祈求“上帝”“天”，

以示吉凶休咎，以使人世的行为活动遵循天意，人们把上古以来大量的卜筮所记录下来的内容，

加以分析整理而编纂为《周易》。

颛顼的宗教改革，转“巫术文化”（鬼巫文化）为“绝地天通”，开启哲学突破前阶段。周公

损益夏商礼乐，完成“制礼作乐”，以人文的礼乐文化替代巫术文化。如果说殷人尊神，率民以

事神的话，那么，周人尊礼，事鬼敬神而远之，凸显了中华文明的价值导向、价值判断、追求目

标的转变。尽管殷周占筮、祭祀活动，均具有沟通神人关系的意义，但两者之别在于 ：殷人主旨

是求神保佑和执行神旨，周人则为维护礼乐，加强宗族间的亲和力、团聚力，执行“以德配天”，

“敬德保民”，以能祈天永命。这体现在宗教信仰改革上，天、上帝不再为某一宗族的保护神，而

是万民的保护神，使天、上帝既具有度越的神性，又具有关怀民的人性，神性与人性得以融突和合，

这是《周易》之功。

中华民族的哲学是在天、君、民互动融合的理性价值的统摄中起步，而非神人对立中起始。

由天、君、民而推致对于自然、社会、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追求，它是由自我人生的修身明德的

理性体认，而推向对社会的敬德保民的意义世界的理性认知，再推向对平天下的自然宇宙可能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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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理解。作为中华哲学源头活水的“六经”之一的《易经》，尽管是卜筮之书，但是它是有关自然、

社会、人生各方面的百科全书式的经典文献。㉗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诸侯争霸，战事频繁，

杀人盈野，血流成河，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东周联邦式的中央政府的权威旁落，各诸侯国为富国

强兵，争当霸主，而寻找指导思想与理论根据，给思想、哲学创造的个性化、自由化营造了互相

争鸣、百花齐放的空间，也激发出百家争鸣的哲学火花。道家自然无为，尊阴贵柔 ；儒家自强不息，

尊阳贵刚 ；墨家兼爱交利，尚贤非攻 ；法家严刑峻法，以吏为师。各美其美，美美融突。各造思想，

以利邦国。有形式如散文诗的《道德经》，有答问如箴言式的《论语》，有记录如言行式的《墨子》，

有智慧如谋胜计的《孙子兵法》，有海阔天空、寓言想象式的《庄子》，有不忍人之心的四德四端

的《孟子》等。在创造哲学思想自主度、自由度高涨的潮流中，为“六经”做诠释（传）的风气

也随之兴起。于是出现了《易经》六十四卦排序有异而文本基本相同的文本，以及诸家对《易经》

不同诠释的“传”的出现。㉘通行本《易传》（十翼）据作者考证为春秋至战国时的非一人一时

之作㉙，马王堆帛书《易传》的时代与作者和今本（通行本）同。㉚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说 ：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朱熹注 ：“学易则明乎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

故可以无大过。”㉛司马迁载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

三绝”。㉜孔子五十而学易和司马迁说孔子作《易传》，是可信的。然既《易传》非一人一时之作，

《周易·春官·太卜》载 ：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周

易》以乾卦为首卦，开启儒家思想，《连山》以艮卦为首卦，开启墨家思想 ；《归藏》以坤卦为首卦，

开启道家思想。㉝《易传》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援道、墨、阴阳等家思想入传的集成者。

作为中国哲学源头的《周易》（包括《易经》《易传》），之所以为诸家思想的集成者，是因为

它为当时所面临的社会冲突与危机提出了化解之道。它以“厚德载物”和“各正性命，保合太和”，

化解东周王朝与各诸侯国之间冲突而产生离散的危机 ；以“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

下和平”㉞，化解各诸侯国之间大小、强弱、贫富之间冲突而产生战争的危机 ；以“君子以反身修德”，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㉟，化解人与人、家与家、

国与国之间冲突而产生的道德危机 ；以“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

敬义立而德不孤”㊱，“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化解“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礼崩乐坏的危机 ；

以“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㊲，化解价值理想失落，终极关

切迷惘的危机。

《周易》在化解五大冲突和危机中提出了精准的方案，体现了卓越的智慧和时代精神，在绍

承“六经”，批判地吸收先秦诸子思想中，以“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㊳

为思想指导，构建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㊴的哲学理论思维体系。作为中国哲

学源头，《易》之为书，广大悉备，有天道、人道、地道。这是“穷理尽性”“和顺道德”和“顺

性命之理”而构建的，“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㊵，以

道统摄天地人。并以概念、范畴、命题的形式构成中国哲学元理的整体逻辑体系（见图 1）。

中国哲学尽管各家各派殊途、百虑，但面对时代共同的冲突与危机的化解课题，而形成了作

为同归和一致哲学思潮的天地人的道论。作为中国哲学思想理论思维源头的《周易》，其活水随

着《周易》成为“六经”之首和影响不断钩深致远，不仅儒释道各家据以发挥自己的思想观点，

而且历史上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宗教家、堪舆家以“六经注我”的形式构建自己的思想

体系。春秋时，《周易》曾作为卜筮书而流传。《左传》载 ：“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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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筮之。”㊷《左传》《国语》共引用、论述《周易》二十二处，其中有二条今本《周易》不见。《论

语·子路篇》载，孔子引用《恒》卦九三爻辞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易传》以义理诠释《周易》，

使之哲理化。荀子《非相篇》引用《周易·坤卦·六四爻辞》：“括囊，无咎无誉”，以批评“腐儒”；

《大略篇》曰 ：“《易》之《咸》，见夫妇。”《咸》卦辞曰 ：“咸。亨，利贞，取女吉。”朱熹注 ：“艮

以少男下于兑之少女，男先于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时，故其卦为咸，其占亨而利正，取女则 

吉。”㊸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解《易》。《庄子·天下篇》曰 ：“《易》以道阴阳。”然《易经》中并

无阴阳连用，《易传》讲阴阳而连用，《天下篇》作者可能已见《易传》。㊹

秦汉时，秦始皇焚书，《周易》被作为卜筮之书而未遭焚。秦统一六国，建立了君相互治的

中央统一政权，在思想上要求“一道德”，以服务于一统天下的需要。汉武帝采纳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的建议，被认为是儒学化的《易传》，唯变所适地将《易经》与《易传》合编为《周易》，

独尊儒术使孔子地位的提高，是时以《易传》为孔子所作，合编以后的《周易》被认为是“大道

之源”，扬雄赞之为“六经之大莫如《易》”。并模仿《周易》作《太玄》，企图构建包罗天道、

地道、人道广大悉备的系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汉书·艺文志》及《儒林传》都载有孔子

传《易》的谱系。大致有三系 ：由田何而施仇、孟喜、梁丘贺 ；由焦赣而京房 ；由费直而郑玄、

荀爽。《易》学各派各有所本和发扬，凡用以解释天文、地理、人事、政治等自然现象和社会现

象，与具体学科相结合，而得以广泛流传 ；凡被立于学官，成为官方经典 ；凡以文字、音韵、训

诂解《易》。汉兴，诸儒颇修艺文，“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

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㊺其烦琐之弊正如皮锡瑞在

《经学历史》中所说 ：“如干既分枝，枝又分枝，枝叶繁滋，浸失其本”。使《易》学发展陷于危机。

郑玄“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㊻。对于章句之弊有所改正，对魏晋易学研究

有所影响。

魏晋时期，《周易》哲学的研究不因王朝更替而存亡，它像不舍昼夜流动的哲学长河，恒续

图 1　中国哲学元理逻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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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地涌动。汉代“独尊儒术”的经学逐渐丧失了其协调、维护社会安定、百姓安身立命的功能，

以及终极关切、凝聚心灵的信仰作用，而私学的兴起，构成对经学、官学的挑战，其烦琐的名物

训诂已不符合名士、太学生“浮华”交会、议论朝政、臧否人物、诸子学复兴的潮流。于是由罢

黜百家而转为儒道融突和合，由名物训诂转为思辨的“辨名析理”㊼。王弼以秋风扫落叶的气势，

力排汉《易》，标新立异，开义理解《易》之风。他以“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㊽的理论，以

简代繁，重义理而不拘泥于象数。并以老、庄解《易》，附会六十四卦经、传，实乃发挥玄理，使《周易》

玄学化。入南北朝，《易》学分南北，南学取王弼，北学取郑玄。梁陈时，郑玄、王弼两家注易，

均“列于国学”。

隋唐时，王弼《易》学盛行，郑玄《易》寝微。孔颖达继承王弼的义理之学，采王弼和韩康

伯注，作《周易正义》，成为当时官方定本，影响广远，《正义卷首》概论以贵无思想释《易》之

三名，以有从无出释《易》之三义，及释重卦之人、三代易名、卦爻辞作者、夫子十翼、传易之

人等问题。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博采众议，保存了一些汉《易》的注释，其价值不可忽视。史

徵的《周易口诀义》和郭京的《周易举正》诠释王弼的《周易注》与《略例》。如果说孔颖达的《正

义》宗王弼的义理，那么，李鼎祚《周易集解》宗汉易之象数。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自序》：“汉

学寝微，于是梓州李君鼎祚恐逸象就湮，乘其时古训未散，取子夏以下三十余家，成《集解》一书，

表章汉学，俾古人象数之说，得以绵延至今弗绝。”㊾王弼《易》学既盛，汉《易》遂亡，后世能

考见画卦的本旨，实有赖于此书。

自汉以来，《易》学就有与释、道相融合的趋势，汉魏伯阳作《参同契》，以明修丹之决。《云

笈七签》曰 ：“其说如似解释《周易》，其实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并借纳甲之法，言坎离水

火、龙虎、铝汞之要，以阴阳、五行、昏旦、时刻为进退持行之候，便是易道合流。是时佛教盛

行，建宗立派，李通玄和澄观以《易》合于华严，《易》象所指“艮为文殊，震为贤首，兑为观音”。

将“有往有复名修菩萨道”与《复》《泰》两卦消息相契合。《易》之二十四向、八卦方位图等，

用于华严之境。《易》象既可与华严法界合观，亦可“共契玄宗”，以会通三教之妙，体现了唐代

兼容并蓄的时代精神。

宋明之时无一位思想家、哲学家不重《周易》、不研究《周易》。其形上智慧、逻辑结构、思

维方法、性命之理、变通之道、日新之德、太极之极、阴阳之变，无不取法于《周易》。宋代在

唐末五代动乱后，急需恢复“道统”，重建伦理道德和价值理想。宋明理学家落实了隋唐以来儒

释道三教兼容并蓄的文化整合方法，他们出入佛道，尽究其说，对于儒释道三教的哲学理论思维

的概念、范畴研究精详。宋代《易》学大体呈现为一为象数学派（与图书学派合），一为理义学派。

五代宋初的陈抟著《易龙图序》《先天方圆图》《正易心法注》等。㊿后周敦颐讲象，作《太极图》，

邵雍讲数，主先天学，周邵为象数学 ；张载、二程为义理学派。在北宋“庆历革新”中李觏《易

论》十三篇和《删定易图序论》，以《周易》非卜筮之作，而重人伦教化，以阴阳二气解八卦之义。

欧阳修著《易童子问》发挥《彖》《象》思想，以其为孔子所作，其他《系辞》《文言》等传皆非

孔子所作。周敦颐撰《太极图说》《通书》。《太极图说》融合天道与人道，形上与形下，叙无极

到成男成女的整体逻辑演化过程。《通书》主要诠释《易传》，以叙述自己的观点，使其理学化、

象数化。邵雍撰《皇极经世》内外篇，以释《周易》原理，并撰八卦和六十四卦次序图、方位图，

及先天、后天之学。

如果说，周敦颐被认为是理学宗主，则张载与二程则被认为是理学奠基者。张载著《横渠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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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以阴阳二气诠释易理，建立以气为核心话题的哲学理论思维体系，而不与佛、老混然一涂。

气的内涵与特性是“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顾聚散、出入、形不形，

能推本所从来，则深于《易》者也”。 是乃发挥“保合太和”的“太和所谓道”，即阴阳所以变

易的气道。张载主气体论，程颐主理体论，两者观点有异，故对《周易》诠释亦殊。程颐撰《易

传》。朱熹评说 ：“已前解易，多只说象数。自程门以后，人方都作道理说了。” 以义理解易，尽

万物之理。他否定了张载以气为形而上的核心话题。“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

者。形而上者则是密也。” “密”指道体或理体。构建以理为核心话题的哲学理论思维体系，

是以《易》学为主旨而铺陈的。也就是他通过分析辨识理与象关系，否定王弼“得意忘象”和邵

雍的数生象说，而提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命题。“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

显微无间。” 理是隐藏的，因而至微，象是显现，因而至著。隐藏的理体通过显现的象用来表现

自己的存在，两者融合为“体用一源”，而成为中国哲学的重要原理之一。

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亦是《易》学集大成者。他著《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并在《周易本义》

书前附有《河图图》、《洛书图》、伏羲和文王八卦次序图、方位图，及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与方

位图等九图。朱熹以义理思维方法为指导，融突义理学派、象数学派、图书学派，而总其成。他

认为《易经》为卜筮之书，其作《本义》和《启蒙》的目的，就在于据实而求其本义。“所喻读《易》

甚善，此书本为卜筮而作，其言皆依象数，以断吉凶。” 这是治易的出发点，若对其本义无认知，

治易会走入迷途。他认为阴阳不离不杂，相分相合，然阴阳只是阴阳，所以阴阳者，道也。形而

上之道即为太极。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阴阳、五行、万物根于太极、理，又寓于阴阳、

五行、万物之中。朱熹以理、太极、道，其本身是不动的，因为它是万事万物之所以然的形而上

者，但蕴涵形而下动静的理。他对《周易》字义的解读与汉人异。《乾·卦辞》：“元亨利贞。”《子

夏传》曰 ：“元，始也 ；亨，通也 ；利，和也，贞，正也。”《本义》训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

贞正而固也。而依其理学思想来诠释。

陆九渊无易学专著，只在《杂著》中有《易说》一篇，他以心体学解《易》：“道塞宇宙，非

有所隐遁，在天曰阴阳，在地曰柔刚，在人曰仁义。故仁义者，人之本心也。” 道充塞宇宙，宇

宙即是吾心，本心是我所固有的，非外铄的，心即理。主张“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即是道，

而非程颐、朱熹讲，所以阴阳者，道也。因此在理气、道器、动静等关系上，与程朱异。王守仁

发扬陆九渊心即理思想，他虽无易学专著，但在被贬贵州龙场驿后，在万山丛中与蛇虺魍魉蛊毒

居，夜中忽悟格物致知之旨，“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

之言以证之，莫不吻合。” 《五经臆说十三条》第一条“元年春王正月”，以元为始，引《易》“大

哉乾元，天之始，至哉坤元，地之始也”。天下一国之元在王与君，元在天为生物之仁，在人为心，

心生而有用止于君与国，强调心的主导作用。第四条引《易》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

而天下和平” 。第五条，释《恒》卦辞 ：“恒所以亨而无咎，而必利于贞者，非恒之外复有所谓

贞也，久于其道而已。” 他并不否定象，“恒之为卦，上震为雷，下巽为风，雷动风行，簸扬奋厉，

翕张交作，若天下之至变也。而所以为风为雷者 , 则有一定而不可易之理 , 是乃天下之至恒也。”

以象释恒，激励人在酬酢万变中，要卓然自立，体悟雷风为恒之象，常久而不已。第六条释《遯》

卦，“阴渐长而阳退遯也。《彖》言得此卦者，能遯而退避则亨”。 之所以在阳消之时尚能亨，是

因为四阳尚盛，九五居尊位，然六二处下位应五，君子在位，小人新进，尚能顺应于君子，未敢

放肆，这显然隐喻时势。第七、八条释《晋》卦的彖、象。《彖》曰 ：“晋，进也。明出地上。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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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进而上行。”《象》曰 ：“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阳明释曰 ：“明出地上，晋，君

子以自昭明德。日之体本无不明也。故谓大明……心之德本无不明也，故谓之明德，有时而不明

者，蔽于私也。去其私，无不明矣。” 人要自己觉解，去私之弊，以正自守，则可以获吉利。《五

经臆说》是假借释《周易》而针砭时政之弊，以明心德的良知。陆王以心体学解易，而与程朱以

理体学解易相对。

王夫之承张载的气体学而集其大成，与程朱、陆王鼎足而三。王夫之有关《周易》的专著有 ：

《周易考异》《周易稗疏》《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周易大象解》《周易内传发例》等，既有对《周易》

经传文字的校刊和训诂，更有对《周易》经传据其理学气体学的观点所作的卓越解读。《周易内传》

既不同意朱熹以《周易》为卜筮之书的观点，也不赞成陆王的以心体论解易，而以张载气体论为

正学。 不仅总结以往易学哲学，并构建了自己的哲学理论思维体系。他以“乾坤并建以为大始”，

乾坤无主辅、先后之别，乾坤为体，其他六十二卦为用。并将体用关系，作为诠释《周易》的出

发点。他认为舍体无用，舍用无体。道器交与为体，而非程朱将其作上下、本末、体用、虚实之别，

“道以阴阳为体，阴阳以道为体，交与为体” 。道器相涵相因，道中有器，器中有道，犹“体用

相涵者也……体以致用，用以备体” 。犹如性以发情，情以完性，道中有器，器中有道。形而

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王夫之不同意程朱、陆王的解释，认为是有形象与无形体的分别，唯有气

能融合有无、虚实。形而上之气能寓于形而下的形器之中。他认为“太极”是气的一种存在状态，

是阴阳之气、有极无极、有始有生与无始无生的融突和合 ，圆融无碍。由道器关系而推致理气

关系，理气交充互涵。“夫理以充气，而气以充理。理气交充而互相扶持” 。理气相依，互相为体。

王夫之《易》学，在批判总结以往易学思想中，对中国哲学中的概念、范畴都有论述诠释。

《周易》以源头言为卜筮之书。在百家争鸣中，敞开胸怀吸收各家思想而义理化、哲思化，

被超拔为哲学思维之书。以活水言，在焚书中逃过一劫，顺流而下，凡成为六经之首，凡成为士

子们科考的教科书，凡作为堪舆风水、算命之书，凡被作为儒释道三教融合的经典，凡成为被中

国几乎所有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吮吸乳质的营养品，凡被作为追求哲学智慧、价值理想、终

极关切的资源。因此，在其每一流经的途中，都在探赜索隐而十字打开，海纳百川，在钩深致远

中有容乃大。《周易》成为广大悉备的中国哲学的缩本。所以中国哲学元理，以《周易》天、地、

人三道为元，考究思议、反思智慧，化解形上迷失、价值失落、原理缺失。以文化自信、哲学自信、

话语自信和爱智的激情构建中国哲学元理（或曰原理），以澄明中国的哲学，展现了人类哲学理

论思维生生不息的逻辑。

哲学的原理

哲学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虽有人将其视为玄之又玄、奥妙之门的玄虚，但它是“心善

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的追求宇宙奥妙的深思，探讨社会矛盾的化解，

寻找人生意义的渴望，求索人类言行的诚信，关切全球治理的美美与共。这就是爱智之所以爱的

哲学。

要把爱智的爱转化为中国哲学元理的建构，却是一种愿景，但对于中国的哲学有激情又热爱

的人们，总期盼化哲学在中国为中国的哲学，为此中国学人在近代以来不断为之付出汗水和心血，

撰写了丰富多彩的论著。自从各大学哲学系（院）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改为中国哲学教研室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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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为什么要改、改的意义何在、它将引向哪里等问题展开了诸多讨论。在我的思想里总是放

不下、甩不开这些问题。然而要构建中国哲学原理，这不仅经纬万端，而且荆棘载途。这就要以

平常心、清静心从学问思辨笃行做起，也要有不息心、载物心从打破砂锅问到底起始。于是我全面、

系统梳理、分析、诠释中国哲学概念、范畴，撰写了《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人道篇）》，

并从概念、范畴的互相联系中，揭示其逻辑结构，阐述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演变规律、中介环节、

性质特点、思维方式、文化背景，对中国有没有自己独特的哲学思维，别具风格的哲学概念、范畴，

严整的哲学概念、范畴的逻辑力量和逻辑体系等问题，作出了恰切的回应。

在此基础性的平台上，随着社会发展的乌飞兔走，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人文语

境都为道屡迁，特别是对作为中国哲学创新标志的三大“游戏规则” 的发现、和合学哲学理论

思维体系的建构，提升了中国哲学“自己讲、讲自己”的自觉、自尊和自信，度越了“照着讲”“接

着讲”“对着讲”，而按照中国哲学自己的特性、品格、神韵、思维的实际，自己讲自己中国的哲学，

这是中国哲学自己解放自己的觉醒。“讲自己”就是中国哲学自己讲述自己对时代精神核心话题

的体贴，讲述中国哲学自己对“话题本身”的重新发现，讲述中国哲学自己对每个时代所面临的

错综复杂冲突危机的艺术化解，讲述中国哲学自己对安身立命、价值理想和精神家园的至诚追求，

这是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箴言“认识你自己”的逻辑延伸。这就应直面中国哲学的自然、社会、

生命智慧的“本来面目”，澄明中国哲学理论思维的创生。

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爱智的觉解中，中国哲学的创生始终在生生不息的途中。先秦元创期的

“道德之意”的话题，是祈求一个没有战争杀人的和平、安定、统一的生存世界 ；秦汉奠基期的“天

人相应”话题，是追究人之所以生存的根源、根据，回应人为什么生存的天人感应及其互相制约 ；

魏晋发展期的“有无之辩”话题，是回应人为什么活着，以什么样式实现人生价值和意义 ；隋唐

深化期的“性情之原”话题，是追究人生从何来，死到何处去的灵魂安顿、终极关切问题 ；宋元

明清造极期的“理气心性”话题，为回应精神迷失、道德沦丧、价值失落、理想危机，其宗旨是

构建人格理想的超凡入圣，社会价值理想的为万世开太平，营造安身立命的温馨的精神家园。在

和合学思想指导下，我撰写了《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全面系统、深入体贴、言尽其意地梳理、

诠释了中国哲学思潮的伟大成就。

由两本“发展史”和系列哲学家哲学思想的研究，我对中国哲学有了一点肤浅的体贴和觉解，

这刺激了我撰写中国爱智哲学的尝试。由于无前人可借鉴的研究成果，我便依据中国哲学元理逻

辑体系的天、地、人和合生生道体，而发为中国哲学七大原理 ：元亨利贞论、体用一源论、理一

分殊论、能所相资论、不离不杂论、内圣外王论、融突和合论。

元亨利贞论。天地万物从哪里来的，如何来的？有形相的与无形相如何存在？作为外延最大、

内涵最稀的存在是一个最抽象也最空疏的概念 。然天地万物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

具有某种规定性的内容与形式的存在。这种特定性、特殊性的存在存在于无规定性、普遍性之中。

元亨利贞，元为元始、创生的意思 ；亨为通，通达 ；利为适宜，和谐有利 ；贞为正而坚固。朱

熹认为，元亨利贞是天地万物从生物之始到生物之成的发展过程，亦是自然界春夏秋冬四时演化，

于伦理道德为仁礼义智四德。它是众善之长、众美所会、得其分之和，众事之干。回应天地万物

如何来，其存在有形相、无形相的内涵、形式，于无规定性而具规定性。元亨利贞是既度越又内

在的规定性。

体用一源论。在中国哲学逻辑结构中，体用范畴是为虚体范畴，它是无规定的规定性，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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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的原理公式有某些相似之处，只要把其他中国哲学概念、范畴代入体用范畴，就可由体用范

畴已有的规定性，而推演出诸范畴的规定性，它犹如联通各纽结（网点）或分子的化学键，把诸

多范畴按一定哲学体系的内在逻辑，排列成一定的逻辑结构系统。以其演变的历程而言，体用从

单一概念到有分有合，再到体用一源。在中国哲学逻辑结构系统中，体用是本质与现象、本体与

作用、实体与属性的融突和合，而达“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至著的象和至微的理，至微之体

与至著的用，是即微即著，即体即用，无有间隔。

理一分殊论。中国人善于问天问地，沿着“天地之上为何物”的思维理路，追寻自然、社会、

人生现象背后的那个“物”。朱熹认为“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 ；

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 理是一切现象之所以存在的那个根据，该载

的理如何有此天地人物？“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理与气是什么关系？朱熹答 ：“伊川说

得好，曰 ：‘理一分殊’。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及在人，则又各自有一个理。” 合而言，

统天地万物形而上根据、根源只是一个理，即理一，它是先在的，“有是理后生是气”，天下没有

无理的气，也没有无气的理，理气互涵互包，互赖互依 ；分而言，天地万物各自有一个理，这个

理是“理一”分殊到天地人物的理。分殊到天地人物中的理，是“理一”的全体，而不是部分。

朱熹曾说 ：“太极即是一个理字。”本只是一个理，“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

而见，不可谓月已分也。” 借佛教“月印万川”来说明“理一分殊”，这不是整体与部分、全部

与局部、普遍与特殊的关系，而是天上的月亮全部无缺地印在每一河川之内。

能所相资论。天地万物变化无常，是非真假难分。但人类为了生存，必须与天地万物打交道，

以维持生命的需要，与自然、社会、他人交流、沟通，以维护生命的存在。人类在多元多样的实

践活动中，积累了经验，逐渐觉解到自然、天地万物是异在于人类的东西，于是人有了主体性的

自觉，通过实践，作为主体的人既把自己与天地万物分离，天地万物成为人类主体实践中的对象，

又把主体实践中的对象转变为内在于主体的映象，人便具有认知能力。主体认知能力，能否分辨

真假，即能否再现真对象，这是检验真假之知的标准。在中国哲学，这便是名与实、知与行、能

与所是否相资的问题。“能”是主体认知能力，“所”指认知的对象。先秦管子把“所知”作为认

知对象，“所以知”为所以能认知客体对象的认知主体。一直到王夫之，凝聚体用、发副、思位、

己物、内外等关系，系统论述了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的关系，使能所相资统摄了知行相资、名实

相资，构成中国哲学天道论中格致论的体认论。

不离不杂论。如果说生生论的和生论的元亨利贞论，太极论的道体论的体用一源论，理一分

殊论和格致论的体认论的能所相资论，是属于天道的阴阳论，那么，不离不杂是属于地道的柔

刚论。柔与刚相对相关，无柔亦无所谓刚，无刚亦无所谓柔，从而导致柔刚不离不杂原理。就以

朱熹哲学的理气关系而观，他认为理与气相依不离。“理未尝离乎气” 。理不离气，气不离理，

理气相依不离，之所以不离，是理寓于气，“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气以成形，

而理亦赋焉）” 。气化成万物的形象，而理寓于其中。“既有理，便有气 ；既有气，则理又在乎

气之中” 。理与气互包互涵，相离不得，因为理不会凝结造作，依气而凝结造作万物 ；理是一

个“净洁空阔的世界”，必须有一个安顿、掛搭的落脚处，“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掛搭处” 。气

成为理安顿、掛搭的担当者或载体。朱熹又认为，理与气相分不杂。从形而上下看，“理形而上者，

气形而下者” ，有形而上下之分 ；从性质上言，“气则为金木水火，理则为仁义礼智” 。气是

具实体性的物质，理是伦理道德性概念 ；从谁生谁以观 ：“有是理后生是气”，“有是理便有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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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理是本” 。理与气既有先后、本末之别，又蕴涵着理生气的意思。理与气不可混杂而不分。

不离不杂是中国哲学中普遍原理之一。

内圣外王论。由天道、地道而于人道，“为天地立心”，无人亦无所谓天地，天地本无心，是

人赋予心而有价值和意义。人赋予什么心？就首先涉及人之为人的话题。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的道

德的修身养性问题。修身的终极标的是超凡入圣。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内圣外王几乎是所有哲学家、

思想家共同倡导的最高理想人格。孔子讲“修己以安人”，即加强内在道德修养和从事外在立德、

立功、立言的实践。《大学》首章提出三纲领、八条目。朱熹注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

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 人要恢复其道德初

心，以达到内圣与外王的圆融。如何明明德，以止于至善，其逻辑次序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修身以上属内圣之事，齐家以下属外王之事。人人自明其明德，

革旧换新，去掉气禀、人欲之蔽，而作新人，以尽乎天理的极致，在“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

以修身为本”的情境下，而实践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功，以达内圣外王的极好境界。

融突和合论。如果说内圣外王是修身的中和论，那么融突和合是诚正的明德论。社会、人生

在具体的历史时空内不断变更，纷纭错综，对千变万化的社会、人生究竟的追问，面临千差万别

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的紧张，于是唤醒人去反思化解的方案，寻找肯定的答案。因为社会、人

生矛盾、冲突的紧张、激化，就会对社会、人生造成莫大的、危险的伤害，中华民族的先贤先圣

以其卓越的智慧，度越各种具体事件，去思议一种普遍的原则、原理，而使社会、人生通向真善

美的大道。在思议义与利的紧张、冲突时，主张“夫义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

不义则利不阜，不祥则福不降，不仁则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故能光有天下，而和宁

百姓，令闻不忘” 。义、祥、仁三种道德就可以光大天下，和谐、安宁百姓，义以生利，不义

则利不丰厚。义利相生相依，互即互涵，《周易·文言传》在阐发元亨利贞四德时曰 ：“利者，义

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 。使万物各得其所利，则义无不和。《左传·襄公九年》在诠释《随》

卦卦辞元亨利贞时，引《周易·文言传》“利，义之和也” 。义利融突和合。墨子主张“兼相爱，

交相利”。义利互相包涵，利是兼相爱行为活动的标准，是爱利万民的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

的义利融合的价值展示，重利即是贵义，顺义而行，天下国家百姓即获大利，因而后期墨家以其

严密的逻辑语言，对义做了规定 ：“义，利也。”《经说·上》诠释为“志以天下为芬，而能能利之，

不必用” 。义是利本身，志在各守其分，即立志要把天下众人的事当作自己分内的事，才能兼

利天下，而不居功自用。融突和合是外王事功各类概念、范畴之间冲突、矛盾化解的普遍原则和

方法，亦是和谐弥合内圣各种概念、范畴之间差分、危机的普遍原则和方法。唯有融突和合才能

化解各种内外的冲突。由差分而产生矛盾，由矛盾而产生冲突，冲突的激化，就会危害民族国家

生命财产的安全，因此必须思议协调、和谐冲突的方法，这便是融合，由融合而达和平、合作，

即和合的境界。

哲学的特性

中国哲学的七大原理（元理）是特定时空环境内在世哲学家通过思维、思想所构建的，其哲

学理论思维是那个时代哲学家对人与自然、社会、人生关系的自我体认的升华 ；是那个时代哲学

家反思人与自然、社会、人生互相关系而度越一般性的诠释而构建的概念、范畴的逻辑 ；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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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反思人与自然、社会、人生的价值、理想、审美的再反思。这是在世哲学家理论思维所把握

的那个时代的精神，也即哲学的时代精神 。时代总是一定时空内的时代，离了时空就无时代，

哲学的时代精神亦是特定时空内时代精神。

中国哲学是在“继往圣之绝学”哲学理论思维成就基础上，在世哲学家在其理论思维方式引

导下的再反思、再体认，以赋予价值理想、伦理道德、审美旨趣、终极关切新生面、新创造、新

品格、新气质。

在当今信息智能时代，人工智能的发展比思想跑得更快，人类面临新旧汇聚、错综复杂的挑战。

这是在一定时空内在世环境下出场的现象或理念。在世的环境是在世时空内所出场的东西，随着

时空内在世环境的更替、变化、发展，就会度越其有限时空内出场的东西，包括理论思维概念范

畴的有限性，人们在改变在场有限的环境中以自己的智能创造度越在场，度越有限，度越传统哲

学的概念范畴的逻辑框架，依据中国哲学“自己讲、讲自己”的原理，创新中国哲学，并把这种

哲学称为和合学哲学。

和合哲学的包容性。包容意味着开放，哲学的追求智慧，是永无止境的，是永远开放包容的。

开放才能遨游于无边无际的天地之间，才能载物于有象有迹的东西之中，开放是打开一切的门户

和有限、去消“槛儿”，而趋向无限。包容是将汹涌而来的无限东西，经消化而吸收包容进来，

成为和合哲学的营养。和合哲学的开放包容是由其特性决定的，其哲学本质是“爱智”，追求智慧，

而不是“智者”，即自命不凡的已拥有智慧者，那就会封闭自己，自我独尊，罢黜百家争鸣，只

许一家独鸣，一花独放，另家另花，敢于鸣或放，便予以制裁。这便扼杀了开放包容。和合哲学

永远在追求爱智的途中，在开放包容的路上迈步。这是和合生存世界发展繁荣所必具的选择。

和合哲学的反思性。反思是把思想反过来而思，反思的对象是思想，作为反思对象的思想，

是整体的、普遍的思想，是人对于自然、社会、人生道的道的思想，由于各个时期时空环境的

差分，回答时代之问亦不同，人所面临的生存问题、意义问题、可能问题的变化，反思的核心

话题亦异趣。反思的思想要同自然、社会、人生之间有一定的张力，才能回答道之所以道，这

是检验和合哲学理论思维与自然、社会、人生实践冲突融合而和合的有效方法，也是审查和合

哲学能否给自然、社会、人生实践提供鸢飞戾天的空间，使和合哲学青春活力永驻的有效方法。

和合哲学虽来自人对自然、社会、人生的道的道的体贴，但不是其翻版，而是来自它又度越它，

度越它又寓于它，这既是中国哲学反思思维的特质，亦是和合哲学理论思维的特质。和合哲学

的反思思维，就蕴涵着否定性的批判思维，这是哲学究根究底的思维所决定的其能真正使和合

哲学青春活力永驻。

和合哲学的创新性。反思是追根究底的思，是以思想的思想而反思的思想，是批判地对待以

往的结论、原理和构成其思想的“前提”进行再反思的工作。唯有如此，才能在前人思想的肩膀

上起步，才能为哲学的创新夯实基地。创新是一切哲学理论思维的生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日新之谓盛德”。唯有不断创新，才能与时偕行，才能最大获得，才能“内得于己，外得于

人”，才能度越旧思想、旧观念、旧方法、旧体系，因为哲学思想也同历史一样，既有其时代的

局限性，也有其创造思想者思想的局限性，“为道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

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因此，在新的历史思想时空要以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

新价值、新理想，构建哲学理论思维体系。新哲学理论思维体系的重建，是哲学理论思维自身内

在逻辑发展的进程，也需要哲学创新者耐住孤独寂寞“三年不窥园”式的勤奋思议，定、静、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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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得式的探赜索隐，“致广大而尽精微”式的学问思辨，“尊德性而道问学”式的诚信笃行，以

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的求道精神，孜孜求索信息智

能的理论思维前提和基础、理论思维根据和化解之道，才能造就唯变所适的哲学理论思维创新的

创造者，才能重建哲学理论思维新的哲学概念、范畴理论体系。营造哲学理论思维体系的新大厦，

必须夯实地基，不能在空地废墟上建造。老子说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

合抱的大树，是由细小的萌芽发育来的，九层的高台是由一堆堆泥土垒成的，和合哲学理论思维

体系大楼是由一点点创新汇聚的。

和合哲学的自尊性。和合哲学的实践活动，是创造有价值的意义世界的活动，它把人类理解、

把握世界的种种方式和价值，理解为构成意义世界的基本方式，因而以理论思维形式构成文化自

信、哲学自信、话语自信的自我觉解，即是对意义世界的自觉和创造。这种自觉和创造是和合哲

学自尊性的前提，犹如青天碧海的心境而自由创造，无限发挥和合哲学的精要，自然、社会、人

生的矛盾、冲突、危机都在其融突和合之中，而充分展示其哲学的自信。它像一道玄奥无比、饱

含和合深义的径路，展开一条哲学自尊的大道。由哲学的自尊而有哲学的自信，由哲学的自信而

有哲学的自尊，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自尊与“天不变，道亦不变”异，是建立在变动不居

而唯变所适的不断创新基础上，自信与悲观失望别，是建立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先圣先贤爱智追

求辉煌成果的平台上。自尊是被和合哲学的“体用一源”“理一分殊”深邃原理所兴起的情感的

自然流露，自信是被和合哲学的“元亨利贞”“内圣外王”精微原理所激起的情怀的心气扩展。

自尊、自信是对中华民族自身哲学的热爱和不断追求，是中华民族和合哲学再复兴的无限愿景，

是求索自然奥秘、洞察社会融突、体贴人生境界，以展示理想的可能世界。

和合哲学的审美性。作为反思思想之道的和合哲学的审美，根植于人类实践创造性活动的存

在方式之中，审美的反思既度越又内在，越是开放包容，就越是有“飞龙在天”的自由，有自尊、

有创新。中国从先秦以来就以“礼乐文化”自尊，孔子所说的“游于艺”，不仅仅蕴涵着技艺，

而且意蕴着在熟习这种技艺中获得一种审美的感受和精神愉悦，即审美艺术的享受。朱熹注曰 ：“游

者，玩物适情之谓。” “游”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无拘束的、自由交往地玩，而获得适情

的快感的审美活动。然孔子“游于艺”的终极目标是“志于道”，通过“据德”“依仁”“日用之间，

无少间隙，而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 。由此达到圣贤境域的路径与审美活动

是一致的，其间并无功利性的冲突，却有道德性的浸润。和合哲学的审美，是以审美情感为核心，

审美活动关系为纽带，以审美的概念、范畴为框架，构成和合哲学审美体系。审美生存情感 ：心境、

审美生态学 ；心理，审美心理学。审美意义情感 ：心性，审美人格学 ；心命，审美教育学。审美

可能情感 ：心道，审美哲学 ；心和，审美境界学。这六个审美学科，是围绕和合审美活动关系而

展开的张力，又是其关系的融突和合的存在方式。和合哲学美学的审美是追求真善美的和合境界，

其存在的方式和流行的态势是无待的、自由的，是艺术创造和心灵境界的生命活动。

和合哲学的高远性。和合哲学的审美情感活动，在追究真善美的融突和合中，追究人在自然、

社会、人生中存在的奥秘，求解人在创造性活动中创造现时代的真善美的境域。这是一个上扼天

穹，下载万物，以崇高博大的气魄，高远堂皇的心态，“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这是一个充

满哲理思想气质的话题，高明的识度，逻辑地展现和合哲学高远的价值理想。就像燃烧着五光十

色的光和热，不懈地追求“认识你自己”的哲学智慧，终极关切的精神家园。为了如此，必须思

想如皎洁月亮，又远又近，又缺又圆，新颖而精警，慎思而明辨，唯有智者胸怀广阔，在天地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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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千变间，骨子里和平、合作、发展却是天人相与不变的魅力。仁民爱物、悲天悯人情感的体现，

乃是“追求真理的勇气，相信精神的力量”。

和合哲学的高远，是勇立潮头的气度，异想天开的识度。它不是凡人只想今天的事，愚人只

记昨天的事，而是智者见其远，觉其旷，思其深，求其道。勇立潮头，不免遭风急浪高的冲击，

惊涛拍岸的危险，其见、觉、思、求的探赜，是远、旷、深、道的索隐。冲击才显英雄本色，危

险才现坚忍不拔，探赜方悟自力更生，索隐更体自强不息，冲突才有鲜活的故事，矛盾促使事业

的进步，钩深促使家国的繁荣，致远寻求天下的太平。这是和合哲学时时对人类命运的沉思、刻

刻对人类未来的憧憬的人文情怀，是“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的历史使命。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为探求自然、社会、人生的价值

和意义，而寻找一个支撑点和核心话题，便形成追根溯源的和合哲学。和合哲学以真拥抱天地万

物现实的生存世界，以善拥抱修身养性为本的意义世界，以美拥抱美美与共艺术的可能世界。和

合生生道体永远在激情的追求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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