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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独体”是儒学的一个传统概念，牟宗三将它继承下来，并用它来表示其“良知”
本体。在牟宗三看来，不同的哲学流派对于“独体”表现持有不同的态度。当然，作为儒家
思想的继承人，牟宗三是赞成“独体”之表现的。他认为，
“独体”之表现有三个不同的层次：
其一是“赤裸的生命之情欲方面的蠢动与冲破”；其二是“生命之智慧方面的烛照与欣赏”；其
三是“生命之道德方面的实践与参赞”。在这三个层次当中，惟有第三个层次才安顿了生命；
正因为如此，这个层次的“独体”也构成了对前两个层次“独体” 的统摄，进而也构成了对
人类所有思想的统摄。
关键词

牟宗三；“独体”；表现层次；统摄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牟宗三早年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寂寞中
的独体》。在牟宗三浩若烟海的著述中，相关的文
章独此一篇。之后，他对其中的内容并未再做进一
步的讨论。而且，其内容的展开并非依着我们所熟
悉的“逻辑思辨”的理路展开，而是依着我们已陌
生的“逆觉体证”的理路展开，故对于已被西方哲
学“洗脑”的我们来讲，读时总有“不科学”和
“云里雾里”的感觉。因此，这篇文章及其相关思
想常被轻视，甚至它常被从牟宗三的整体思想中忽
略掉。事实上，此文并非完全独立，它与牟宗三整
个哲学体系是相一致的，是其“道德的形上学”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其思考理路也是“中国
哲学式”的，因为心性儒学的思考理路本来就是
“逆觉体证”式的，故我们不可按照科学或西方哲
学式的“逻辑思辨”理路来思考中国哲学的问题。
因此，研究牟宗三关于“独体”的思想，不仅有助
于理解牟宗三的整个哲学体系，而且也有助于了解
中国哲学之“逆觉体证”的思考理路，进而增强从
科学和西方哲学的束缚下将中国哲学“解放”出来
的自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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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谓独体
“独体”并非牟宗三所独创的哲学概念，它最早
见于《中庸》“故君子慎其独也”的论述。后来，刘
宗周对这一思想进行了阐释，提出了颇有新意的“慎
独”学说，将“独体”界定为“无极而太极”之最
高本体。他说：
“无极而太极，独之体也。
” “独
体只是个微字，慎独之功，亦只在于微处下一著子，
总是一毛头立不得也，故曰‘道心惟微。
” 卷四十参
照刘宗周的这一思想，牟宗三给予“独体”以新的
诠释。他说：
“
‘独体’不只是一个逻辑概念，既云
有层次，所以亦不是一个同质的概念。今为‘独
体’先作一逻辑的定义，然后再顺层次而说明之。
‘独体’之逻辑定义如下：设有一群现象共时生起
于一背景中，而复有一律则将此共时生起之现象统
束于一起，而使此群现象互相间皆发生一内在之关
系，因而成一统一之结聚，则此‘统一之结聚’即
为一‘独体’
。
” 具体来讲，作为“统一之结聚”
的“独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其一，
“独体”
是一个存在概念，它必指示一“实法”。其二，
“独
年度项目“牟宗三哲学研究”（

－），男，河北武强人，河北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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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必在一“成为过程”中表现，即，“独体”必

气，以其脉络分明谓之理，以其流行赋畀谓之命，

在行动或践履中表现。其三，“独体”不是宇宙的
最小构成单位，而是由“律则”统驭于一起的“统

以其禀受一定谓之性，以其物无不由谓之道，以其
妙用不测谓之神，以其凝聚谓之精，以其主宰谓之

一的结聚”。其四，
“独体”是复杂性与统一性的统

心，以其无妄谓之诚，以其无所依着谓之中，以其

一：自现象言，它是复杂性与统一性的统一：自现
象言，它是复杂性，可以消灭，可以解体；自 律
则 言，它是统一性，又不能消灭，可以永在。其
五，“律则”是共相，“律则”所统驭的现象是殊

无物可加谓之极，以其消息往来谓之易。其实则一
而已。
’所以良知之灵明是终极原则，其它十二个专
他
名乃是从不同方面观察他的属性而规定出。
”
还说：“直接由道德意识所呈露的道德实体有种种

相，而“独体”是个体。其六，“独体”有背景：

名。依孔子所言的仁，可曰仁体。依孟子所言的心，

对“独体”言，背景是同质的；对背景言，
“独体”
是异质的。
尽管有如此详细的规定，但“独体”这一概念

可曰心体， 依《中庸》所言的诚，可曰诚体。依
其与自客观方面言的天道合一而为一形而上的实体

仍“不豁朗”、“不分明”。于是，牟宗三又多次对
“独体”概念予以说明和描述。他说：
“就在此‘尽’

体。依阳明，则曰知体明觉。依刘蕺山，则曰独体，
同样一
涉指心体（意体）与性体两者而言之。
”

字上，遂得延续民族，发扬文化，表现精神。你可
以在此尽情尽理，尽才尽性；而且容纳任何人的尽，
容许任何人尽量地尽。
（荀子曰：王者尽制者也，圣
人尽伦者也。孟子云：尽心知性知天）。在此‘尽’
上，各个体取得了反省的自觉，表现了‘主体的自
由’
，而成就其为‘独体’
。
” 在此，经过“尽”
之后的“自由的主体”就是“独体”。他还说：“以
上所言之两种主体自由，即足示中国社会为一人格
世界，为个体人格之彻底透露之独体世界。道德的
自由为‘道德的主体’之彻底透露，美的自由为
‘艺术性的主体’之彻底透露。此所谓彻底透露，非
谓个体中精神各方面皆具备，乃只谓此种人格乃是
彻上彻下彻里彻外而为一通透之整个者。呈露道德
主体者，一悟必透至天而贯通于人，此为‘理的神
足漏尽’
；呈露艺术性的主体者，一发必充其极而
为无界限之整全，此为‘气的神足漏尽’
。一透百
透，一了百了；一尽一切尽，一成一切成。故一方
面为‘独体’之彻底透露，一方面亦为典型（普遍
者）之终始如一。而生命不已，尽者不已，则永恒
即常新。独体为一全体是‘理’之独体，为一全体
是才、情、气之独体，故由其尽而透露之‘普遍者’
亦必为‘具体的普遍者’
。
”
在此，“独体”是
普遍性与具体性之结合的“具体的普遍者”。
我们知道，牟宗三继承了王阳明的思想，以
“良知”为本体，而且，
“良知”本体因使用的情境
不同可有多种名称，如“性体”、
“心体”、
“仁体”、
“诚体”、
“神体”、
“道体”、
“知体”、
“意体”等等。
他说：“阳明以良知为主，从其属性观之，可以解
说好多名词：
‘所谓心即理者，以具充塞氤氲谓之

个“良知”本体，因着使用情境的差别，“亦可以
是灵魂独体；亦可以是本心仁体，性体，良知，乃
至自由意志；亦可以是心斋，灵府；亦可以是如来
藏自清净心”
。因此，显而易见的是，牟宗
三所谓的“独体”就是王阳明的“良知”。他说：
王阳明讲致良知，还是由慎独工夫转出来。你
如果只是凭空讲个“良知”，那主体义就显不出来，
所以他要“致良知”。良知就是独体，所以才说“无
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
进而，牟宗三还从“元学”的角度以“精灵”
来解说“良知”。他说：
“王阳明这种‘遍万物而为
言’的良知论，我现在以‘精灵感通论’名之，比
较更能表现出那种学说所指的意义。
当然‘精
灵感通’是元学上的一个指谓。
”
那么，依着
“元学”的角度，
“良知”的意义在哪里呢？牟宗三
从它的“妙用”和“属性”说起，认为“良知”就
是“宿于万事万物”中的“精灵”，他说：
“良知之
本体可以界说为‘虚灵明觉’
，亦可以界说为‘真
诚恻袒’
，合起来便可说是宿于万事万物内的一种
‘精灵’
。这个‘精灵’
，随感随应，无不至当。轻
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这是它的妙用。这个精
灵，无方体，无穷尽，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
莫能破。这是它的属性。它有这样的属性与妙用，
所以及其发也，无不中节，无不至善，即所谓‘恰
好’
。
从这方面讲，良知也就是‘性’
，性可以
规定为精灵感应的‘可能’
。 所以，仁与良知也
是一而非二。
”
牟宗三甚至还将“精灵”解释
为“解析现象的终极原则”，即主宰世界万物的“生
生之理”。当然，因为“良知”就是“独体”，故，

而言，亦可曰道体、神体、寂感真几、于穆不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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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精灵”亦即是“独体”。他说：

种态度：一是尽量表现聪明，泄漏天机；二是决然

在元学上，精灵只是一个解析现象的终极原
则，
中国思想所诠表的世界始终是气化流行生

反对聪明，让它始终处于混沌；三是难得糊涂，知
道而不说破。这三种态度各有其基本的定位：第一

生条理的物理世界，只能对此事界加以解析、加以

种态度常遭天谴，或者被人讥笑为天资刻薄之人；

体认，而却从未加以增减。没有超越的本体，没有
本体与现象的分别；而却只是即现象即本体，即流

第二种态度是以不凿混沌养天趣，此是天生的庸
人；第三种态度是“老世故”，亦可以说是“小人

行即主宰。流行乃其变动不居，主宰乃其不易之
则，合起来便是“生生条理”。
在牟宗三看来，“独体”是必然地要表现出来

儒”。第二种情形以庄子的寓言表达，它表示对“混
沌”的爱慕和对“人为穿凿”的厌恶。第三种情形

的，也就是说，“良知”和“精灵”是必然要表现
出来的。此便是牟宗三使用“寂寞中见独体”之谓

以孔子等圣人出世为大事，所谓“天纵之圣” 子罕
是也。此种态度认为假若“独体”表现，则草木变
化天地蕃；假若“独体”不表现，则天地闭，贤人

的深刻含义。他说：
“尝记昔人有诗云：
‘黄梅时节

隐。第四种情形与第三种情形恰相反，它不认为孔

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
棋子落灯花。
’（司马光）大抵有生以来，皆有烦

子之生比其不生要好多少，甚至认为孔子之生不如
不生。第五种情形亦与第三种相反，但大致可与第

闷。即如此诗，在家家雨、处处蛙的时节，环境是
这样的不分明，不豁朗，一切差别俱隐藏于齐同一
色之中。生命的灵活不安分总是想向外凸出，冲破
这个齐同一色的混沌。这种冲破，即叫做‘寂寞中
见独体’
。
” 所谓“寂寞”是与“见”即“表现”
相对应的一种原初状态；这种原初状态的“凸出”、
“冲破”便是“寂寞中见独体”。实际上，这种“凸
出”和“冲破”是一种“破除”，即对于主体受限
制的一种自内向外的突破。牟宗三说：
“不管如何，
精神表现之本质却必在限制而又克服限制中始有
积极之意义，有客观之树立而成正果。
” 然而，

二、第四两种情形相通，它表示一切归于“止”。
第六种情形是承着第三种情形而来的，而第七种情
形则为第三种情形之最后境界。牟宗三认为，若归
而类之，第一种情形大概是西方人的态度，他们不
但造字，而且“鬼斧神工”般地制造起来。第三、
第六、第七三种情形是儒家的思想，它虽与西方人
的态度相异，然却不相背。第二、第四、第五三种
情形大概是道家与佛家的思想。如果对这些情形再
进行归类的话，不外主张“独体”表现与反对“独
体”表现两类而已：西方哲学和儒家是主张表现
“独体”的，而道家和佛家是反对表现“独体”的。
当然，站在儒家的立场上，牟宗三是主张表现
“独体”的。他说：
“我在此过生活，所以我表现独
体。
” 不过，牟宗三认为，关于“独体”究竟应
该表现与否并不能作理论的解答，而只能从事实上
予以说明。牟宗三的说明是：宇宙内的一切“有”
既然是“有”，就是在那里表现“独体”。而究竟应
该有“有”否，又究竟应该表现“独体”否，那不
是有“有”以后的事，而是有“有”以前的事。而
有“有”以前的事，不是任何已成的“有”所能决
定的，这些事情是由上帝来决定的。比如，西方人
说上帝主张应该有“有”，万有俱为上帝的意志所
创生。但究竟如何，我这个“有”却不能知。但
是，我顺着“有”而了解“独体”，这是没有大问
题的。再比如，佛教的观点可以作一个反证。依着
佛教的理论，主张应该有“有”是错误的，因此也
不应该主张表现“独体”。但是，这种观点是有问
题的：本来有“有”，佛教徒也是个“有”，那么佛
教为何偏偏否定“有”？可见，佛教的观点并无逻

对于“独体”之表现，不同的哲学派别有着不同的
态度。牟宗三说：“顺生命走，独体不得不表现。
但既表现了，究竟有什么好处，这却难言。因此，
对于‘独体的表现’之反应亦有若干种不同的态
度。此种不同的态度，且成为究极的人生态度；甚
至人类文化型态，从究极方面想，亦由此种态而形
成。
” 对于“独体”的表现的不同态度，归根结
底会成为不同的人生态度，甚至进而造就了人类不
同的文化形态。以这样的视角观之，关于“独体”
表现的态度大致有七种情形：
一、苍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
二、七
窍凿而混沌死。三、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四、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五、宗趣唯一，无余涅槃。
六、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
变则化。七、寂天寂地即是惊天动地。
牟宗三对这七种情形一一进行了分析。他说：
第一种情形“有泄露天机的惋惜，亦有天下从此多
事的忧虑” 。一般来讲，由这种情形可以引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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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的理由作判断依据，当然也没有一个他者可以作

牟宗三认为，在“独体”的这一表现层次中，

标准和参照。因此，牟宗三说：
“此即辩之有不辩，
可以不必相诋矣。然而只是说明者，则仍是可以
说。
” 很明显，牟宗三在这里虽然表现出很强的

虽然能从生活中抽象出“生命”来，但“生命”的
“根”在哪里并找不到。对生活而言，
“生命”是生

逻辑思辨，但他所坚持的是“直觉”、
“体悟”的方
法，因为他认为这是中国哲学的“本来样子”。他

思考，则“愈深观我自己的生命，我就愈觉得可
怜。我终于说它是无根的。大家必须首先认识生命

曾说：“对于世界可以有三种看法：一是科学的看
法，二是神秘的看法，三是矛盾的看法。 至于
中国的儒家之流以及宋明理学，也大体可以归于直

是无根的，来无踪，去无迹，不知他怎么来了。一
旦来了，胡闹一场它又去了，谁能留得住！”
当这样想的时候，人难免会油然产生一种悲凉感：

觉法或体认法的神秘系统中。
”

白天生活得有声有色，三更半夜起来想到生命的底
蕴，却不免喟然长叹。如此看来，“生命只是四肢

二、独体表现之层次
如上所述，牟宗三认为“独体”是分层次的。
那么，“独体”包括哪些层次呢？在牟宗三看来，
“独体”于人类生活中的表现有三个层次：第一个
层次是“赤裸的生命之情欲方面的蠢动与冲破”；第
二个层次是“生命之智慧方面的烛照与欣赏”；第
三个层次是“生命之道德方面的实践与参赞”。
他认为，
“生命”是从生活中抽出的一个抽象概念。
然而，
“生命”虽是抽象的，但四肢百体却依着“生
命”的贯注而“胶着”于一起，因而才可以动作；
假若把“生命”抽去，四肢百体就会成为没有任何
关系的“零件”而“星散”，动作就更无从谈起了。
牟宗三说：“假若四肢百体是一群现象，则生命贯
注进来，就是统束这群现象于一起，使之成为一套
统一的结聚之‘动荡的律则’
（动的理）。说得过分
一点，则四肢百体之发生内在关系而成套，实即是
这个‘动荡的律则’之表现。
”
不仅如此，牟
宗三还认为，在“律则”统驭下的生命必然会产生
“动”，它不仅要“蠢动”，还要“冲破”。这种“蠢
动”和“冲破”不仅就其自身言，也就其环境言。
不过，若依着上述三个层次来看的话，这最初的
“蠢动”和“冲破”仅是“生命之情欲方面的蠢动
与冲破”，属“独体”表现之第一层次。牟宗三将
这个层次的“独体”称为“生物的独体”或“环境
里的独体”。他说：
生命本身就是动。它自己的命运注定其不安分；
它要表现，要冲破。无有能将其压得住。这个压不
住的先天的动，就是我们所说的赤裸的生命之情欲
方面之蠢动与冲破。蠢动自其自身言，冲破自其所
处之背景或环境言。生命带着其所贯注的四肢百体，
在环境里面蠢动，这就叫做“环境里的独体”。这是
一个起码的独体，他叫做“生物的独体”。

活的根。然而，这个根的“根”在哪里呢？若仔细

百体这套躯干中所蕴藏的一团硫磺。起始很有强
度，后来渐渐变成广度，由广度而渐渐消失了，无
法再挽回原来的强度。有谁能说这个强度会有永恒
的必然性？这好像针端上的露珠，一倾斜便破裂
了，有什么逻辑的理由可以保证它？大地都要毁
在这一层次当中，
“生命”只
灭，何况生命？”
如终究要消失的一团硫磺，又如随时要破裂的针端
上的露珠，这种“生物的独体”有何意义呢？其
“生命”的“蠢动”和“冲破”又有何意义呢？显
而易见，
“独体”在这一层次的表现不能使人满意，
因为它没有使人的“生命”得到安顿。牟宗三说：
“依此，这一层的‘独体’并没有得安顿，其表现
无有可以使人满意处。
”
再看“独体”之表现的第二个层次“生命之智
慧方面的烛照与欣赏”。牟宗三认为，当古希腊的
自然哲学家纷纷向外猜测宇宙本体的时候，他们都
坚信人的理智可以把握宇宙本体。正是古希腊哲学
家的这种活动建立起了西方哲学的宇宙论，从而也
开启了作为“分解的尽理之精神”的“外在的形上
学”理路。牟宗三说：“吾名此为‘外在形上学’
，
不，简直是外在形上学的开端，因为西方的形上学
彻头彻尾是以这种外在形上学为主潮的。
”
后
来，诡辩派的出现冲破了自然哲学家的这些猜测，
他们怀疑这些猜测有经验或知识上的根据。于是，
诡辩派回过头来考察人的知识或经验。不过，诡辩
派的理论也有很多缺陷，它们只认识了经验的“至
殊至变”，而没有认识到经验中不变的成分。之后，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理念论”，
他们在“至殊至变”的东西之外找到了不变的成
分。而且，苏格拉底认为，通过给事物下定义可以
清楚地认识此不变的成分。这样，苏格拉底在自然
哲学家和诡辩论之外开启了另外一个理路：即，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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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至变”中的不变是系统知识本身所必涵的，而系

在牟宗三看来，在这个层次上，人只能将“生

统知识的表现即是“重重迭迭的界说”
。这个理路影响了整个西方哲学史，最

命”的安顿寄托于“外境”。具体来讲，这种“外
境”主要包括“默祷上帝”和对于“美的欣赏”两

终形成了西方哲学的重要特征。牟宗三说：

个方面。当默祷上帝的时候，人把自己投身于上帝

西方的思想文化是“重重迭迭的界说”的思路。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大师一线相承

而融化于神的绝对中；当欣赏美的理念时，人把自
己投身于“美的理念”而融化于纯理的世界中。无

奠定了这个路数。我们吸收西洋文化也是想学习这
一套。这一套法门就是智慧的开辟与烛照。
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均坚持“重重迭迭的界说”

论是“默祷上帝”，还是“美的欣赏”，皆要求人忘
掉自己而投身于对象中，消灭自己而把自己藏在绝
对中。在这种情形下，“独体”不得表现，而复归

的路数，故发现了真常而为实体的“理念”。相对
于自然哲学家对宇宙本体的猜测而言，苏格拉底和

于混沌之神秘境界；在这种情形下，“独体” 是
“止”，是“寂”，是“死”。因此，进到这个境界，

柏拉图的方向是重新回归于知识本身的考察，此即

人不可以再出来；若是再一出来，仍是四顾茫然，

是“智慧的开辟与烛照”的理路。这一理路的开创
是有功用的，因为“我们若经过了这一套重迭的界

遂不得不复归于向外的追求。很明显，在这种情形
下，“独体”自己仍然始终无法得一永久之安顿。

说，眼前的事物顿然脉络分明起来，心里也一贯地
。在牟宗三，其功用就表现在这套
清楚起来”
“法门”是科学产生的源泉，因为它可以使人心里
清楚，可以使人眼前分明。反之，如果没有这个理
路，不经过这个层次，人类对于自然就不能得到分
明、清楚的观念，也不会形成科学知识。因此，可
以说，是“智慧的开辟与烛照”这个层次的“独
体”成就了科学。然而，“独体”的“智慧的开辟
与烛照”仍有其明显的缺点在。牟宗三认为，若继
续依着先前的比喻说，其缺点就是，贯注到四肢百
体里的那团“硫磺”——“生命”，因其必然要表
现，在把世界照亮的同时，自己的光会渐渐暗淡，
生命也会渐渐枯竭。他说：“其形上学仍是外在形
上学，因为这仍是智慧开辟的活动。智慧的开辟发
见了客观而外在的‘理型’
。可是理型出现了，我
的生命枯竭了；世界分明了，建立起来了，而我的
生命糊涂了，解体了。
‘现实的我’完了，
‘游魂的
我’归到理型世界里去了。
”
牟宗三还说：
遵守逻辑法则的智慧虽然把外面世界的理型
建立起来，而发出这个“智慧之光”的生命就是非
理性的。他无根，他无保证。理性出于非理性。原
来理性也是半途中的东西，究竟也不是根本的。他
的“根”在那里？如果生命得不到安顿，逻辑也同
样无安顿。逻辑算什么？所以生命的开发加上智慧
的开辟，并不能使“独体”的表现更有意义。因为
他的“利性”（或向性）只照到了外面，并没有照
到他自己；他只顺它的“利”“贞”了外界，并没
有“贞”到它自己。外面正了性命，而自己倒了。
外重而内轻，依然是空虚。

因此，如果这是人们所向往的最后境界，那么，
“独
体”的表现仍不能维系。牟宗三说：“所以智慧的
开辟，以及对于美的欣赏（理智的欣赏），于‘独
体’的表现之维系，皆不能有帮助。是即明：逻辑
他还说：
的真，艺术的美，皆不是最后的也。
”
西方人则视绝对为理想，以此为引诱生命开发
之酸梅，藉以维系生命开发于不坠。实则其生命并
未得安顿。此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骗小孩子的
也。所以，西方人究竟还是少年期。黑格尔天天讲
独体，实则还是这个无安顿的生命之开发（带着智
慧）。
既然上述两层“独体”之表现对“生命”的安
顿都不令人满意，那么，再看“生命之道德方面的
实践与参赞”这个层次。牟宗三认为，中国的圣人
究竟与西方的哲学家不同，他们鞭辟入里，不同凡
响。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汤、武、周公等
虽然用了智慧和思考，经历过“智慧的开辟与烛
照”，但他们始终没有“搁浅”在这个层次上；他
们“或隐或显，逐渐地皆将目光移到生命上来。到
了孔子，劈头戡破，直向这最后关头上说话。智慧
思考不是问题的所在。有了孔子的振作，天人一齐
明朗，群圣隐隐约约的线索顿时暴露”
。牟宗
三认为，在中国的圣人当中，孔子是值得大书特书
的，因为是孔子“把那个‘非理性的生命’
（硫磺）
予以理性的安顿与润泽。非理性的变成了理性的，
所以一了百了。此时，生命真成了一个独体”，这
其中的关键是孔子“有一个理性的律则将它维系起
来”。
在牟宗三，这个“理性的律则”对于“生
命”的安顿至关重要，“这个理性的律则是直接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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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生命的大担子所必然出现的，先天存在的，也就
是‘道德的实践’（承当生命）所必然依据的先验
条件”
，“这个‘理性的律则’
，一觉便出现，
刹时即有独体，不觉便不出现，刹时即无独体。
‘觉
。那么，这个“理性的律
关’所以重要在此”
则”是什么呢？牟宗三说：
这是什么样的理性呢？照中国的传统，尧、舜、
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传下来的文化，用
最简单的话讲，理性就是社会上每一件事，发自人
心的每一活动都自归其位，各当其位。
再扩大
来说，理性就是中庸所谓的“致中和，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
”
牟宗三说，所谓“理性，若简单指目出来，不
外道德理性与逻辑理性两大纲领” 。不过，在牟
宗三，“理性的律则”主要是指“道德理性”，而非
“逻辑理性”。对此，孔子已有鞭辟入里之揭示与指
导。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
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 微子孔子又说：
“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 卫灵公求生害仁，
将导致那作为“硫磺”的“生命”的消灭；杀身成
仁，便成就了永恒的“生命”，而永恒的“生命”即
是对“生命”的安顿。因此，“孔子直接把住了生
命，承当了生命，亦安顿了生命” 。由此言之，
孔子“承当生命的担子”即是“为天地立心”。假
若没有孔子承当起这“生命”的“担子”，不仅人
类自己要干枯，整个宇宙也要顺着科学的指示而毁
灭。既然孔子承当起“生命”的“担子”，故“生
命”有了安顿，
“独体”亦永远维系于不坠。而且，
“承当生命的大担子，是‘理想’的根源，是‘意
义’的根源。凡不从此着眼，除了顺着科学说科学
范围内的话外，决不能有所说。他要说‘理想’
，
他所说的必终于被剥掉；他要说‘意义’
，他所说
的必终于无意义。
”
牟宗三说：
当我只有智慧的开辟与烛照时，外重内轻。现
在当我有颜子之“复”而承当了生命时，则开头俨
若内重外轻，这是“先天而天弗违”的气魄，天地
都在脚底下；可是一刹那顷，内外同重，这是“一
起登法界”的庄严；又一刹那顷，内外俱轻，这是
“轻车熟路”、
“天理流行”的妙境；然而又转眼间，
则“心寒胆战，恭敬奉持，如执玉如捧盈”，这又
俨若内轻外重，这是“敬畏天命”的恐惧，“后天
而奉天时”的虔诚。此中义蕴，无边无量，关键只
在“复”（觉）。

三、结语
可见，生命终于在“道德方面的实践与参赞”
层次上得到了安顿。此时，人可以尽量表现智慧，
因为不怕泄漏天机了；也不必私喜和忧惧，因为天
也决不雨粟，鬼也决不夜哭。因此，“生命之道德
方面的实践与参赞”的“独体”也就构成了对前两
个“独体”层次的统摄。他说：“前两层的独体，
只是假的。有了一个理性的律则，顿时成了真的。
”
而且，“这个大本一立，智慧之开辟，美的理
念之欣赏，宗教之虔诚（即敬畏天命），皆得到了
安顿与保证”
。在牟宗三，正因为“道德方面
的实践与参赞”层面的“独体”构成对前两层的统
摄，故也构成了对人类所有文化类型的统摄，这是
“生命”的“往上翻”。具体言之，“科学、宗教、
逻辑，乃至哲学上的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生命哲
学、实在论、理想论，俱一起重新得了统摄” 。
既然此层次之“独体”统摄了一切，那么在它之下
便可以分别派生不同的学说和派别，这便是“生
命”的“往下牵连”。牟宗三认为：
“生命不只要往
上翻，还有往外往下的牵连，顺此牵连而有各种具
体而特殊的问题，如政治、社会、经济等等。所
以，一个文化只有性理、玄理、空理，只有生命的
学问是不够的，还应有逻辑、数学与科学，应有知
识的学问，以适应处理具体而特殊的问题之需要。
”
无论是“往上翻”，还是“往下牵连”，牟宗三
的目的都在于凸显作为“生命之道德方面的实践与
参赞”的“独体”的地位。这是牟宗三讨论“独
体”问题的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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