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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略的晚明王学重镇：
鹿善继及其儒学思想初论
贾乾初 ， 陈寒鸣
（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法学院，山东 威海
摘 要

； 天津市 工会管理干部学院 ，天津

）

鹿善继是晚明北方王学的重要人物。他的儒学思想承王阳明、罗念庵一脉而来，以

“躬实践”为主要特色，合学业、事功为一体，重节义，重实学。以“真”为心体，以“时习”
为工夫，以奋进为乐，以“不动心”为着落。据鹿善继的学行及当时所造成的影响，理应给予
其儒学史上相当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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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时代，鹿善继在北方传承阳明之学，并且
以其卓越的志节和事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王学
的绍述阐扬过程中，鹿善继“一意实践”，并以之
引领、教授生徒，其儒学思想以“躬实践”为特
色，成为晚明王学的一个重要支脉。惜乎《明史》、
《明儒学案》所记寥寥，厥后研究者甚少，使鹿善
继及其儒学思想近乎湮没，从而未能予其以中国儒
学史上相当之地位，这是令人遗憾的。

一、以节义担当动天下的鹿善继
鹿善继（
—
） 字伯顺，号乾岳，晚
年自号江村渔隐，谥号“忠节”，北直定兴人（今
河北定兴）。鹿善继“端方谨悫” ，“生而凝重，
少不嬉戏” ，自小接受祖父鹿久徵的教育，遂深
得家学之传。
万历四十一年（
），鹿善继会试赐进士出
身，观使兵部。后授户部山东司主事，职掌盐法事
宜，究心职掌，作《粤闽盐法议》。万历四十七年
（
），鹿善继
岁时发生了著名的“金花银”
事件。他时任户部河南司主事，署广东司事，据

《明史 鹿善继传》载：“辽左饷中绝，廷臣数请发
帑，不报。会广东进金花银，善继稽旧制，金花贮
库，备各边应用。乃奏记尚书李汝华曰：
‘与其请
不发之帑，何如留未进之金。
’汝华然之，帝怒，
夺善继俸一年，趣补进。善继持不可，以死争。乃
夺汝华俸二月，降善继一级，调外。
” 当时，在
著名的萨尔浒战役中，明军丧师三路，遭受了重大
失败。努尔哈赤乘势率后金兵攻陷了大明重镇开
原、铁岭，进逼辽沈，形势十分危急。而在“辽左
饷中绝”且朝廷没有及时处置的情况下，鹿善继依
据旧制，建议采取扣留“金花银”的办法解决辽东
战事的紧急需要，完全出于公忠体国之心，于法于
理于情皆合，故而征得了户部尚书李汝华的同意。
但他们的这一举动，却严重地触动了腐败的明皇室
的私利。因为所谓“金花银”，乃是“国初以备各
边之缓急，俱解太仓，其后改解内府，宫中视为私
钱矣”。 尽管鹿善继“以死争”，还是受到了降级、
调外的处理。当其决计归里时，掾吏“环泣曰：
‘非
专责，何苦认真！独烦一推署符尔’
。
” 所谓“非
专责”，是因为此事并非鹿善继职内必管之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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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事极大触犯皇室利益，户部尚书李汝华最终同

鹿善继甚有阳明学之担当情怀，其自述云：

意这种甚具“政治风险”的做法，除为事急无法所
迫外，更多的是因为鹿善继的慨然担当。因为鹿善

“我读《传习录》后发志愿担起这担子，力破流俗，
一点一画，丝毫不敢假借，既见信于天下，然后

继在提出这个方案时，明确向李汝华表示：“如干

渐宽绰。将来到如今，事到眼前，亦不大费安排
了。
” 卷十在鹿善继一意实践甚得阳明“知行合一”
之旨方面，世论有更高的评价：“窃惟公（善继）

上怒，愿以身任。
”
泰昌元年（
）复原官。天启元年（

）

因其突出的才干而改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大学士
孙承宗理兵部事，推心任之。及阅视关门，以善继

事事不亏本分，时时不愧本心，生平券此两语，学
本姚江，而能以姚江所称‘将本体只作一番光景即

从。出督师，复表为赞画。布衣羸马，出入亭障

弄者’为戒，故随其所在，必提本来之心，按当下

间，延见将卒相劳苦，拓地四百里，收复城堡数
十，承宗倚之若左右手。在关四年，累进员外郎、

之身，此日此时此事此心便可下手，此知行合一之
功也。昔贤以濂溪为孟子之闻知，阳明为濂溪之闻

郎中。承宗谢事，善继亦告归。
”
鹿善继与其父鹿太公（正）的忠肝义胆还表现
在对东林党人及其子弟的帮助上。当时魏忠贤阉党

知，诚千古不易之论，姚江而后，公其嗣响矣。榆

残酷迫害东林党人，士人避之不及，而鹿氏父子却
大施援手毫不畏惧。在“人皆咋舌”的情况下，
“鹿
氏父子不顾一时，义声动天下” 。崇祯元年（
），
鹿善继复起为尚宝卿、迁太常少卿，管光禄寺丞事。
后再次告归田里，以课徒讲学为乐，来学者甚众。
崇祯九年（
年）七月，清兵攻定兴。县
令病，邑绅请鹿善继入城谋划守御。鹿善继本可婉
拒，但他慷慨担承，并说：“年来中原士大夫非望
风而走，则髡发以降，某实耻之！” 遂别鹿太公，
与诸绅赴难，与敌相持六日，城破死之。当是时，
清兵以“刃协降，善继不可，兵怒斫公三刀，复射
一矢而死” ，终年
岁。鹿善继死节事闻于朝，
被追赠大理寺卿，谥“忠节”，并敕建祠祭奉。
鹿善继著述甚丰。计有《四书说约》三十三
卷、《前督师纪略》十六卷、《后督师纪略》十卷、
《认理提纲》一卷、《寻乐大旨》一卷、《车营百八
答》（不分卷）、
《寻声谱》一卷、
《认真草》十五种
二十二卷、《三归草》二卷、《麈谈》一卷、《无欲
斋诗钞》一卷；
《明史 艺文志》著录有《鹿善继文
稿》四卷；今存《鹿忠节公集》二十一卷、《四书
说约》三十三卷，《认真草》、门人陈鋐编次《年
谱》二卷。

二、鹿善继的学术渊源：
“本于余姚，出入朱陆”
鹿氏家学宗主陆王，鹿善继亦宗陆王，而于阳
明学尤为心契。挚友孙奇逢谓其“少以祖父为师，
小章句，薄温饱，读《传习录》，深契之，慨然有
必为圣贤之志” 卷八。

关之行，南门之役，则又武侯所为鞠躬尽瘁，文山
所谓成仁取义者也。
” 卷四盖谓善继为阳明之“嗣
响”真传。
具体说来，鹿善继绍承阳明之学，上及于陆象
山，下及于罗念庵。门人陈鋐《鹿忠节公年谱》谓：
“阳明崛起姚江，直接洙泗嫡传，尼山之奥，因之
以穷；尼山之覆，因之以发。《传习录》一书泄漏
天机尽矣，阳明之后，其道在念庵，念庵之后，其
道在先生。
”又谓鹿善继“平生无书不读，而更深
心于语录，尝欲纂诸儒论著，汇为一书，而未竟
也。所已抄者，阳明二册，象山一册，念庵二册，
盖先生所北面者阳明也，所比肩者，象山、念庵
也。
” 卷下可见，鹿氏之学是承接罗念庵而得以成
为晚明王学重要一脉的。
罗念庵（
—
），名洪先，字达夫，江
西吉水县人。大体罗氏之学早期倡致虚主静说，有
试图调和朱、陆，以纠正阳明后学之极端的倾向；
中期主良知现成说，倾心于王龙溪，并作《冬游记》
记述了他于壬辰岁（
）冬与王龙溪在南京交游
后心路变化的历程；后期则专意于良知归寂说，聂
双江对他此番思想转折颇有影响；晚期则揭经世致
用之旨，倡言：
“儒者之学在经世，以无欲为本。夫
惟无欲，然后用之经世者，智精而力巨。
” 他“五
十前后，睹时事日非，始绝意仕宦，然饥溺由己挞
市引辜之衷，未尝一日不业举也” 附录，如发现其
家乡田赋有许多弊端，便要求官府改革弊政，并收
到了一些成效；见家乡闹饥荒，便移书郡县，得谷
数千石以赈济灾民等等。我们认为，正是念庵晚期
的这种思想与事功对鹿善继影响最为深巨。
另外，鹿善继受泰州学派影响的痕迹也十分明
显。如鹿善继“圣学只在常行中”的观点明显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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艮“百姓日用即道”学旨影响。又如王艮之学不重

十

著述、唯贵心悟、唯重实践的特点对鹿氏亦应有相
当之影响。《定兴县志 乡贤事实》谓鹿氏“一意实

天下万事，皆从心起。不患事不就，但患不
真。真者，心之本体。从来称天下有心人，为其真

践，神常内守，不屑与古今人角同异，滋议论，为
一家言” ，这与泰州学派传统是很接近的。尽管鹿
氏之学也受到泰州学派的影响，但这并不能掩盖鹿

也。真则热，热则遇而即黏，不能秦越视。真则

善继与泰州学派之间存在着的巨大鸿沟。鹿善继基
于强烈的入世情怀和士绅出身，并不能完全认同泰

“有心人”才能具“热”、“耐”的特性，从而热情
任事、愈挫愈坚，挺立起坚卓的人格主体。而这个

他由是而提出了“真者，心之本体”的“心体说”：

耐，耐则挫而益坚，不因迟久灰。 卷十
他认为，正因为“真”是“心之本体”，故而

州学派“百姓日用之学”的平民儒学性格，而是强

心体又“如太虚，应万物而无迹，受万事而不盈，

调应以事功报效君国，这一点与刘宗周是相同的。
士绅之儒与平民之儒的分野，于此亦略可得见。
黄宗羲说鹿善继之学“颇近东林诸子” ，显

即劻勷奠定，冠古烁今，亦加不得一毫意气。从来
大圣贤穷居说个不损，大行说个不加，性分原是如
此。
” 大圣贤之所以“穷居说个不损，大行说个

然是注意到了鹿善继亦受到东林诸儒思想影响。事
实上，鹿氏之学最近东林诸子之处在其躬行实践、

不加”也就是因为其性分中是“真”之心体——
“性”即是“心”，“性体”即是“心体”。

力矫时弊以为世范上，这与东林诸子揭橥朱学徽
帜，试图以儒学力挽世风的精神相契合。但不能因
此认为其学渊源即是程朱。陈鼎将鹿善继列入《东
林列传》并说他“与攀龙、光斗等交，遂得程朱之
每拈程朱大旨教诸生，大要以认理为根，
传，
主敬为本， ” ，是不符合事实的。鹿氏著《认
理提纲》乃是为启示门人路径，并非“以认理为
根”，其学是以阳明学的“良知”“良心”为本，故
“认理为根”
“主敬为本”的说法亦是不合于鹿氏之
学的实际的。
概言之，鹿氏之学源于王阳明——罗念庵一
系，并受到了泰州学派及东林诸儒的影响。卢象升
的说法最为确切：“公之学本于余姚，出入朱陆，
不为一家言，天下称其躬实践。
”

三、鹿善继儒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集中体现鹿善继儒学思想的著作有《四书说
约》、
《认理提纲》、
《寻乐大旨》等，其中《四书说
约》是其最重要的著作。今以《四书说约》为基
础，参稽鹿氏其它著作，将其儒学思想主要内容概
括为如下数端。
（一）心体说
鹿善继自“口舌”之“言”上探究根源，得出
“万法固从心生”的结论。他说：“
‘生心’二字是
悟头寻出言的根源，才照出言的下落。天下大害只
在言上定夺，谁知口舌中偌大干系。夫子不知言，
无以知人，就是杜祸本、塞乱源的本领。不动心，
真少此学问不得，奈何说不得。于言勿求于养心，
气离不了心，知言离不了心，万法固从心生。
” 卷

那么，如何体认心体呢？鹿善继提出了“反之
吾心”的直截办法：
“人自有父母，生时肫然一念，
是人自具之太始，不必从黄虞问古道也。因识天下
人同有父母，生时肫然一念，是天下人同具之太
始，不必按坟典想古风也。以同此心之人每叹人心
之不可知，以为古道之不可见于今日，试反之吾心
可知否？吾自具之太始曾见否？” 卷十此法之所以
是可行的，是因为“天下人同有父母”，故“同具
太始”，只消“反之吾心”寻求“吾自具之太始”
便可以了。这样，人心可知，古道亦可见于今日。
鹿善继认为，认识的过程不过是为“心”解蔽的过
程。他这样解释“知”：
“知字原有正解，只在不昧
上论卷二
其心。
”
由是，他进而指出，圣人的“千经
万典”都是“为人心发挥心体” 上论卷二的。
总之，鹿善继的“心体说”乃是其思想学说的
哲学内核，显露出鲜明的王学的印记。其论学、论
知、论做人等等无不以此为前提和根柢。
（二）论学：以“时习”为工夫
鹿善继在《四书说约》中系统论述了以“时
习”为工夫说：
时习是什么事？寻常论学，动以博文约礼为
解，记诵考究便是工夫，却不知博文离不得约礼，
离礼言文便不是学。
只这“时习”章曰说曰乐
曰不愠，此何等滋味！向非于人不见之地，有内省
不疚之功，怎得这样真切，这样超脱，岂是考究记
诵摸得著？此章是孔子自写生面，全重时习。盖本
心难昧，未尝不自修持，只转念易乖，学而易厌，
时习则工夫无间，本体流行，深造自得，欲罢不
能，说可知已。远朋就正一脉道气，何乐可以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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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知不愠，学原为己，非为人知，然名根未
卷十

所说的“学时便是乐时，而这个生活有端倪无文

断，纵强支持，终有愠意，则学便不足色。
他反对“动以博文约礼为解，记诵考究便是工

字”，自情感与心理活动角度对之予以体认的方面
看，在精神实质上与王艮并无本质差别。鹿善继并

夫”来看待“学”的观点，并且对之深恶痛绝，以
“玩物丧志” 上论卷一相责难。这里又表现出其重“心
性之理”（陆王）轻“记诵之学”（程朱）的陆王学

不仅仅从“乐学”角度来认识“孔颜乐处”。“乐

旨。既然“记诵之学”有“玩物丧志”之弊，既然
不能以“记诵考究”作为为学工夫。那么，以何为

学”只是手段，只是修为过程，其指向应该是确立
起一个“我”，从而体认“天命之性”、追求“为圣
为贤”。因之他又借谈《论语 里仁》中“不仁者不
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智者利

工夫呢？——“时习”便是工夫。这里，鹿善继体

仁”章指出：

认入微地层层推展出“时习”工夫的过程：虽然
“本心难昧，未尝不自修持”，但是因为“转念易

以身入世，约在约上弄倒，乐在乐上弄倒。这
境界专能撮弄人，个个都走样了，人自有一个入水

乖”则“学而易厌”，须不间断地下“时习”工夫，

不溺，入火不焚的故物，天命之性是也。此物不

才能取得“本体流行，深造自得，欲罢不能”的效
果。这样才会真正“不亦说乎”，也才能够真正做

失，一心常惺，万境超然，便是孔颜乐处。 上论卷四
体认“天命之性”的“故物”，不可以在形迹

到“乐”和“不愠”。正是由于有这“无间”的“时
习”工夫，“学”则是活泼泼地终身体认之学、实
践之学。可以说，“大学之道”、《四书》的枢机，
无不可在“时习”工夫中讨出分晓。故鹿善继拈出
“时习”以为工夫，深得为学要害。
“时习”无间，则必致“温故而知新”。并且，
这个“时习”的“学”却不只是读有字的书，而更
要深入到人伦日用中去才得其真。用鹿善继的话来
说，“除了接人处事，何处讨本性著落？除了戒惧
慎独，何处讨复性工夫，四子书中总发此理。学不
在人伦上讨实际，要学作甚么用？学者须要输心拚
死向这上面求足色，才不枉称学者。
” 卷十这不但
可见其深于陆王之学的学养积淀，而且于绍述陆王
尤其是阳明学的过程中彰显了自身的特色。
（三）以奋进为乐
“孔颜乐处”是宋明理学一大节目。自周敦颐
以此指示二程，后世儒者无不悉心体认、探求。对
此，鹿善继亦有自己的看法。他以为“孔颜乐处”
便是“乐学”，他讲：
周茂叔语两程寻孔子颜子乐处，乐者，生人之
趣，如其不乐，为圣贤何益！孔子颜子当日原乐，
而其乐处何在？岂没主意的放旷，原有入手著脚的
生活。孔子自谓时习、谓颜子不惰，学时便是乐
时，而这个生活有端倪无文字。 卷十
此处显然是受到了泰州学派的影响。王艮最为
学者所传诵的《乐学歌》云：
“ 乐是乐此学，学
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
学，学便然后乐。乐是学，学是乐。呜呼，天下之
乐，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
” 鹿善继

上求、表象上追，应立足于“我”上的实践和体
认，他于是进而强调“人自有乐，举世皆迷，认得
我时不必寻孔颜问乐，愿学孔子的，已先寻着乐
处。
” 卷十这样，落实在人生体验与社会实践中，鹿
善继便理所当然地提倡“以奋进为乐”。那么这个
“乐”便不能不充溢着勇猛精进的入世豪情。他说：
“当下便是乐地，愿外便惹愁肠。不处富贵，不去
贫贱，岂无人情。只要为做君子，遂不得咬定精
铁，士在当日，原非爱名，并不怕死，只是个方寸
属我，一夫雄于九军。
” 卷十这样，鹿善继以奋发
精进为乐，创造性地对“孔颜乐处”问题做出了积
极解释。联系到晚明危乱的世局，以考量鹿善继
“以奋进为乐”解读“孔颜乐处”，显然具有无法抹
杀的时代所赋予的浓重色彩。
（四）论做人
鹿善继由于践履沉实，躬行不辍，忠正节义，
于做人上并无半点亏缺，故做人之论尤为令人心折。
首先，鹿善继本儒学一贯之旨，指出做人的
“孝弟”是体认“万物一体之本心”的“仁”的着
落，他说：“仁者，万物一体之本心也，人而置一
物于度外，便非为仁。
《论语》发为仁条件种
种，胪列而说，为仁的根本，提出孝弟当头，煞有
深意。
” 上论卷一而所谓“大人本领”也不过只是个
“尽性”、“不失赤子之心” 下孟说约
其次，鹿善继认为做人须有“真榜样触他”，
而“榜样若真，一触便动” 上孟说约。“真榜样”是
谁？——那种“无处不在的圣人”。如何认出圣人
呢？鹿善继点示说：“天地间一处没有圣人，便臭
街烂巷。你只静中观万物，看他位置，其妥当处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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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谁，不止一时尽性，万万世人物都赖当初圣人过

“生心”二字是悟头，寻出言的根源，才照出

活，即圣人既往，圣人制度浸微，而到底有坏不尽
的大纲。
” 中庸卷三此处亦可见鹿氏的王学面目。

言的下落。天下大害只在言上定夺，谁口舌中偌大
干系。夫子不知言，无以知人，就是杜祸本、塞乱

再次，鹿善继认为做人须经过富贵贫贱的关

源的本领。不动心，真少此学问不得，奈何说不

口。他说：“富贵贫贱是身世大关头，超凡入圣，
全在此处”，若“过不得此关，休讲人品” 上论卷四。
继而鹿善继提出“君子一生，只是卑迩”的观点，
做人自当从眼前身下做起，须辩证地看等“高远”

得。于言勿求于养心，气离不了心，知言离不了
心，万法固从心生。 卷十
“不动心”不但如其所说是“做天下事”的“真
实老脚”，并且是其“心体说”之“真实老脚”。
“万

与“卑迩”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真真要有高远

法固从心生”，所以要“不动心”，要做到“不动

之志的，只得把全力交付在庸行上。君子一生，只
是卑迩，便是会登高行远的作家，所谓下学而上达

心”须下“自反”工夫，体认那一点灵明的“良
心”、体认那“万物一体之本心”。故“不动心”说

也。以刑于友爱而顺父母，目前便是高远之实底，

实是“心体”说与实践躬行的重要中间环节。与其

中庸卷三

莫另补高远。
”
第四，鹿善继认为做人须深辨“君子”、“小

说鹿善继的“不动心”说指导了他的亲身实践，毋
宁说“不动心”说是他从亲身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

人”与“狂狷”、“乡愿”。鹿善继极有感触地说：
“人知谁是君子、谁是小人而避就之哉？人岂有知
小人是成我恶、败我美而甘随之者？君子所成所不
成，反觉难亲；小人所成所不成，反觉易入，故自
远于君子而近小人耳。小人作用，他把美恶来颠倒
一番，使人既便于私情，而复得托于名理，怎不去
从？到此令人深恨那小人。
” 下论卷十二这种“小人”
由于具有极大的迷惑性，故“到此令人深恨”。
“乡
愿”本是小人，但总是披上君子的外衣，其害更
甚。“狂”者与“狷”者一为“中行之神”，一为
“中行之骨”，“去俗俱远，于性俱近” 下论卷十三，故
鹿善继誉“狂狷”而恶“乡愿”：“丈夫举头天外，
此心此理既同，为圣为贤在我，爱的是狂狷，恶的
是乡愿。
” 卷十

的。陈鋐《鹿忠节公年谱》记善继“被谪日，急宣
户部堂司官声如雷动，先生适食于贾公寓坐，客失
色，先生食自若，食毕，徐着衣去。贾公后语启泰
先生曰：当此时，食犹能下咽乎！吾于是觇公不动
心之学矣。
” 可谓是活生生的写照。

四、鹿善继儒学思想的特色：
“躬实践”
（一）躬实践
鹿善继重实践躬行无疑是其儒学思想最主要
的特色。突出表现其儒学思想的躬行特色的是其
“不动心”说、“破惧之学”及报国思想。
“不动心”说
鹿善继在《四书说约》中提出了他的“不动
心”说，以为“不动心”乃是“千古圣贤衣钵”：
做天下事要个不动心，此真实老脚，千古圣贤
衣钵，而不动心要从功夫中得之，说个四十便见由
工夫也。告子先我，先字原不消工夫，若消工夫则
先不得。曾子闻大勇于孔子，只论自反，就是不动
心的主柄，人好勇只是凭气，圣贤却凭理，后边集
义不使行有慊于心，即此意也。 上孟说约

“破惧之学”
鹿善继“破惧之学”实与“不动心”说相表
里。时有名“五修”者请教鹿善继的挚友孙奇逢：
“伯顺先生一段破惧之学是如何？”孙奇逢亦举鹿
氏被谪时不失常度事告诉他：“伯顺曾以发金花银
触神宗，怒遣中使，召入，天威不测，时伯顺在贾
孔澜寓，饮食起居不失常度，总像平时见得分明，
故临时不致错乱，惧是非，惧风波，惧利害，以至
患难死生之际，有一毫疚心愧色，便不得无忧无
惧，真正豪杰从战兢惕励中来，能戒慎恐惧，才能
破惧；到得能破惧时，则喜怒哀乐亦无不甚不中节
处。
” 孙奇逢指出 “真正豪杰从战兢惕励中来，
能戒慎恐惧，才能破惧；到得能破惧时，则喜怒哀
乐亦无不甚不中节处。
”这无疑是鹿善继长期修养
历练，躬行实践的结果。
报国思想
鹿善继生逢晚明世局危乱时，他禀儒者强烈的
担当意识、用世精神，而投入到政治生活当中。天
启三年（
），鹿善继正在孙承宗幕中，随其督
师辽东。他在《答满愫丹》的书信中表达他的“报
国思想”说：“吾人生天地之间第一等愿，要报国
家，而报国家又全在安危存亡之际。
妒者喙长
三尺，只为大英雄洗发精神耳。
” 这正体现了鹿
氏“以明德为头脑，以天下国家为着落，以诚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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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柄，诚意只是慎独，此外无学也”

被忽略的晚明王学重镇：鹿善继及其儒学思想初论
上论卷一

的学旨。

论学，动以博文为解，记诵考究便是工夫，却不知

突出体现了其儒学思想的“躬实践”特色。
鹿善继儒学思想“躬实践”特色的形成，约略

博文离不得约礼，离礼言文便不是学，
说德说
性说天命，不似说心更易醒人，而又恐人据当下之

说来有这样四个原因。一是鹿氏家学、家风皆笃实

人心以为心，故又曰良心，又曰本心。本心乃性

而敢于任事，这使得鹿善继自幼便以节义自期、以
躬行自励；二是王学末流的空谈心性而疏于任事之

也，乃德也，故虞廷不能不以人心为心，而必曰道
心，政见人之所自以为心，多非本心，须用精一，

弊积累已深，鹿善继深以为耻；三是明代兴起的重
视伦理生活实践，高扬道德主体性的思潮，到了晚

乃执厥中。
” 上论卷一
但在儒学作为“为道”之学的更宏观层面，鹿

明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由伦理生活的实践转型

善继对朱子却是肯定的。他认为“朱、陆未尝不

为个体日用生活的实践，另一方面由德性实践转型
为社会政治生活的实践。 鹿善继受启于泰州学派
“百姓日用之学”的重实践传统，复如黄宗羲在《明

同”，并且朱、陆相辅相成，对孔子之道有互相发
明的同赞之功，二者都值得崇信。尤其是“妙在有
陆而朱乃不偏，孔子之道大明于天下” 下孟说约之论，

儒学案》中说鹿善继之学颇近于以注重社会政治生
活实践即所谓“经世”之学的东林诸子，可见他是

揭示出了正是由于对立学派的存在才促进了学术
的发展，允称卓见。

深受这种实践转型影响的；四是明廷政局、世局的
危亡与糜烂也大大地激发出作为儒者的鹿善继的
责任感与使命感，从而使其全身心投入政治与道德
的实践中，并将之与自己的思想学说高度融为一
体。志节、事功两不分离，学术、功业两不分离，
在实践中出色地继承和发扬了阳明的“知行合一”
学旨。
（二）学派超越性
鹿善继所受之家学为陆王之学，他也自谓与王
学最合符契。另据《清史列传》载：“孙奇逢守程
朱甚笃，自鹿善继诱以文成讲习，遂复异趣。尝邀
讲学诸人结会，每一会静坐七昼夜，验心学。
”
其醉心王学如此。如前文所揭，其王学面目昭昭
然。然而，鹿善继并未因此陷入狭隘的学派攻讦中
去。而是表现出相当的学派超越性。
鹿善继对朱学既有批评又有肯定。他在《四书
说约》中便对朱熹的《四书集注》颇有批评、驳
正。如《论语》“棘子成曰”章，鹿善继深入论析
“文、质”关系，对朱注驳正道：
“文质原是离不得
的，离质而文不成个文，不止害质；离文而质，不
成个质，不止害文。不离者文质之本体，强离者世
人之意见。所谓合则双美，离则两伤者也。当时文
胜，故子成之说君子存质去文，其意亦好，特未识
文质之本体。依他说时，亦自有病。文犹质也，文
是质之文，非质无由生文；质犹文也，质是文之
质，非文无由见质。子贡之说是彬彬之旨，何云
‘胥失’？” 下论卷十二而在具体学术路向上，鹿善继
重“心性之学”轻“记诵之学”，显然是高度认同
王学的，因而对朱学亦有所批评。如他说：“寻常

孙奇逢说：
“伯顺生平极服膺《朱子晚年定论》，
谓王子为朱子功臣，又何有朱、陆之异而约之不合
一哉。
” 序认为这正是鹿氏代表性著作《四书说约》
的主旨。可见，鹿善继宗王学亦认同朱学的学派超
越性，正是基于其儒学思想的“躬实践”特色，基
于其对儒学真精神的把握，基于其对儒学作为“为
道之学”的宏观认识。这样，我们便不难理解，何
以在实践过程中与主程朱的学者（如东林诸儒）过
从甚密了。
（三）重实学
鹿善继反对空谈心性，主张不能将学业、事功
分作二事，故其极重实学，这方面也是鹿氏之学“颇
近东林诸子”之处。
自孟子倡“王政”之说以来，儒者轻贱功利、
耻谈富强。鹿善继一反这种正宗儒学传统，毅然提
出了“儒学不黜富强”说，认为“保民者以忍人之
心，行不忍人之政。不越富教二字，仲尼嫡传，非
黜富强也，乃所以富强也。
” 上孟说约他认为财政是
国家的根本，国家由困穷而转为富强，理财是关
键。他说：
大约天下财力，有不足之处，必有有余之处，
此造化自然之数，从来经国者，每于财殚兵敝之
余，略施斡理，转为富强，政以有余之处自在，特
俟人措手耳。
问题在于“俟人措手耳”，实在是一个干还是
不干以及如何取得实功、实利、实效的问题。
鹿著《认真草》尝载其《辽饷召商议》 一
文，充分显示了他明于世情的事务性能力。他认
为，解决辽饷问题，采用“召商”的经济手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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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与民交有利无害”，而采用“派买”的办法则官

《传习录》一书泄漏天机尽矣，阳明之后，其道在

与民交大不利“病天下”。他觉察到，采用市场经
济的手段解决辽东边事所需米豆，成本低而效率

念庵，念庵之后，其道在先生。念庵之于《传习
录》也，奔假而手抄之；先生之于《传习录》，索

高，不须“藉手于官”便能达到目的。应该说，这

之侍御公按吴时，洞见源本，身体力行，庶几光大

是个可以实现民、商、国家“多赢”的好办法。相
形之下州县“派买”之弊，
“虽圣人不能救也” 。

阳明而不第绍述之已也。假令阳明南面而享天下之
崇极如文庙比，则二先生享如颜曾比，而龙溪、绪

当国家多事之秋，鹿善继重实学的思想是有着
重要现实价值的。他将学业、事功高度结合，不但

山诸君子应退处其下尔。 卷下
在陈鋐等门弟子看来，鹿善继通过罗念庵直绍阳

合于阳明学旨，更把握了儒家用世的真精神，体现

明之道，
“光大阳明”，实大有功于王学，故在王学阵

了儒学与时偕行的强大生命力。因此，可以说明清
之际兴起的经世实学思潮，鹿善继实有力焉。

营中的地位应当高于王龙溪与钱绪山诸人。
参考文献

鹿善继承家学而绍述弘扬王学，躬行实践，以
阳明学旨教授燕南子弟，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虽无材料证明其与王阳明有直接的传承关系，
但就其把握王学精髓，服膺阳明、念庵而言，谓之
传阳明学脉于北方，是晚明北方王学的一个重镇，
殆无可疑。诚如方苞所云：
“自明之季以至于今，燕
南、河北、关西之学者能自竖立，而以志节事功振
拔于一时，大抵闻阳明氏之风而兴起者也。
” 卷八颜
元论曰：“高阳相公与太常鹿先生、征君孙先生三
君子，讲学论道，树帜河北，呜呼，盛哉！江村、
夏峰俱得佳弟子阐法于后， ” 李塨在《颜习
斋先生年谱》中亦记云：
“善继讲学，宗王守仁，而
躬行切实过之。
” 孙奇逢也说：
“接陆子静之传者，
实惟阳明。鹿伯顺亦自谓读《传习录》而有得也，
则接阳明之传者，实惟伯顺。
” 因此，弟子陈鋐对
鹿善继死节后朝廷的封赠仍觉遗憾。他认为鹿善继
在学术与道统上的地位没有得到更好的确认。他说：
鋐犹有憾之者，何阳明崛起姚江，直接洙泗嫡
传，尼山之奥，因之以穷；尼山之覆，因之以发。

明史 卷二百六十七 《鹿善继传》

北京 中华书局

陈鋐 鹿忠节公年谱 卷上
畿辅丛书本
黄宗羲 明儒学案
北京 中华书局
鹿传霖 定兴鹿氏二续谱 卷十三
刻本

清光绪二十三年

念庵集 卷十一 《困辨录序》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陈寒鸣 刘宗周与晚明儒学
《中华文化论坛》
鹿善继 四书说约 上论卷三
清道光二十四年刻本
王艮 心斋先生全集 卷一
明陈履祥序刊本
孙奇逢 夏峰集 卷一 《语录》
清道光二十五年大梁书
院重刊本
鹿善继 鹿忠节公集 卷二十一
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
朱汉民 宋明理学通论——一种文化学的诠释
湖南
教育出版社
清史列传 卷六十六 《儒林上》
北京 中华书局
鹿善继 认真草（四）
上海 商务印书馆，
颜元 颜元集 下
北京 中华书局
李塨 颜习斋先生年谱 卷下
上海 商务印书馆
孙奇逢 夏峰先生集 卷十三 《语录》
书局

北京 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