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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在北宋五子儒学本体论建构中的意义
赵中国
（山东大学 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

摘 要
北宋儒学复兴是中国传统儒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北宋儒学复兴之所以能
够圆满完成，根本原因在于北宋五子成功的儒学本体论建构。易学在儒学本体论的建构过程
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北宋五子多是通过阐述易学命题和拓展易学论域进行本体论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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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儒学复兴是中国传统儒学发展史中的一
件盛事，它无论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来说，还是对于
中国传统文化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北宋
儒学复兴的重要性在于传统儒学发展至此获得了一
种理论视域的转换，这一转换就是儒学从宇宙论观
照下的生活实然的儒学，转化成本体论高度下的“极
高明而道中庸”的儒学。儒学的价值观没有改变，儒
学的社会和生活意义没有改变，但不同的是宇宙论
高度转换成本体论的高度。在这一理论高度的转换
中，北宋五子即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兄
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易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
在汉唐时期，主流的天道观是神秘天命观及其
统摄之下的太极元气说。太极元气以及阴阳造化虽
然可以解释天道运行的一部分现象，但是它并不是
汉唐时期天道观的全部内容，它的上面还有神秘的
天命，儒者面对万事万物，通常会理性地用元气以
及阴阳造化来解释，但是儒者的终极关怀，还是来
自于神秘的天命。①这种理性和神秘的双重性，造
成了天道最终无法必然地呈现于、内在于人之生
命。人能够解释一部分自然现象，但是人最终还要
听命于神秘的“天命”，神秘的天命是外在于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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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面对它只有诚惶诚恐，而无法获得最终的超
越、解脱和自由。正因为理性知识和神秘天命结合
在一起，西汉著名儒者董仲舒虽然建构了精致的阴
阳五行体系，但是阴阳五行还是天之喜怒的工具。
正因为神秘天命无法内在于人，唐代著名儒者韩愈
面对它才会有了极大的困惑：“未知夫天竟如何？
命竟如何？由乎人哉？不由乎人哉？” 但是，到
了宋代，在佛道二教的刺激下，在佛教已经用“诸
法皆空”、道家道教已经用“无”和“自然”消解
了神秘天命观的情况下，北宋时期杰出的大儒们，
通过自己的深思、体贴和理论建构，超越了传统的
神秘天命观，同时也成功应对了佛道二教“空”
“无”思想的挑战。
宋代大儒们的理论体系，虽然还结合着元气，
结合着阴阳造化来讲宇宙论，来讲自然哲学，但是
神秘的天命观却被本体论超越了。周敦颐用乾元与
诚替换了它；邵雍用先天本体越过了它；张载用具
有虚神之性的气取代了它；二程用庄严的天理代替
了它。神秘天命观被本体论成功地超越，一方面因
为本体的实在性保证了儒者生存世界和儒家价值
观的实在性，从而成功应对了佛道二教的“空”
“无”思想，另一方面标志着天道从外在到内在，
从神秘到理性的转换。这一转换的意义极为重大。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四十七批面上资助项目“易学发展与儒学本体论建构——以北宋儒学

）的阶段性成果
－），男，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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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五子的视野中，天命虽然依然还是“命令”，

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
（自注云：无欲故静。
）

但这种命令不是人格神的高高在上无可捉摸之命
令，而是天命之谓性的道德理性之命令，儒者只需

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
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 这里表达的意思，

要听从自己的道德理性，顺性而行、顺理而行，在

人之应然是“中正仁义，而主静”，但此应然从哪

生活中实实在在地道德践履，纯熟之后，豁然贯
通，就能够体证天道、体证“天命”，如此，儒者

里来？周敦颐认为是“圣人定之”。那么圣人又依
凭什么而定之呢？周敦颐在此语焉不详。我们认

的生存状态就从诚惶诚恐地受命于外在，而转化成
真诚道德实践下的内在超越。这是儒学的进一步发

为，最终依据很可能还是传统的神秘天命观，圣人
凭“天命”而定“中正仁义，而主静”。

展，这是儒者人格的进一步成熟。儒者面对天地之

但在《通书》中，周敦颐彻底超越了神秘的天

大化流行，自我激励，孜孜不倦，挺立德性，积累
德行，与万物一体，与万民一体，与天地参！而所
有这一切生存状态的实在性都表现出与佛道二教
“空”“无”思想的不同，这一方面复兴和发展了儒
学理论，坚持了传统儒家的价值观和理想追求，另
一方面恢复了儒学在传统社会中的主流地位。而在
这种理论视域的转换过程中，北宋五子居功甚伟！
易学居功甚伟！

二
周敦颐的理论建构和易学紧密相关。
《太极图》
与《太极图说》直接属于易学，《通书》中基本理
论的形成也和易学完全相关。在《太极图说》中，
周敦颐对神秘天命观及其统摄下的宇宙论还没有
彻底超越。
《太极图说》谓：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
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
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
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
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
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
凝。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二气交感，化生万
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这一段，看似是
一种宇宙论的讲法，仿佛是在说明宇宙从无极太极
到阴阳、五行以及万物的生化过程，但是，无极并
不能仅仅理解为太极之先的存在阶段。事实上，五
行是阴阳的体现，阴阳是太极的体现，无极则是太
极自身的本质属性之一，所以说“太极，本无极
也”，所以朱熹才以“无形而有理”解释“无极而
太极”，这都说明了《太极图说》还具有本体论的
意蕴。因此，总的来说，《太极图说》既有宇宙论
的意蕴，也有本体论的意蕴。同时，《太极图说》
中，还有神秘天命观的痕迹，周敦颐说：“万物生
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
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

命观，彻底超越了宇宙论，明确了“诚本论”。诚
在《通书》的视野中，不但是圣人之本，人道之本，
更是天道之本。周敦颐说：
“诚者，圣人之本。
”
“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静
无而动有，至正而明达也。五常、百行，非诚，非
也，邪暗塞也。故诚则无事矣。至易而行难。果而
确，无难焉。故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
焉’
。
”
这是在阐明诚为人道之本，为人之生命
的本体。而在论证诚不仅是人道之本，而且也是天
道之本的时候，诚就是在易学的框架中展开的：
诚者，圣人之本。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
之源也。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
至善者也。故曰：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
诚之者性也。
”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
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周敦颐认为，诚有“源”，有“立”，也就是有
其本源，有其挺立呈现，而其从本源到挺立呈现的
过程，就是“道”的过程，就是“乾元”作为本体
赋予万物性命、生化万物的过程，因为诚贯穿着、
表现着乾元道体的全过程，因此可以说，诚就是乾
元，乾元就是诚，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形容乾之四
德的“元、亨、利、贞”，才可以说是“诚之通”、
“诚之复”。所以周敦颐的诚本论，也就是“乾元”
本论。同时很明显的是，周敦颐也正是通过对“乾
元”在宇宙全体大化流行中本体地位的确立，通过
对诚能够全体彰显“乾元”之德性，才同时使诚超
越了人道之本，而成为宇宙全体的本体。显而易
见，易学在周敦颐本体论建构过程中，具有基础性
的地位。没有易学，就没有周敦颐的本体论。

三
邵雍易学哲学是易学史中的一朵奇葩。其易学
哲学包括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本体论、象数哲学和
人生哲学，其中本体论和象数哲学与传统易学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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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就邵雍本体论而言，本体在不同语境中被称

人类社会的一些现象，这是邵雍在象数哲学原理基

为道、太极与神、心、先天。当称本体为道时，是
着眼于道为天地万物之存在和发展的根据而言，如

础上试图论述宇宙和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的努力，
这种努力的结果，促成了邵雍宏大而系统的自然哲

邵雍说：
“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
人由道而行。天地人物则异也，其于由道一也” ；
当称本体为太极与神时，是着眼于用太极强调本体

学和历史哲学。邵雍的自然哲学在传统文化中属于
自然天道观，而这一论域因为传统儒学有求知人而
不求知天的倾向，导致了自然天道观论域不如道家

相对于事物具体性的超越性，用神强调本体生化万
物的妙用，如邵雍说：
“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

道教发达的结果。这种局面在儒学主流地位被挑战
情况下必然进一步凸显儒学的劣势，所以儒学的复

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太极不动，

兴不但需要复兴儒学的人事论域，也需要复兴儒学

性也。发则神，神则数，数则象，象则器，器之变
复归于神也” 卷十四；当称本体为心时，是着眼于强

的天道论域，而天道论域既包括本体论意义上的天
道，也包括自然天道观意义上的天道。对于本体论

调本体不但具有客观性，而且具有主观性，从而保

意义上的天道而言，北宋五子可以说都有自己成功

证了终极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如邵雍说：“心为太
极，又曰道为太极” 卷十四，“身生天地后，心在天

的理论建构，对于自然天道观意义上的天道而言，
只有邵雍在象数哲学，在易学的视域下建构的最为

地前。天地自我出，自余何足言” ；当称本体为
先天时，是着眼于强调形上本体有别于后天之事
迹、形迹，如邵雍说：“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
学，迹也” 卷十三。通过对道、太极与神、心、先
天的共同阐释，邵雍建构了自己的本体论。
邵雍本体论中太极和神具有重要的意义，本体
虽然不离于具体的事物，即在事物之中发挥着生化
万事万物的作用，但是本体相对于各个事物的具体
性而具有超越性，而此超越性用太极之“一”来形
容最为贴切，同时，虽然本体为“一”，但此“一”
作为本体发挥着生化万物的无穷妙用，这无穷的妙
用不即是事物变化之妙，不即是阴阳造化之妙，而
是本体之妙，是事物变化之妙和阴阳造化之妙之所
以然的“妙”，这就是神。太极和神共同描述了本
体之超越性和生化万物的无穷妙用，由此可见这两
个概念在邵雍本体论中的重要意义，而太极和神正
是继承并发挥了《易传》有关太极和神的思想。这
是易学在邵雍本体论中的体现。
如果说邵雍本体论的重要部分受到了易学的
影响，那么邵雍象数哲学全体可谓都是在易学论域
中建构完成的。邵雍象数哲学虽然超越了传统易学
的注经形式和占验形式，但是它并没有超越易学的
论域。邵雍对《易传》中“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
象，四象生八卦”这一表述作了创造性诠释，以
“一分为二”法重新解释了从阴阳二爻到四象、八
卦以及六十四卦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系列
《先天图》，这是邵雍象数哲学探究易之本源、探究
一阴一阳之道的方面。邵雍以《先天图》为基础把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统摄起来，并试图解释自然界和

宏大、系统和成功。这是邵雍的贡献，也是象数易
学的贡献。

四
张载的理论体系简称为“气学”，他的气学既
包括本体论，也包括宇宙论；他的本体论分析用
“气”这一核心概念解释了太虚和万物，他的宇宙
论则在本体论分析的基础上对太虚、气、万物如何
运化进行了深度论述；他的宇宙论以本体论为基
础，本体论因宇宙论而充实，张载气学总体上呈现
出本体论和宇宙论圆融结合的特征。张载否认佛道
二教“空”
“无”的核心思想，而认为“太虚即气”，
是气贯穿着仿佛虚无但却实实在在的太虚和万物，
从而确立了天地万物的实存性，又通过阐发天地之
性的湛一、清通、神妙和遍体，最终从本体的高度
论证了儒家价值观的实存性。这是张载气学的伟大
贡献。到此为止，张载的本体论似乎与易学关系不
大，他仿佛只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在应对佛道二
教挑战的前提下，继承了传统自然知识中的概念
“太虚”和传统宇宙论中的概念“气”，并创造性地
结合在了一起。但是，这种气学一旦详细化，一旦
进入了生动的宇宙生化的过程，易学概念和思想立
即就成了张载理论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主要体
现在对“神”、
“感”的发挥，和立足于易学阴阳观
念而升华出的“一物两体”的思想上。
张载把万事万物的存在归结为气，但是万物是
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这种千差万别是如何造成
的，是如何运化着呢？其次，太虚虽然终究也是
气，但是太虚“无象”，和一般“可象”的气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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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区别的，那么，太虚和气之间的聚聚散散，

题。总之可以说，张载是在易学的视野下，深化其

又是何以成为可能的呢？一言以蔽之，太虚、气、
万物，是如何运化着的呢？这是较为具体的宇宙论

气学的。

五

问题，张载对它们的解决，就是依靠了“神”、
“感”
这两个概念，和“一物两体”这一思想。张载认为：
“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
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
”
也就是说，太虚、气、万物之间的聚散变化，有
“不得已而然”之势，事实上，这种不得已而然之
势，就是“神”和“感”。太虚清通无碍，“无碍
故神” ，事实上，虚和神都是气之本性，太虚
因为清通神妙，必然能够遍体遍感万事万物，“无
所不感者虚也，感即合也，咸也。以万物本一，故
一能合异；以其能合异，故谓之感；若非有异则
这是着眼于太虚而言的太虚之“神”
无合。
”
“感”，因为太虚的神和感，太虚不会仅仅停留在自
身，而必然和气、万物构成一种生生不息的转化。
事实上，虽然太虚聚而为气、为万物，但太虚之
“神”“感”作为“性”依然存在于气和万物之中，
或者说，如果着眼于“气”的话，气之“性”本来
也具有“虚”、
“神”、
“感”的特征，并且同时因为
“有象斯有对”，“无无阴阳者” ，阴阳两端互相
感应，所以宇宙的气化过程，也就是絪缊无穷、交
感不息的过程，这就是“天性，乾坤、阴阳也，二
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万物，所受虽不
同，皆无须臾之不感，所谓性即天道也”。 宇宙
生生不息的过程，就是“一物两体”交感不息的过
程，所谓的“一”，一于气、一于虚、一于神，所
谓的“两体”，就是基于“一”而产生的阴阳两端。
天地万物各个差别，有对立，有感应，但是从气
看，从本性之虚、神看，天地万物又具有同一性。
这就是张载的本体宇宙论。其中的“神”和“感”，
明显继承并发挥了《周易》中“神也者，妙万物
而为言者也”（
《周易 说卦传》
），“阴阳不测之谓
神”
（
《周易 系辞上》
），
“神无方而易无体”
（
《周易
系辞上》
），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
《周易 系辞上》
），
“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
感应以相与。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
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
《周易 咸 彖》
）等命题的思想，其中的“一物两
体” 的观念，则继承并发挥了《周易》“刚柔相
摩”，“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 系辞上》）的命

二程的卓越贡献在于对“天理”的突出和强
调，在于理本论的成功建构。与周敦颐、邵雍和张
载相比，二程不通过中间概念和环节，直接把儒家
价值观作为天理而本体化，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
代表着北宋儒学的发展臻至成熟，代表着北宋儒学
复兴的成功。
程颢和程颐在本体论建构的具体进路上有所
区别，但是他们的理论建构都和易学有很大关系。
程颢说：“
《系辞》曰：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
‘一阴一阳之谓道。
’阴阳亦
者谓之器。
’ 又曰：
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
元来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识之也。
”
这是继承
了传统易学的形上形下之辨和道器观，而道也即天
道，同时，程颢又创造性地提出“天者理也” ，
那么道器观视野下的道本论，就蕴含着理本论的意
义。当然，程颢还没有明确地通过理物之辨来论证
理本论，但是通过“天者理也”的阐述，道本论的
确已经蕴含了理本论的意义。如果再联系到“万物
皆有理，顺之则易，逆之则难，各循其理，何劳于
己力哉”的说法
，那么可以说，理本论的意义
更加明显。
事实上，在程颐这里，有了非常明确的理本
论。程颐理本论建构起源于他的形上追问，他说：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为两段事。洒扫应对是
其然，必有所以然。
”
通过对“然”和“所以
然”的辨析，呈现出一本体论的思维框架：即当下
生活世界中的现象，以及其背后的本体。在《周易
程氏传》中，程颐在“然”与“所以然”之辨的基
础上，通过理象之辨，更是升华出了理本论的经典
命题：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
显微无间。
”
宇宙的存在有体有用，体为理，用
为事物现象，体用有别，但是并不分离。这一本体
论的思想，影响了其后近千年的中国传统儒学思想
界。而非常显然的是，无论对于程颢来说，还是对
于程颐来说，他们的本体论建构，都是在易学框架
内，或者是通过易学而得到升华、提炼。事实上，
就程颐来说，不但其本体论和易学紧密相关，而且
下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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