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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道”和“德”是老子哲学中两个最基本的范畴。“道”具有本源性、自然性、虚
无性、整体性、无私性、回复性以及实践性等基本特性。“德”是指事物由“道”所获得的本
性与禀赋或依“道”而行所表现出来的样态。道和德既相互区别又彼此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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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和“德”是老子哲学中最基本的范畴。
“道”具有本源性、自然性、虚无性、整体性、无
私性、回复性以及实践性等基本特性。“德”是指
事物由“道”所获得的本性、禀赋或依道而行所表
现出来的样态。“道”和“德”既相互区别又彼此
联系。

一、老子之道
（一）“道”的多重含义
“道”是中国哲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
“道”
的最初意义是指人行走的道路，后引申为真理、道
理、秩序、规则、道德、正义、学说、言说、方
向、方法、疏通、引导等多重含义。把“道”作为
哲学的最高范畴始于老子，老子是第一个赋予“道”
本体论意义的人，它标志着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水
平达到了新的高度。
在《老子》 中，“道”字出现
次，在不同
的章节具有不同的含义，主要有：
作为世界本源或根据的“道”。道是宇宙万
物生成的本原和变化的动力，所谓“有物混成，先
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
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第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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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
章），“道者万物之奥”（第
章）、“渊兮似万
物之宗”（第 章）等。
作为事物本性或规律的“道”。道是宇宙万
物生成变化的规律，可以是“天道”、
“人道”或道
家意义上的“圣人之道”。如“不闚牖，见天道”
（第
章），“功遂身退，天之道”（第 章），“天
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
奉有馀。
”（第
章）“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
道，为而不争”（第 章）等。
作为社会规范或准则的“道”。如“天下有
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第
章），
“大道废，有仁义”（第 章），
“失道而后德
道之华而愚之始”（第 章）等。
作为“道理”或“方法”的道。如“长生
久视之道”（第 章）。
作为“道路”的“道”。如“使我介然有知，
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径”（第
章）。这里的“大道”本意是指天下正道，但其
表面的词义是指“道路”。
作为“言说”的“道”。如“道可道，非常
道”
（第 章），即可以言说的道就不是恒常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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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把作为本源和根据、本性和规律、规
范和准则的“道”作为研究对象。
（二）本体之“道”的基本特性

法自然”（第

章），“莫之命而常自然”（第

章），“辅万物之自然”（第
章）。《老子》中的
“自然”大都是指事物自然而然、本来如此、天然

概括起来，老子之“道”具有本源性、自然

如此的状态。海德格尔曾指出，在古希腊的词源

性、虚无性、实存性、整体性、无私性、回复性以
及实践性等主要特性。
本源性。道既是宇宙之初原始混沌而虚无
的状态，也是天地万物乃至整个世界的本体根据和

中，
“自然”一词指“涌现的无蔽的状态”，即自然
是事物的自然而然的涌现，这和老子认为自然是事
物的内在本性多有相似之处。道是一种不依赖于任
何他物的自我规定性，道是自然的也是自由的，每

终极归宿。老子最经典的论述是：“有物混成，先

一事物遵循各自的源于道的本质自由地存在和发

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
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第
章）

展。所以老子特别强调事物的“自宾”、“自均”、
“自化”、
“自定”、
“自正”、
“自富”、
“自朴”，诸如
民莫之令而自均”（第
章），
“万物将自宾。
（第 章），
“我无
“万物将自化。 天下将自定”
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

有一个浑然而成的物体，先于天地而存在，无声无
形，独立长存，循环运行而永无休止，可以作为天
地万物的根源，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勉强叫它为
章），道是“万
道。再如“道者万物之奥”（第
“天地根”（第 章）等。
“道”
物之宗”（第 章）、
创生万物且使万物得到畜养和培育，所谓“道生
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
章），即
道是统一的整体，统一的整体产生阴阳之气，阴阳
二气交流生成阴、阳、和三气，这三气再繁衍万
物。再如“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
毒之、养之、覆之”（第
章）等，都说明道是世
界存在以及发展的根源。任何地方都有道，它周遍
万物，像泛滥的河水一样广泛流行、无所不在，所
谓“大道氾兮，其可左右”（第
章）。而且“道”
是永远自足圆满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
章），“用之不勤”（第 章）、“用之或不盈”（第
章）、“用之不足既”（第
章）。道是天地万物的
终极归宿，所谓“反者，道之动”（第 章）、
“万
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第
章）。总之，道不是具体的物，而是创生万物且
周遍万物的形上本体，道对物有决定性和超越性，
但道和物又相互依存、相即不离。
“道”本体论和西方本体论不同，它不是现象
和本质的关系，本体不是实体，只是根本、本原，
是一种生成关系。从时间上看，道生万物，道先在
于万物；从本体上看，道主万物，道内在于万物。
后者更为根本。严格说来，道和物并不存在时间上
的先后，因为道和物是不可分的，是既先在又同在
的关系。
自然性。道就是自然，道性即自然性。在
《老子》中，“自然”一词共出现 次：“百姓皆谓
我自然”（第 章），
“希言自然”（第 章），
“道

我无欲而民自朴”（第 章）等。
虚无性。道的虚无性，既指“道”的概念
本身的虚构性，也指虚构的“道”在特性上的虚无
性，我们只探讨道的虚无性。
老子强调道的虚无性、超验性。道不是具体事
物，不能被人的感官所感知，老子用了很多支离破
碎、扑朔迷离、晦涩难懂的术语来描述道的性质、
样态，如“寂兮寥兮”（第 章）、
“道之出口，淡
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
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
既”（第
兮， 恍兮惚兮， 窈兮冥兮”
（第 章），
“视
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
微。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
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
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
”
（第 章）“天下皆
谓我道大，似不肖”（第
章），即天下都认为道
太大了，似乎什么都不像。道也不能被语言来完整
的表达，如“道可道，非常道”（第 章）、“道常
无名”（第 章）、
“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
颣。
道隐无名”（第 章）等。有时老子直接
用“无”、“玄”等来表述“道”，如“天下万物生
于有，有生于无”（第
章），
“无名天地之始，有
名万物之母。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第 章），即“无”是天地
万物的起源，“有”是天地万物的母体，此两者同
一来源而名称不同，都可以称之为神奇，神奇之中
还有神奇，是一切奥妙的由来。有时老子用“虚
空”来说明“道”，如“道冲而用之或不盈”（第
章），即道体虚空但作用却无穷尽。再如老子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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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为“谷神”（第 章），用“谷”来表述道的虚

根有据的，只是俗常之人不能理解和把握而已。

而不实和深邃广远，用“神”来比喻道生万物的神
奇玄妙和绵延不绝。正是道的形而上的特性使其没

整体性。老子的道不仅揭示了宇宙万物的
本源，而且展现了宇宙万物的整体性，世界是一个

有具象的局限和不足，从而具备了创生万物的无尽

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老子用“有物混成”（第
章）来描述“道”的混沌状态，说明道并不是由部
分组合而成的机械存在，而是一个圆满自足的整

活力和周遍万物的无限潜能。
道本身的虚无性也导致了老子“为道”方式的
玄虚神妙，认为道只能靠人的直觉去体悟，如“为
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
章），这种负的、减损的方法是
而无不为”（第

体，相对于现象界的纷乱庞杂，道是无限、永恒、
浑朴的完满和整全。老子说：“天网恢恢，疏而不

老子所推崇的，要达到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才
是最高的境界。老子认为理想的人格形态是神奇的

自然万物是一个有机整体，虽然稀疏但却没有漏
失。老子认为万物都背阴而面阳，是由阴阳二气激

同化即“玄同”，它要求关闭嗜欲的感官、消解锋

荡而成的和谐体，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
章）。总之，在老子看来，世间万物
为和”（第
都是由道统一起来的和谐有机整体。

芒和纷扰、混同尘垢，所谓“塞其兑，闭其门，挫
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第
章）。再如“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
章）的“致虚守静”的功夫，“不出
观复”（第
户，知天下；不闚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
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
（第
章）、“涤除玄览”（第
章）等，都是不假外
求、反观自身的体悟方法。
不过，老子虽然强调道的虚无性，但是既然能
够描述出来，就是一种客观真实的存在，如“道之
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
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
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第
章），这里的“有象”、
“有物”、
“有精”、
“有信”
都表明了道的实存性。类似的表达还有“有物混
成”（第
章）、“无状之状、无物之象”（第
章）、“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第 章）、“湛兮似
或存”（第 章）等。陈鼓应将“其精甚真”解释
为“这最微小的原质是很真实的”，严灵峰认为
“精”就是“
，精力。它绝不是一个空洞
的东西”，陈荣捷将“精”译为“
”，认为
它和
、
以及
是同一意
义上的概念
，无论专家学者对“精”做何解
释，在道是一种真实存在方面都没有异议。
道的超越时空的虚无性成就了其作为万物本
源的无限可能，道的实存性成就了其创生万物的现
实性，这是一种有和无的统一，所谓“无名天地之
始，有名万物之母”（第 章）、
“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第
章）。老子曾说：“吾言甚易知，
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第
章）老子
这个表述是在表明他所说的“道”是真实不虚、有

失”（第

章），网的表达形象描述了无边无际的

老子有时把“道”称为“一”，也说明了道的
章），
整体性。如“圣人抱一，为天下式”（第
即圣人持守着道，作为天下事理的范式。再如“天
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
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第
章），这里的“一”也是指道，傅佩荣则把“一”
解释为整合，认为“每样东西都得到‘一’的话，
自己就会整合起来。 整合才可能发挥适当作用，
一旦分裂，作用就不见了”
。即天、地、神、
谷、万物和侯王，应该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才能发
挥其应有的作用，否则只能造成破坏、带来灾难。
此外，老子也从反面指出了道的整体性，如“大道
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
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第
章），即大道自然
圆满和谐，无须刻意而为，刻意而为之时恰好正是
失去之时，因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
正，我无事而民自富，
我无欲而民自朴”
（第 章）。
无私性。在老子眼里，道无私地周遍世间
万物，没有质量上的区别，所以万物平等，没有高
低贵贱之分。《老子》中没有《庄子》里面关于物
无贵贱的直接具体阐述（如“以道观之，物无贵
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
）
等），老子是通过对得道、
己”（
《庄子 秋水》
行道的圣人的描述来表明道的无私性。老子认为，
体道的圣人使得亲疏、利害、贵贱等失去了区别，
这是天下最尊贵的，所谓“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
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
得而贱，故为天下贵”（第
章）。描述体道圣人
之无私性的表达还有：“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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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

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第 章）、“天之道，利而
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第
章）、
“圣人为
章）、
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第

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

为天

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
”（第
章）即作为
天下所遵循的蹊径，恒久的德就不会离散，由此回
归到婴儿的状态。作为天下人的典范，恒久的德就

“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
弗居”（第 章）等等。反之，有私的人做事往往

不会错失，由此回归到无极的道体。作为天下的山
谷，恒久的德才会充足，由此回归到真朴的状态。

会事与愿违，“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
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馀食赘形。
”（第

在这里，“常德”是指事物由道所获得的本性与禀
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道”的回复性。
在《老子》中，“反”字出现 次。有的是指

章）老子认为，私欲太多是人生最大的祸患，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第 章），
“甚
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第
章），“金玉满堂，
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第 章）。所
以，老子主张祛除欲望，一切归简，圣人会“去
章），其“三宝”为“一
甚，去奢，去泰”（第

相反、对立，如“正言若反”（第
章）。有的是
指道的回复性或循环性，如“反者，道之动”（第
章），即道的运动表现为循环。再如“周行而不
殆， 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第 章），这
里的“大”是指“道”，它循环运动而不止息，至

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第
章），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第 章）。老
子进一步指出，正是体道圣人的无私，最终反而能
成就其“私心”，如“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
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第 章）。
类似的表述还有：“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
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
与之争”（第 章），
“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
有；既以与人，己愈多”（第 章）。
回复性。老子往往用“复”（回复）、“反”
（同“返”
）来说明“道”的回复性。在《老子》中，
“复”字出现
次。有的是“恢复”，如“绝仁弃
章）、“使人复结绳而用之”
义，民复孝慈”（第
（第 章）。有的指“转变”，如“正复为奇，善复
为妖”（第
章）。有的指“补救”，如“学不学，
复众人之所过”
（第 章）。有的指道的“回复性”
或“复返性”，如“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第
章），是指“道”绵绵不绝而不可名状，一切的
运动都将回归于空无一物。
“万物并作，吾以观复。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
命曰常，知常曰明”
（第 章），即万物蓬勃生长，
我看出了往复循环之理，万物变化纷纭，各自回归
其本根，回归本根叫做寂静，寂静叫做回归本然，
回归本然叫做常理，认识常理叫做明道。如“既知
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
用其光，复归其
明，无遗身殃”（第
章），即认识了天地万物，
再返回去持守万物的本源，终身都没有任何危险，
运用智慧的光亮，返回到内在的启明，才不会祸及
自身。再如，
“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大无外且周流不息，周流不息且遥不可及，遥不可
及却能返回本源。与道相连的“德”也具有如此的
特性，如“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
大顺”（第
章），即神奇的德既深奥又悠远，与
万物一起返归于真朴，然后才能达至最大的和顺。
此外，老子的辩证法思想也充分体现了道的回
复性，老子用其说明事物永恒运动发展的规律，这
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类似于否定之否定的三段
论式的“回复”，犹如“大智若愚”的“愚”，指的
是“愚—智—愚”中的第三个阶段的“愚”，只是
好似回到了第一阶段的“愚”，这是一种仿佛向出
发点的回复。类似的表述有“将欲歙之，必固张
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
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第
章），
“明道若昧，进
道若退，夷道若颣。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
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
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第
章），“大成若
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
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第
章），
“为无为，事无
事，味无味”（第 章）等。二是指矛盾双方的相
互依存、相互包含和相互转化，这是《老子》中非
常普遍的思维内容和思维方式，所有的对立面都包
含、依赖着对方且最终不断地相互转化，从事物发
展的过程性上讲，这也是一种必然的“回复”，如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
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
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第 章），“祸兮福
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正复为奇，善复为妖”
（第
章），
“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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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第

章）、“柔

览”（第

年

章）、“致虚极，守静笃”（第

章）、

弱胜刚强”（第
章），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
至坚”（第
章），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
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章），“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
能与之争”（第
难”（第 章）等。

“见素抱朴，少思寡欲”（第
章）等。不过，老
子也承认“道”的深奥难懂、晦涩难为，认为只有

实践性。这里的实践并非辩证唯物主义意
义上的实践，只是一种普通意义上的“用”。日常

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
章）。虽然如此，老
之，不笑不足以为道”（第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问别人你知不知“道”、你行

子还是不无遗憾地感慨说：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不“行”，还有一个词叫“道行”，这些都是非常有
“道”理的词汇，在讲一个实践的问题。老子强调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
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
”（第
章）即我的言论很容易了解，很容易实践，天下人

“道”之作“用”，即“道”之功“用”、“效”用，
章），即道的效用表现
如“弱者，道之用”（第
为柔弱。再如“道冲而用之或不盈”（第 章），即
道体空虚而作用似乎没有极限，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类似的表达还有“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第
章）、
“用之不足既”（第 章）等。老子也强调
“道”之作“为”，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万物”（第
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
章），“唯道善贷且成”（第
章）等。老子哲
学强调“道”之“无为”以及“无为之益”（第
章），从逻辑上讲，“无为”本身也是一种“为”，
不过是无意无心之“为”。何况，老子还十分注重
“处无为之
“为”即实践，如“为无为”（第 章），
事”（第 章），“为天下”（第
章）、“无为而无
不为”（第
章、 章），“为无为，事无事，味
章）等。再如，“争”与“不争”的
无味”（第
关系，“不争”是无为，“争”是有为，老子认为，
自然的法则是“不争而善胜”（第
章），犹如四
季的依次轮回，自然不会去争也不用争，只需自然
运行即可，人当然也不会去争也不必争，只需去顺
应、去适应就好。做人做事的最高境界应该是“以
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
章）。老子不
仅强调“道”之为，而且还强调“为道”，他认为
道是需要人们积极地去探求和经营的，人们应知
“道”、践“道”、合“道”，如“从事于道者，道者
同于道”
（第 章）、
“古之善为道者”
（第 章）、
“坐进此道”（第
章）、“以道佐人”（第
章）
等，正所谓“孔德之容，惟道是从”（第
章）。
老子强调的“为道”方法主要有：
“为道日损”（第
章）、“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分，和
其光，同其尘”（第 章）、
“虚其心，实其腹；弱
其志，强其骨”（第 章）、“专气致柔”、“涤除玄

上等资质的人才能理解和践行，中等资质的人会将
信将疑，而下等资质的人会轻蔑嘲笑，不被这种人
嘲笑反而不足以称为“道”，所谓“上士闻道，勤

却不能明白，也不能实践，言论有宗旨，行事有根
据，正是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不了解我，能
够了解我的人很少，能取法我的很难得。

二、老子之德
“德”是老子哲学中的基本概念，在《老子》
次，在不同的章节具有不同的
中，
“德”字出现
含义。主要有：
得到、获得
“德”是指事物由“道”所获得的本性与禀赋。
如“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为天
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
为天下谷，常
德乃足，复归于朴”（第
章）。即作为天下所遵
循的蹊径，恒久的德就不会离散，由此回归到婴儿
的状态。作为天下人的典范，恒久的德就不会错
失，由此回归到无极的道体。作为天下的山谷，恒
久的德才会充足，由此回归到真朴的状态。再如，
“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
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
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
”（第
章）即
求道的人就与道相同，修德的人就与德相同，失道
和失德的人就会离道背德。与道相同的人，道也乐
于得到他；与德相同的人，德也乐于得到他；同于
失道失德的人，就会得到失道失德的结果。
品德、品格
这是万物依道而有的表现或样态，是符合“道”
的品德。老子常常用“玄德”、
“孔德”、
“上德”等
“圣人之德”来说明德的道性。老子认为，
“生而不
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第
章、
第 章），即生养万物而不据为己有，化育万物而
不自恃其能，促进万物成长而不去主宰，这就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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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德”即神奇的品德。大德的状态完全随“道”
而为，所谓“孔德之容，惟道是从”（第

章）。

所作为而且有意作为。老子把“德”分为“上德”
和“下德”，“上德”是“道”的体现，是上品之

崇高的德好像低下的山谷，最纯的白好似蒙受了污
垢，广大的德若似不足，刚健的德好似懈怠，质朴

德、无心之德，不着痕迹；而下德背离了道，是下
品之德、有心之德，已经或无心或有意地“着相”

的德好似易变，所谓“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
“含德
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第 章），
之厚，比于赤子”（第
章）。老子强调“不争之
章），认为有德行的人就像持有借据的
德”（第
人那样从容大度，无德行的人就像掌管税收的人那

或“着迹”了。在这个意义上，老子说：“故失道
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
章）即丧失道而后才有德，失去了
之始。
”（第
德而后才有仁，失去了仁而后才有义，失去了义而

样苛刻计较，所谓“有德司契，无德司徹”（第

后才有礼。礼的出现标志着忠信的浇薄，也是祸乱

章）。老子主张“报怨以德”（第
章），“善者，
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

的起始。老子还说：“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
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

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第

章）即善

良的人，我善待他，不善良的人，我也善待他，这
样就可使得人人向善；诚信的人，我信任他；不诚
信的人，我也信任他，这样就可使得人人诚信。
老子强调在德行方面要顺道而为，道之自然无
为是人性应遵循的最高法则。如“善建者不拔，善
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
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
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第
章）。即善于建树的不可拔除，善于抱守的不会
脱落，子孙若能遵行此理就能够世代祭祀不辍。这
种修养用于自身，德行就纯真；用于家庭，德行就
富余；用于乡里，德行就长久；用于治国，德行就
普遍。再者，“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
德，重积德则无不克。
”（第
章）即爱惜精力，
就是早作准备，早作准备就是不断累积德行，不断
累积德行就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夫两不相伤，
故德交归焉。
”（第
章）即神与圣人（有道者）
都不伤人，所以德行都可以复归于民。老子反对智
巧、有为，所谓“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
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
玄德”（第
章）。即以智巧治国是国家的灾祸，
不以智巧治国才是国家的福气，知道这两种治国方
式的优劣，就是治国的法则。
日常的道德规范
这是老子所说的“下德”，或儒家意义上的伦
理道德。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
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
为”（第
章）。即上德的人不自恃其德，所以才
有德，下德的人唯恐失德，所以没有达到德的境
界。上德的人无所作为而且无心作为，下德的人有

（第

章）这里的“仁义”也是指的下德。

三、老子道和德的关系
《老子》又名《道德经》。传统观点认为，上篇
年长沙马王
为《道经》，下篇为《德经》。而
堆出土的帛书《老子》，其中《德经》在前，
《道经》
在后。
年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本《老
子》，则不分道经和德经。无论怎样的分法，也无
论专家在此问题上有怎样的分歧，都是既表明了道
和德的彼此不同，又表现了道和德的内在联系。
一方面，
“道”和“德”相互区别。在《老子》
里，道和德并不是一个层次的概念，如“道生之，
德畜之，物行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
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第
章），王弼注曰：
“物生而后畜，畜而后形，形而后
成。
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
“德者，道之
由之乃得。
” 《管子 心术上》曰：
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职道之精。故德者，得
也；得也者，其谓所得以然也。以无为之谓道，舍
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故言之者不别也。间
之理者，谓其所以舍也。
” 《韩非子 解老》云：
“德者，道之功。
”
这些论述表明，道是本体而
德是运用，德是形上之道的作用和落实到经验界的
表现，它构成事物的内在属性。即道是从本源的意
义上讲的，是万物生长的依据；而德是从具体事物
来讲的，是养育万物的。也可以说，
“
‘道’是指未
经渗入一丝一毫人为的自然状态，
‘德’是指参与
了人为的因素而仍然返回到自然的状态。
”
另一方面，“道”和“德”内在联系。在老子
哲学中，道和德都具有本体论意义，两者都是不可
或缺的，正如侯外庐所言：“老子的‘德’是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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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和‘万物’之间的范畴，是可以当作万物无
限的本源来理解的。
”
除了“道”的本源性和
虚无性这两个更为本体的特性外，道的自然性、整
体性、无私性、回复性以及实践性也是“德”所具

注释：
本文《老子》原文皆引自 魏 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
道德经注》，北京：中华书局，
年版。

备的。
“道”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就叫做“道”，体现
在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上就叫做“德”，道是不
可目视、不可听闻、不可触摸，即不可感知的，但
我们可以从人们的所作所为表现出来的“德”中去
体察“道”，循道而为就是有德，背道而为就是失
德，所以我们会把有德之人称为得道高人，大德的
状态完全随“道”而为，所谓“孔德之容，惟道是
章）。老子一再提到的“孔德”、
“大德”、
从”
（第
“玄德”、“上德”以及“不争之德”等都是指的符
合道的作为所表现出来的“德行”。
总之，老子尊道贵德思想作为“道家伦理思想
的总纲” ，对人们依“道”而行、顺“德”而
为，从而提升道德境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上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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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张洽《春秋集注》，永乐年间，胡广等奉敕撰
修《五经大全》，以胡安国《春秋传》为《春秋大
全》主要依据，此后张洽《春秋集注》逐渐不用，
科举以胡安国《春秋传》为主。在理学地位上升的
过程中，胡安国《春秋传》逐渐被官方和社会视作
《春秋》的标准诠释文本，实现了“理学的经典化”。
注释：
① 向世陵教授指出，
《韩非子 显学篇》所言儒学为“显学”，并
非对当时事实的认定。孔子之后，由于学派间的对立，在当
时学者的心目中，只有孟家、荀家等，并不存在一个整体规

③ 大体而言，胡安国对《春秋》的理学化诠释得到后世理学家
的认可。承继其后，胡宏言：“天理人欲，莫明辨于《春秋》，
圣人教人清人欲、复天理，莫深切于《春秋》。
”（
《知言 一气》
）
从《朱子语类》中关于胡安国《春秋传》的问答看，朱熹对
胡安国《春秋传》十分熟悉。他批评胡安国对《春秋》事例
的解释过多“己意”，不过，他认为胡安国以理学贯通《春
秋》，发明“大纲”，“义理正当”，“纵未能尽得之，然不中
不远矣”。总体上来讲，朱熹认为，“胡氏《春秋传》有牵强
处，然议论有开阖精神。
”（
《朱子语类》卷第八十三）《四库
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朱熹此论“亦千古之定评也”（《四库
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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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的意义也给予充分强调。朱熹言：“义利之说，乃儒者
第一义。
”（
《与延平李先生书》
）陆九渊也说：“凡欲为学，当
先识义利、公私之辨。
”（《象山语录》
）围绕义利关系，朱熹
与陈亮往返辩论，从中也可以看出理学家对义利问题的高度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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