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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阳明的良知观
沈顺福

〔 摘要〕

曾

燚

良知是王阳明的核心概念ꎮ 王阳明用良知概念解释天理ꎬ 天理即良知ꎬ 从而将

外在之物理转换为内有之心理ꎮ 作为天理的良知是一切道德认识与判断的终极性标准ꎬ 也是行
为的终极性根据ꎮ 合乎良知的行为不仅明ꎬ 而且灵ꎮ 良知是超越的实体ꎬ 即良知超越于经验ꎬ
因而无生死、 无动静ꎮ 良知是虚、 无ꎮ 我们无法用形而下的存在ꎬ 比如气来直接描述形而上
的、 超越的良知ꎮ 故ꎬ 良知非气ꎮ 良知无法产生感应等气质活动ꎮ 同时ꎬ 良知本身并不能直接
活动、 也不是感应的直接主体ꎮ 良知必须借助于气质或气质之心而活动ꎮ 它是气质感应活动的
间接主体ꎬ 内在地主导着感应活动并因此成为合法活动的基础ꎮ 情、 意都是气质活动ꎮ 良知非
气的结论意味着良知不可能是情感或意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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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龙溪说: “ 阳明夫子之学ꎬ 以良知为宗” ① 良知是王阳明哲学的核心概念ꎮ 对这个概念的内

涵ꎬ 学术界已经展开了充分而高质量的研究ꎬ 也取得了较多的成果ꎮ 这些成果大体上可以被归结为两种
观点ꎮ 其一ꎬ 以为良知是意识ꎬ 即良知是为一种 “ 所有我们的善恶意向之道德本身的或多或少清晰的
当下意识” ② ꎬ 也有人称之为 “ 先验的是非准则” ③ 等ꎻ 也有一些学者提出: “ 王阳明既把天赋的道德情

感、 知善知恶ꎬ 好善恶恶的价值判断标准和虚灵明觉之知都包笼在良知之内ꎬ 良知在阳明这里ꎬ 就几乎
囊括了精神活动的全部内容ꎮ” ④ 还有一些学者以为良知是 “ 自心与普遍之理的统一ꎬ 为主体提供了内在
的权衡” ꎮ ⑤ 这些观点都将良知看作意识或道德意识ꎮ 另一类观点将良知视为一个气质活动的主体或能
力ꎮ 如ꎬ 在吴汝钧看来ꎬ 良知是一种 “ 超越地作价值判断ꎬ 主要是判断善恶的能力” ⑥ ꎻ 钱穆曰: “ 若舍

掉良知ꎬ 又何从见天理?” ⑦ 良知似乎成为识别天理的主体官能或能力ꎮ 这种能力ꎬ 最终属于气质活动ꎮ
故ꎬ 良知被视为 “ 灵气、 精灵之气” ꎮ ⑧ 这种气的活动是 “ 创造之精神能够自然地知晓孝ꎬ 比如见到
父母自然知孝ꎬ 并付诸行动中ꎮ” ⑨ 作为生命体的 良 知 接 近 于 气 质 之 物ꎬ 即 良 知 被 视 为 一 种 气 或 气 的
活动ꎮ
这些观点或研究从不同方面深化了人们对于良知的认识ꎬ 揭示了良知的内涵ꎮ 然而ꎬ 在笔者看来ꎬ
尽管目前的研究成果丰硕ꎬ 学术界依然没有将良知的本质内涵讲清楚ꎬ 比如良知是不是道德意识? 良知
是不是气、 能否感应? 这些问题依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ꎮ 本文将指出: 良知是超越的实体ꎬ 而不是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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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之物ꎬ 因此不能直接感应ꎬ 也不会产生道德意识ꎮ
一、 “ 良知即是天理” ⑩
“ 良知即是天理” ꎬ 这是王阳明对良知与天理关系的基本命题ꎮ 在王阳明这里ꎬ 良知和天理的关系

属于同一关系ꎬ 即ꎬ 良知 ＝ 天理ꎮ 传统理学家提出天理是事物存在的终极性根据ꎮ 王阳明继承了理学家
这一基本立场ꎬ 并借用了孟子的良知概念ꎬ 对其做了创造性解释和使用ꎮ 王阳明曰: “ 夫心之本体ꎬ 即


天理也ꎮ 天理之昭明灵觉ꎬ 所谓良知也ꎮ” 
心的本体是天理ꎬ 又叫良知ꎬ 天理即良知ꎮ 良知或天理是事

物的真面目: “ ‘ 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 ꎬ 此佛氏为未识本来面目者设此方便ꎮ ‘ 本来面目’ 即吾


圣门所谓 ‘ 良知’ ꎮ” 
良知是 “ 本来面目” ꎮ 所谓 “ 本来面目” ꎬ 佛教用语ꎬ 类似于物自体、 理念或真理

等ꎮ 这个真理ꎬ 在理学家那里便是天理ꎮ 天理即真理ꎬ 良知便是天理ꎮ

作为天理的良知是事物生存的根据或标准ꎮ 王阳明曰: “ 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ꎬ 犹规矩尺度之于方



圆长短也ꎮ” 
良知如同现实中衡量的尺度或规矩ꎬ 是生存的标准或根据ꎮ 这个根据ꎬ 成为衡量生存正确


与否的尺度或准则ꎮ 王阳明曰: “ 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ꎬ 权轻重之宜ꎬ 不得已而为此邪?” 
良知是

权衡轻重、 评价是非的尺度或终极标准ꎮ 这种标准又叫 “ 准则” : “ 尔那一点良知ꎬ 是尔自家底准则ꎮ


尔意念着处ꎬ 他是便知是ꎬ 非便知非ꎬ 更瞒他一些不得ꎮ” 
这里所说的 “ 准则” 类似于现代术语的准

则ꎬ 即ꎬ 表示尺度和标准ꎮ 人们由此而断定是非与善恶ꎬ “ 合得的便是ꎬ 合不得的便非ꎮ 如佛家说心印


相似ꎬ 真是个试金石、 指南针ꎮ” 
良知是 “ 试金石”

“ 指南针” ꎬ 是人的道德行为的绝对根据ꎮ 符合良

知便为是或善ꎬ 反之则为非或恶ꎮ 因此ꎬ 作为根据或准则的良知是生存的主宰: “ 这性之生理ꎬ 发在目
便会视ꎬ 发在耳便会听ꎬ 发在口便会言ꎬ 发在四肢便会动ꎬ 都只是那天理发生ꎬ 以其主宰一身ꎬ 故谓之


心ꎮ” 
主宰之心ꎬ 主宰了人的视、 听、 言、 行ꎬ 即ꎬ 人的一切行为ꎮ 心是行为的主宰ꎮ 但是ꎬ 心仅仅是

气质之心ꎬ 其自身并不足以真正主宰自己ꎮ 在心的活动的背后ꎬ 还有一个主宰者ꎮ 这个主宰者便是藏于


心中的良知ꎮ 良知才是 “ 汝之真己ꎮ 这个真己是躯壳的主宰ꎮ 便须常常保守着这个真己的本体ꎮ” 

人心仅仅主宰形体的活动ꎮ 真正的主宰则是形体背后的作为天理的良知ꎬ 这便是 “ 真己” 、 真正的主宰


者ꎮ 做人便是保持真己、 成就本性ꎬ 从而成为真我ꎮ 所以说ꎬ “ 天地万物实以良知为主宰” 
ꎬ 良知是主

宰ꎮ 这个主宰的良知 “ 超越了伦理范畴而为万物之本体ꎬ 故本体虚而能通万物是其足以备万物之变、


足以信任的本体论根据ꎮ” 
作为主宰者的良知是万物的绝对根据ꎬ 具有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的意义ꎮ

科学而合理的准则能够让人明白事理ꎬ 这便是明ꎮ 故ꎬ 王阳明曰: “ 所幸天理之在人心ꎬ 终有所不



可泯ꎬ 而良知之明ꎬ 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 
知晓良知或心理合一ꎬ 自然觉悟而明白ꎬ

且必然能够成就圣贤事业ꎮ 王阳明将良知比喻为 “ 明镜” : “ 圣人致知之功至诚无息ꎬ 其良知之体皎如


明镜ꎬ 略无纤翳ꎮ 妍媸之来ꎬ 随物见形ꎬ 而明镜曾无留染ꎮ” 
良知如明镜ꎬ 是人间善恶的绝对的、 终极


的标准ꎬ 不藏一点私意或偏见ꎮ 故ꎬ 王阳明曰: “ 知善知恶是良知ꎮ” 
人们常常将这段文献解释为: 良

知本身能够知晓善恶ꎮ 其实不然ꎬ 它的意思是: 良知是善恶的唯一的、 真正的标准ꎮ 符合良知的观念或
行为便是善的ꎬ 反之为恶ꎮ “ 道即是良知ꎮ 良知原是完完全全ꎬ 是的还他是ꎬ 非的还他非ꎬ 是非只依着


他ꎬ 更无有不是处ꎮ” 
良知是道ꎬ 亦是是非善恶的最终标准ꎮ 这个标准完全客观而准确ꎬ 故ꎬ 是便是

是、 非便是非ꎮ 王阳明曰: “ 人若知这良知诀窍ꎬ 随他多少邪思枉念ꎬ 这里一觉ꎬ 都自消融ꎮ 真个是灵


丹一粒ꎬ 点铁成金ꎮ” 
良知如灵丹诀窍ꎬ 是判断的最终标准ꎮ 有了良知ꎬ 任何私心杂念都可以被克制ꎮ

“ 明” 便是 “ 觉” ꎮ 王阳明曰: “ 是故不欺则良知无所伪而诚ꎬ 诚则明矣ꎻ 自信则良知无所惑而明ꎬ



明则诚矣ꎮ 明诚相生ꎬ 是故良知常觉常照ꎮ” 
心中有了良知便是觉ꎮ 觉即觉悟ꎬ 是心灵的活动ꎬ 也就是

我们常说的明白ꎮ 觉悟后的行为常常带来效力ꎬ 这便是神ꎬ 觉即神气之动ꎮ 王阳明曰: “ 诚是实理ꎬ 只


是一个良知ꎮ 实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ꎬ 其萌动处就是几ꎬ 诚神几曰圣人ꎮ” 
神即神气ꎬ 是良知借助于气

的妙用ꎮ 王阳明曰:

“ 夫良知一也ꎬ 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ꎬ 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ꎬ 以其凝聚而言谓之



精ꎬ 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 
良知是体ꎮ 神是良知之气用ꎬ 即ꎬ 心中有了良知ꎬ 知晓道理、 明白而觉

悟ꎬ 行为自然合理而科学ꎬ 也就具备了效力ꎮ 这便是神或妙用ꎬ 妙用如神便是灵ꎮ 王阳明曰: “ 良知是


造化的精灵ꎮ 这些精灵ꎬ 生天生地ꎬ 成鬼成帝ꎬ 皆从此出ꎬ 真是与物无对ꎮ” 
王阳明将良知当作 “ 精

灵” ꎮ 这一说法ꎬ 常常引起误读ꎮ 多数人将精灵理解为气质之物ꎮ 如陈立胜教授解释曰: “ 阳明以精灵、
灵窍、 灵气指点良知ꎬ 说明良知本身即是一气韵生动的灵体ꎬ 良知作为灵气、 精灵之气ꎬ 弥漫周流于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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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之间ꎬ 天地万物都是此精灵所造ꎬ 这是天道创造的力量与生机” 
陈立胜教授把精灵当作气ꎬ 以

为良知是一种气质物ꎮ 其实不然ꎮ 王阳明曾曰: “ ‘ 精一’ 之 ‘ 精’ 以理言ꎬ ‘ 精神’ 之 ‘ 精’ 以气言ꎮ


理者气之条理ꎬ 气者理之运用ꎮ” 
精指理ꎬ 或者说ꎬ 这里所说的 “ 精” 主要指理ꎮ 灵指妙用ꎬ 两项结

合ꎬ “ 精灵” 的意思是: 理可以让人明白ꎬ 进而行动有效ꎮ 王龙溪对此有解释: “ 良知是造化之精灵ꎬ
吾人当以造化为学ꎮ 造者ꎬ 自无而显于有ꎻ 化者ꎬ 自有而归于无ꎮ 吾之精灵ꎬ 生天生地生万物ꎬ 而


天地万物复归于无ꎮ” 
生存即从无到有的产生 ( “ 造” ) 以及从有到无的变化 ( “ 化” ) ꎮ 这些造与化都是

气化生生ꎮ 这些气化活动的主宰便是良知ꎬ 即ꎬ 良知是造化的主宰ꎮ 王龙溪将良知与天地之心相并提:


“ 良知者ꎬ 造化之灵机ꎬ 天地之心也ꎮ” 
良知即天地之心ꎬ 天地之心即天理ꎮ “ 造化的精灵” 的意思是:

良知或天理是万物生存的指南ꎮ

二、 良知是超越的实体
作为天理的良知是一种超越的实体ꎬ 王阳明将良知称为 “ 未发之中” : “ ‘ 未发之中’ 即良知也ꎬ 无



前后内外而浑然一体者也ꎮ” 
“ 未发之中” 自然是对应于已发之和ꎬ 即ꎬ 它不是一种已发的存在ꎮ 已发

存在是显现的存在ꎮ “ 未发之中” 便是不显现的存在ꎮ 不显现的存在是 “ 无前后内外” 之体: 没有时间
之前后ꎬ 亦无空间之内外ꎮ 王阳明曰: “ 此只认良知未真ꎬ 尚有内外之间ꎮ 我这里功夫ꎬ 不由人急心认


得ꎮ 良知头脑ꎬ 是当去朴实用功ꎬ 自会透彻ꎮ 到此便是内外两忘ꎬ 又何心事不合一?” 
良知没有内与

外ꎬ 即ꎬ 良知超越于空间之内外ꎮ 这种超越空间的良知是 “ 体” : “ 知此则知未发之中ꎬ 寂然不动之体ꎬ


而有发而中节之和ꎬ 感而遂通之妙矣ꎮ 盖良知虽不滞于喜怒忧惧ꎬ 而喜怒忧惧亦不外于良知也ꎮ” 

未发之良知是寂然不动的实体ꎮ 其用便有喜怒之情ꎮ 用体用论的术语来说ꎬ 良知是体ꎬ 情是用ꎮ 因此ꎬ
良知与情感的关系属于体用关系ꎮ 王阳明: “ 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ꎬ 自然明觉发见处ꎬ 只是一个真诚恻




怛ꎬ 便是他本体ꎮ” 
良知是情感之 “ 体” ꎬ 情感是良知之用ꎮ 它是 “ 天然自有之中” ꎮ 
因为有了这个良

知之体ꎬ 其发用便可以天下莫能承载ꎬ 具有了无穷性和普遍性ꎮ 这种无穷而普遍的存在体ꎬ 从哲学的角


度来说ꎬ 是一个超越的实体ꎬ 即 “ 良知是超越的心体或主体性” ꎮ 
良知是超越的实体ꎮ

这个超越的实体ꎬ 从时间来看是永恒的存在ꎬ 从空间来看ꎬ 是普遍的存在ꎮ “ 春夏此常体ꎬ 秋冬此



常体ꎬ 皆可谓之阴、 谓之静也ꎮ” 
作为心体的良知是一年四季不可变的永恒实体ꎬ 这便叫作 “ 静” ꎮ 静

并非说静止ꎬ 而是指确定性ꎮ “ 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ꎬ 虽弥漫周遍ꎬ 无处不是ꎬ 然其流行发生ꎬ 亦只


有个渐ꎮ” 
良知借助于仁周遍世界各处ꎬ 良知是普遍的ꎬ 因此ꎬ 王阳明曰: “ 良知良能ꎬ 愚夫愚妇与圣


人同ꎮ” 
圣人与俗人都有良知ꎮ 良知遍在于所有人ꎬ 即人人皆有良知ꎮ 因此ꎬ 良知是普遍的ꎮ 王阳明总


结说: “ 吾心之良知ꎬ 即所谓天理也ꎮ” 
我所说的良知ꎬ 也就是 “ 天理” —
—
—绝对而永恒之理ꎮ “ 盖良



知之在人心ꎬ 亘万古ꎬ 塞宇宙ꎬ 而无不同ꎮ” 
良知超越于时间和空间ꎮ 这种超越于时间与空间的实体ꎬ

从现代哲学的角度来说ꎬ 便是一个超越的实体ꎮ
具体地说ꎬ 超越的实体超越于经验与事实ꎬ 比如动和静ꎮ 王阳明曰: “ 有事无事ꎬ 可以言动静ꎬ 而

良知无分于有事无事也ꎮ 寂然感通ꎬ 可以言动静ꎬ 而良知无分于寂然感通也ꎮ 动静者所遇之时ꎬ 心之本


体固无分于动静也ꎮ 理无动者也ꎬ 动即为欲ꎮ” 
动、 静属于所遇即经验ꎬ 即ꎬ 人们只能在经验中才能够

知晓动与静ꎮ 反过来说ꎬ 我们只能用动、 静等方式来经验事实ꎮ 因此ꎬ 动静属于经验范畴ꎮ 良知不可以
用动、 静来描述ꎮ 这意味着: 良知超越于经验之动与静ꎮ 具体地说ꎬ “ 有事而感通ꎬ 固可以言动ꎬ 然而
寂然者未尝有增也ꎮ 无事而寂然ꎬ 固可以言静ꎬ 然而感通者未尝有减也ꎮ 动而无动ꎬ 静而无静ꎬ 又何疑
乎? 无前后内外而浑然一体ꎬ 则至诚有息之疑ꎬ 不待解矣ꎮ  是未尝无动静ꎬ 而不可以动静分者


也ꎮ” 
未发的良知在已发之中ꎬ 已发之动静自然带动了未发之良知ꎮ 因此ꎬ 良知本身无所谓动静ꎬ 或者


说ꎬ 良知不可以动、 静来描述ꎮ 这便是良知超越于动与静ꎮ “ 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的ꎮ” 
良知自身没

有动静之说ꎮ 良知超越于动、 静之经验ꎮ 良知既是动的ꎬ 亦是静的ꎮ 从经验认识的角度来说ꎬ 这种表述
是非法的或无效的ꎮ 在现实中ꎬ 根据矛盾律ꎬ 我们只能说一个事物或是动的ꎬ 或是静的ꎬ 而不可以两
可ꎮ 当我们认为其两可时ꎬ 这仅仅是表述了一种可能存在方式ꎬ 即ꎬ 良知可能是静的ꎬ 也可能是动的ꎮ
这种处在可能界的存在ꎬ 便是哲学中的超越的存在ꎮ 因此ꎬ 良知是超越于经验的、 处于可能界的实体ꎮ
“ 理无动者也ꎮ ‘ 常知常存常主于理’ ꎬ 即 ‘ 不睹不闻、 无思无为’ 之谓也ꎮ 不睹不闻、 无思无为非槁木


死灰之谓也ꎬ 睹闻思为一于理ꎬ 而未尝有所睹闻思为ꎬ 即是动而未尝动也ꎮ” 
作为天理的良知动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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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ꎬ 超越于动、 静ꎮ
不动不静的良知便是恒照ꎮ 王阳明曰:

“ 照心非动者ꎬ 以其发于本体明觉之自然ꎬ 而未尝有所动

也ꎮ” 良知恒照而不动ꎬ 不动便不起ꎮ 王阳明曰: “ 良知者ꎬ 心之本体ꎬ 即前所谓恒照者也ꎮ 若谓






良知亦有起处ꎬ 则是有时而不在也ꎬ 非其本体之谓矣ꎮ” 
作为超越实体的良知ꎬ 超越了现实经验ꎬ 比如


动与静ꎬ 因此是 “ 无起无不起” ꎮ 
良知始终存在ꎬ 却不是起或不起ꎮ 如果说良知有起处ꎬ 那是说良知出


场ꎬ 良知在场便是无起无不起ꎮ 牟宗三所说的 “ 良知是即活动即存有的” 
的观点需要三思ꎮ 良知本身

并不活动ꎬ 良知只能借助于气质活动主体而在场ꎮ 同理ꎬ 有学者称:




“ 良知不是死的ꎬ 它是活生生

的ꎮ” 这一观点显然需要推敲ꎮ 生死仅仅是气质主体的存在状态ꎬ 即气聚为生、 气散为死ꎮ 生死描述ꎬ
对于良知来说ꎬ 是无效的ꎬ 即ꎬ 良知不可以说生、 死论ꎮ 不动不静、 不生不死并非枯死之在ꎮ 王阳明


曰: “ 只是一念良知ꎬ 彻头彻尾ꎬ 无始无终ꎬ 即是前念不灭ꎬ 后念不生ꎮ” 
这种前念后念的持续不灭不


同于佛教的 “ 槁木死灰之谓矣” ꎮ 
良知无在无不在ꎬ 生而无生ꎬ 并非枯木ꎬ 良知超越于生与死ꎮ

这种超越的良知是虚ꎮ 王阳明曰: “ 良知之虚ꎬ 便是天之太虚ꎻ 良知之无ꎬ 便是太虚之无形ꎮ 日月



风雷山川民物ꎬ 凡有貌象形色ꎬ 皆在太虚无形中发用流行ꎬ 未尝作得天的障碍ꎮ” 
良知虚而无形ꎬ 所谓

虚而无形ꎬ 即ꎬ 良知无形体ꎬ 且不可以被经验所直观或认识ꎮ 或者说ꎬ 良知本身并不直接呈现ꎮ 它仅仅
通过事物之发用、 日月之流行来体现其存在ꎬ 它是形而上的实体ꎮ 王阳明将心体或良知做了个比喻:


“ 心之理无穷尽ꎬ 原是一个渊ꎮ 只为私欲窒塞ꎬ 则渊之本体失了ꎮ” 
心之理即良知是无穷尽的实体ꎬ 如

同深渊ꎬ 这个虚无的实体是隐微的ꎮ 有人问熟睡时良知是否在? 王阳明答曰即便是熟睡时ꎬ 良知亦在ꎬ


否则 “ 不知何以一叫便应?” 
答应便是良知的作用ꎮ 王阳明说ꎬ 人类的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ꎬ “ 亦造化

常理ꎮ 夜来天地混沌ꎬ 形色惧泯ꎬ 人亦耳目无所睹闻ꎬ 众窍俱翕ꎬ 此即良知收敛凝一时ꎮ 天地既开ꎬ 庶


物露生ꎬ 人亦耳目有所睹闻ꎬ 众窍俱辟ꎬ 此即良知妙用发生时ꎮ” 
工作和休息本身便是天理或良知的作

用方式ꎮ 良知无时不在ꎬ 却不显现ꎮ

对这种超越的良知ꎬ 王阳明以 “ 尘尾” 为喻进行了解释: “ 昔有禅师ꎬ 人来问法ꎬ 只把尘尾提起ꎮ

一日ꎬ 其徒将尘尾藏过ꎬ 试他如何设法ꎮ 禅师寻尘尾不见ꎬ 又只空手提起ꎮ 我这个良知就是设法的尘



尾ꎮ 舍了这个ꎬ 有何可提得?” 
良知是看不见、 说不得的实体ꎮ 既然看不见、 说不得ꎬ 如何说它呢? 人

们只能借助于尘尾等方便工具言说它ꎮ 良知是超越而虚无的实体ꎬ 这便是 “ 至微” : “ 此道至简至易的ꎬ
亦至精至微的ꎮ 即如我良知二字ꎬ 一讲便明ꎬ 谁不知得? 若欲的见良知ꎬ 却谁能见得? 良知即
是易ꎬ 其为道也屡迁ꎬ 变动不居ꎬ 周流六虚ꎬ 上下无常ꎬ 刚柔相易ꎬ 不可为典要ꎬ 惟变所适ꎮ 此知如何


捉摸得? 见得透时便是圣人ꎮ” 
良知虽然存在ꎬ 缺少精微的存在实体ꎬ 即ꎬ 是一种超越于我们的经验的

实体ꎬ 一般人看不到它ꎮ 良知超越于经验的见识:

“ 盖不睹不闻是良知本体ꎮ 戒慎恐惧是致良知的工



夫ꎮ 学者时时刻刻常睹其所不睹ꎬ 常闻其所不闻ꎬ 工夫方有个实落处ꎮ” 
良知不可以被感官所闻见、 所

觉察ꎬ 即ꎬ 我们无法认识它ꎮ 良知超越于闻见ꎬ 即ꎬ 良知超越于经验的认知ꎮ “ 知来本无知ꎬ 觉来本无


觉ꎬ 然不知则遂沦埋ꎮ” 
良知超越于经验认识ꎬ 既是知ꎬ 又是无知ꎬ 因此ꎬ 良知超越于知ꎮ 我们的经验

认识无法认识超越的良知ꎮ

自在的良知不仅超越于认知ꎬ 而且超越于判断: “ 良知只是一个良知ꎬ 而善恶自辨ꎬ 更有何善何恶



可思?” 
近似于判断的善与恶ꎬ 也无法描述良知ꎮ 自在的良知超越于善恶ꎮ 王阳明曰: “ 性无善无不善ꎬ


虽如此说ꎬ 亦无大差ꎻ 但告子执定看了ꎬ 便有个无善无不善的性在内ꎮ” 
良知之性ꎬ 无善无不善ꎮ 性或

良知超越于善或恶ꎮ “ 性之本体原是无善无恶的ꎬ 发用上也原是可以为善ꎬ 可以为不善的ꎬ 其流弊也原


是一定善一定恶的ꎮ” 
作为体的性或良知无善无不善ꎬ 超越于善与恶ꎮ 这种无善无不善的良知ꎬ 王阳明


称之为 “ 至善” : “ 无善无恶者理之静ꎬ 有善有恶者气之动ꎮ 不动于气ꎬ 即无善无恶ꎮ 是谓至善ꎮ” 
理即

良知ꎮ 良知是无善无恶的ꎬ 可以叫作 “ 至善” ꎮ “ 至善” 的良知ꎬ 之所以无善无恶ꎬ 那是因为ꎬ 善或恶
皆是气之所动ꎮ 良知之在ꎬ 不是气之活动ꎬ 因而无善恶ꎮ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ꎬ 善恶是价值判断ꎮ 超越于
善恶的良知ꎬ 同样超越于价值判断ꎮ 良知超越于人的经验认识和价值判断ꎮ 正是这个超越的实体即良



知ꎬ 充当了 “ 人的现存在的自性实体” ꎮ 
从哲学的角度来说ꎬ “ 良知不但是道德实践之根据ꎬ 而且亦是


一切存在之存在论的根据ꎮ” 
良知是万物生存的终极性根据ꎮ 这个根据是终极性的ꎬ 也是超越的ꎮ

三、 良知非气而无感应
超越的良知ꎬ 之所以为超越的实体ꎬ 原因之一便是ꎬ 它是区别于气的存在ꎮ 传统理学认为ꎬ 万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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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主要依赖于形而上之理和形而下之气ꎮ 理和气构成了生存的两个基础性因素ꎮ 王阳明也接受了这一
世界观ꎬ 曰: “ 太极生生之理ꎬ 妙用无息ꎬ 而常体不易ꎮ 阴阳一气也ꎬ 一气屈伸而为阴阳ꎻ 动静一


理也ꎬ 一理隐显而为动静ꎮ” 
万物生生ꎬ 有理有气ꎮ 其中的理ꎬ 王阳明叫作良知ꎮ 万物的生存结构便转

变为良知和气ꎮ 既然良知和气构成了万物ꎬ 那么ꎬ 良知自然不同于气ꎬ 即ꎬ 良知非气ꎮ 王阳明曰: “ 良


知本来自明ꎮ 气质不美者ꎬ 渣滓多ꎬ 障蔽厚ꎬ 不易开明ꎮ” 
良知自明ꎬ 而气则有杂质ꎮ 自明的良知和浑

浊的气质显然不同ꎬ 良知非气ꎮ
良知非气论具体体现于良知和人心的关系中ꎮ 王阳明常曰: “ 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ꎬ 则事



事物物皆得其理矣ꎮ 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ꎮ” 
我心里的良知便是天理ꎮ 这意味着我心与良知别为

二物ꎬ 良知即良知、 人心是人心ꎬ 二者不可混淆ꎮ 准确地说ꎬ 良知在心中ꎬ 这便是心中的良知ꎮ 从思辨
哲学的角度来看ꎬ 良知是超越的实体ꎬ 属于形而上的存在ꎬ 而人心是气质之物ꎬ 属于形而下的存在ꎮ 根
据传统理学如朱熹等人观点ꎬ 形而上的良知与形而下的气或气质之心ꎬ 并非日常经验中的两个不同的物
体ꎮ 它们属于同一个物体ꎬ 这便是 “ 统” ꎬ 却分别呈现为不同的存在ꎬ 这便是别ꎮ 从超越哲学的角度来
说ꎬ 存在是良知ꎻ 从经验的角度来说ꎬ 存在是气质之物ꎮ 超越的良知并不能独立地存在于现实中ꎮ 它必
须借助于气质之物而存在ꎮ 这样ꎬ 超越的良知只能依附于气质之心ꎬ 即ꎬ 良知在心中ꎮ 这也符合理学家
的理气关系理论ꎮ
形而上的良知借助于形而下的气质而存在ꎬ 这便是气化流行ꎬ 其中ꎬ 感应便是气化流行的一种方
式ꎮ 王阳明曰: “ 如汝心中ꎬ 此便是寂然不动ꎬ 便是未发之中ꎬ 便是廓然大公! 自然感而遂通ꎬ 自


然发而中节ꎬ 自然物来顺应ꎮ” 
寂然不动、 未发之中、 廓然大公等ꎬ 便指形而上的良知的存在状态ꎮ 这

段话似乎是说良知自然感应而动ꎬ 其实不然ꎮ 王阳明明确指出: “ 寂然感通ꎬ 可以言动静ꎬ 而良知无分


于寂然感通也ꎮ 动静者所遇之时ꎬ 心之本体固无分于动静也ꎮ 理无动者也ꎬ 动即为欲ꎮ” 
感通是气质活

动ꎬ 有动有静ꎮ 而作为天理的良知超越于动与静ꎬ 良知无动静ꎬ 有动静的只能是人欲ꎮ 既然良知无动
静ꎬ 它自然没有感应ꎮ 因此ꎬ 上文所说的感通ꎬ 并非说良知直接感通ꎬ 而是说良知借助于气质活动而在


场ꎮ 王阳明曰: “ 人之本体常常是寂然不动的ꎬ 常常是感而逐通的ꎮ 未应不是先ꎬ 已应不是后ꎮ” 
人之

本体即良知是寂然不动的ꎬ 寂然不动便不能感应ꎮ 事实上ꎬ 超越的良知本身超越于经验的动静或感应ꎬ
它本身无所谓感应ꎮ 准确地说ꎬ 良知本身并不是感应的直接主体或行为主体ꎮ 但是ꎬ 良知可以借助于气


质之心而感应: “ 心无体ꎬ 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ꎮ” 
气质人心可以感应ꎬ 而感应的根据或主宰便

是隐藏于其中的良知ꎬ 良知依靠气质之心而感应ꎮ

这种因循良知的气ꎬ 王阳明借用了孟子的说法ꎬ 也称之为 “ 浩然之气” : “ 自是养得充满ꎬ 并无馁



歉ꎻ 自是纵横自在ꎬ 活泼泼地: 此便是浩然之气ꎮ” 
这种活泼泼的浩然之气ꎬ 由于经历了工夫活动ꎬ 实

现了与良知的合一ꎬ 因此是符合良知要求的 “ 浩然之气” ꎮ 这种浩然之气ꎬ 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合 “ 理”

的气化活动ꎮ 这种合 “ 理” 的气质ꎬ 王阳明又称之为 “ 夜气” : “ 良知在夜气发的ꎬ 方是本体ꎬ 以其无


物欲之杂也ꎮ 学者要使事物纷扰之时ꎬ 常如夜气一般ꎬ 就是通乎昼夜之道而知ꎮ” 
浩然之气、 夜气都是

合 “ 理” 的气ꎮ 这种合 “ 理” 之气ꎬ 与天地之道相贯通ꎮ 这种合理的气化流行ꎬ 便是 “ 天地间活泼泼


地ꎬ 无非此理ꎬ 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ꎮ” 
天地之间活泼泼的生机流行ꎬ 无非是合乎天理或良知的气化

流行ꎬ 良知借助于气质而存在ꎮ
这种合理的气化活动ꎬ 王阳明又称之为 “ 思” ꎮ 王阳明曰: “ 若是良知发用之思ꎬ 则所思莫非天理



矣ꎮ 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ꎬ 良知亦自能知得ꎮ” 
良知发用便是思ꎬ 这似乎是说良知能够思ꎬ 其实

不然ꎬ 思只能是人心的功能ꎮ 在这个活动中ꎬ 良知是思的终极性根据ꎮ 或者说ꎬ 符合良知的思才是合
“ 理” 的、 合法的ꎮ 这种合乎良知之思便是 “ 精思” : “ 天理即是良知ꎬ 千思万虑ꎬ 只是要致良知ꎮ 良知



愈思愈精明ꎬ 若不精思ꎬ 漫然随事应去ꎬ 良知便粗了ꎮ” 
精思即合乎天理或良知的人心之思ꎬ 心能思ꎮ

由于人心或善或恶ꎬ 故而所思也不一定可靠ꎮ 只有符合良知的精思才是可靠的ꎮ 这种良知之精思ꎬ 并非
说良知能够直接思ꎮ 良知是不思的ꎬ 能思的只能是心ꎬ 良知在心动过程中主导着它的性质与方向ꎮ
这种气质活动ꎬ 传统儒家称之为仁ꎮ 或者说ꎬ 传统儒家的仁爱ꎬ 说到底也是一种气质感应ꎮ 王阳明
曰: “ 盖其心学纯明ꎬ 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ꎬ 故其精神流贯ꎬ 志气通达ꎬ 而无有乎人己之分ꎬ 物我


之间ꎮ 譬之一人之身ꎬ 其元气充周ꎬ 血脉条畅ꎬ 是以痒疴呼吸ꎬ 感触神应ꎬ 有不言而喻之妙ꎮ” 
一

体之间ꎬ 善气呼应ꎬ 相互贯通ꎬ 便是仁ꎮ 仁即通: 通过感应而贯通ꎬ 进而成就一体之仁ꎮ 在这个感应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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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ꎬ 直接的行为主体是人心ꎬ 而超越的良知则是背后的、 间接的主宰ꎬ 即良知决定了人心活动的合法
性ꎮ 符合良知的人心活动便是合理的、 道德的行为ꎬ 即仁ꎮ 其中ꎬ 良知本身并不直接感应ꎮ
四、 良知非情非意
按照中国传统哲学理论ꎬ 人情是人心之动ꎬ 属于一种气质活动ꎮ 王阳明曰:




“ 喜怒哀乐ꎬ 性之情

也ꎻ 私欲客气ꎬ 性之蔽也ꎮ” 人的喜怒哀乐等是情ꎮ 情的主体是气质人心ꎬ 其载体是气ꎮ 王阳明曰:


“ 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ꎬ 皆是良知之用ꎬ 不可分别善恶ꎬ 但不可有所着ꎮ” 
人的七情的行为主体是气质ꎬ

它的活动方式便是自然流行ꎮ 这种自然流行便是用ꎮ 气质之情的活动主宰便是良知ꎮ 王阳明曰: “ 只是

一个良知ꎬ 一个真诚恻怛ꎮ 若是从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ꎬ 即是事亲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ꎬ


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ꎬ 即是从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ꎮ” 
良知只有一个ꎬ 其发用可以多

样ꎬ 比如孝悌恻隐等ꎮ 其中有情ꎮ 七情便是良知的自然流行ꎮ 情即心之所动ꎮ 这便是传统理学家的性体



情用ꎮ 用是一种活动方式ꎬ 其行为主体则是气ꎬ 而非性或良知ꎮ 有学者称 “ 良知只是一个真诚恻怛” 
ꎬ

显然混淆了良知之体与恻怛之用的关系ꎮ 这段论述的意思应该是: 良知借助于情或情感而呈现自身ꎮ 但
是ꎬ 良知本身不是气ꎬ 不是情ꎮ
良知之体借助于气的活动不仅表现为情ꎬ 而且也表现为意ꎮ 所谓意ꎬ 类似于今天所说的意识ꎮ 意乃
是心的活动ꎮ 由于心是气质之物ꎬ 因此ꎬ 作为心的活动的意ꎬ 也是一种气质活动ꎮ 王阳明曰: “ 以其理
之凝聚而言ꎬ 则谓之性ꎻ 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ꎬ 则谓之心ꎻ 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ꎬ 则谓之意ꎻ 以其发动


之明觉而言ꎬ 则谓之知ꎻ 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ꎬ 则谓之物ꎮ” 
心是主宰ꎮ 主宰之心的背后是作为理的性

或曰良知ꎮ 心的活动便是意ꎮ 因此ꎬ 意ꎬ 作为气质人心的活动ꎬ 自然也是一种气化活动ꎮ 其落实处便是
物ꎬ 这个物便是感应之物ꎮ 意是气化活动ꎬ 王阳明明确指出: “ 心者身之主也ꎬ 而心之虚灵明觉ꎬ 即所


谓本然之良知也ꎮ 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ꎬ 谓之意ꎮ” 
人心是人的生存主宰ꎮ 其背后的主宰者便

是良知ꎬ 其活动便是气化活动之意ꎮ 这种气质活动ꎬ 我们可以称之为 “ 气之动” : “ 无善无恶者理之静ꎬ


有善有恶者气之动ꎮ 不动于气ꎬ 即无善无恶ꎬ 是谓至善ꎮ” 
意便是气的活动ꎬ 这种气的活动ꎬ 在良知未

曾参与之前ꎬ 有善有恶ꎮ 无良知的意ꎬ 是有善有恶的气的活动ꎮ
王阳明高足王龙溪专著 « 意识解» ꎬ 解释了意的本质: “ 夫心本寂然ꎬ 意则其应感之迹ꎻ 知本浑然ꎬ

识则其分别之影ꎮ 万欲起于意ꎬ 万缘生于识ꎮ 意统于心ꎬ 心为之主ꎬ 则意为诚意ꎬ 非意象之纷纭



矣ꎮ 识根于知ꎬ 知为之主ꎬ 则识为默识ꎬ 非识神之恍惚矣ꎮ” 
意是人心的气化感应活动及其结果ꎬ 即ꎬ

意识活动转化为意识现象ꎮ 刘宗周明确指出: “ 心藏神ꎬ 脾藏意ꎬ 肾藏志ꎬ 肝藏魂ꎬ 肺藏魄ꎬ 合之皆心
之神也ꎮ 而惟脾肾一直ꎬ 上中下通心为一体ꎬ 故意志字ꎬ 皆不离心字ꎮ 意者ꎬ 心之中气ꎻ 志者ꎬ 心之根


气ꎮ” 
意、 志等意识活动ꎬ 皆产生于人心ꎮ 这便是意、 志概念字形所蕴含之义: 二者皆含心ꎮ 意、 志是

人心的活动ꎮ 人心是气质之心ꎬ 故ꎬ 意、 志活动均属于气质活动ꎮ 其中ꎬ 志是根本之气ꎬ 意则是中间之


气ꎮ 刘宗周甚至提出: “ 气者ꎬ 知觉运动也ꎮ” 
意等人类意识活动便是气的活动ꎮ 这便是中国古代意识

产生的机制或原理ꎮ

王阳明明确地区别意与良知: “ 意与良知当分别明白ꎮ 凡应物起念处ꎬ 皆谓之意ꎮ 意则有是有非ꎬ



能知得意之是与非者ꎬ 则谓之良知ꎮ 依得良知ꎬ 即无有不是矣ꎮ” 
良知是意的活动背后的主宰者ꎮ 良知

是体ꎬ 意是其用ꎬ 体用无间而分别ꎮ 良知与情、 意的区别表明: 良知既不是情感ꎬ 也不是意识或道德意
识ꎮ 将良知理解为道德意识的传统观点显然有问题ꎮ
结语: 辩证思维中的良知
良知能否感应、 良知是不是道德意识等问题ꎬ 最终归结到良知与气的关系ꎮ 如果良知是气ꎬ 它便成
为一种能力而产生感应ꎬ 并进而出现道德意识等ꎮ 反之ꎬ 良知便与能力、 感应以及意识等无直接关联ꎮ
在王阳明这里ꎬ 良知是未发之中ꎬ 超越于动静ꎬ 不能够被直接觉察和认识ꎮ 这种超越于经验之动与静的
存在体ꎬ 哲学上通常称之为超越的实体ꎮ 这种超越的实体ꎬ 常常是形而上的实体ꎬ 如柏拉图的理念等ꎮ
与此同时ꎬ 气或气质之物ꎬ 按照传统理学的观点ꎬ 属于形而下的实体ꎬ 由气以及由此而衍生的质ꎬ 最终
形成万物ꎮ 气质与万物ꎬ 从传统哲学的角度来说ꎬ 是形而下的存在ꎮ 形而上的良知和形而下的气质合起
来ꎬ 构成了合法的存在ꎮ 这便是事或物ꎮ 其中ꎬ 作为超越实体的良知ꎬ 超越于经验的动和静、 生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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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与不起等ꎮ 这并不是说ꎬ 良知寂如死灰ꎬ 而是说ꎬ 我们不可以用动或静等经验思维来描述它或定义
它ꎮ 良知并非不动不静ꎮ 它所表达的内涵仅仅是: 我们不可以用形而下的气或感应等来描述超经验的良
知ꎮ 这便是良知非气、 非感应ꎮ 良知便是良知ꎬ 气便是气ꎬ 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绝对的隔阂ꎬ 即ꎬ 前者
是形而上的存在ꎬ 后者为形而下的存在ꎮ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ꎬ 良知不是气ꎮ
良知不是气ꎬ 并不意味着良知可以独立地存在于现实中ꎮ 相反ꎬ 良知必须借助于气质之心的活动而
产生感应ꎮ 在这个活动中ꎬ 良知是间接主体ꎬ 而气质之物则是该活动的直接主体ꎮ 作为超越性存在ꎬ 在
现实经验中ꎬ 良知并不直接呈现ꎮ 它只能借助于经验的气、 感应等形态而在世ꎮ 或者说ꎬ 在现实中ꎬ 我
们只能够看到气质存在ꎬ 并知晓它们的活动即感应或动静等ꎮ 该活动的直接主体是气ꎮ 在这些活动的背
后ꎬ 隐藏着一个间接的主宰者ꎬ 这便是良知或天理ꎮ 良知本身不是活动的直接主体ꎬ 它只是间接主体ꎮ
现实活动的直接主体是气或气质ꎬ 这些气质活动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ꎬ 比如情和意ꎮ 情近似于情感ꎬ
意类似于意识ꎮ 按照中国传统的情感理论和意识理论ꎬ 情与意等都是气质之心的活动ꎮ 既然情感属于气
质活动ꎬ 那么ꎬ 形而上的良知便不同于形而下的气质性情感ꎮ 因此ꎬ 良知不是道德情感ꎮ 同理ꎬ 良知也
不是道德意识ꎮ 从现代哲学的角度来看ꎬ 所有的意识包括道德意识ꎬ 作为名词ꎬ 都是已发的存在: 意识
通常指人们意识到某物之后的形态ꎮ 名词的意识一定是已发ꎬ 且是可以描述的ꎬ 这是自明的结论ꎮ 可以
意识到、 可以描述的东西ꎬ 属于经验的、 形而下的存在ꎮ 这些特征和良知的内涵相差万里ꎬ 因此ꎬ 良知
不是意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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