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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干的哲学典范及其荀学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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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荀子哲学其实蕴涵着一个在华人文化氛围里仍然具有普遍意义和亲和度的普遍形式；整个荀学哲学史的发展，

其实就是逐渐触及、呈现这个普遍形式并且予以丰富地展开的过程。从这样的理解出发，我们便可以得到一个全新的

视野和角度来诠论徐干的哲学。徐干《中论》跟《礼记》、《中庸》篇一样，都是对荀子哲学“中即礼义，中即道”的

观点的一个延续和礼赞。全书所谓“中／礼义／道”，便是人事物的中正合宜的表现，或那表现背后的节度分寸，而不

是一个所谓的纯精神的形上实体。跟荀子、汉儒不同，徐干已经开始从正面意义来掌握人性，主张人性的美善并不完

全但却可以被纯化到仿佛天生般的美好。徐干“大圣学乎神明”以及“圣人相因而学”的观点显示了天、人之间有连

续的一面，也有发展、升进的一面。在“中道”的实践上，徐干不讲“复性”一路的工夫，而是强调言说、思辨与权

智的重要，强调“尽敬以成礼”以及“积”的工夫，并且初步呈现了“积善成性”的思路。这些观点，都显示了徐干

对荀子哲学创造性的诠释与推进。可以说，在荀学哲学史上，徐干是汉代董仲舒、扬雄之后，西晋裴頠之前的一个重

要的中继；而《荀子》、《中庸》、《中论》以及隋代王通的《中说》的前后相续与一贯相通，则是前期儒学史上一个重

要的学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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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上身为“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字伟长。171—218；汉灵帝建宁 4年—汉献帝建安 23年），写了

一部思想论著《中论》。从书中各篇篇名如“治学”（跟《荀子》的《劝学》一样，放在第一篇）、“贵验”、“贵

言”、“艺纪”、“智行”、“审大臣”、“赏罚”等，还有从它关于“学”和“中”的讨论，大致可以推断它是荀学

一路（详下文）。而这一点当然就决定了它在宋明以来处于儒学边缘的命运了。如果有人因为宋明儒“《中庸》

学”的联想，或者因为宋代曾巩《中论序》“干独能考六艺，推仲尼孟轲之旨”的评论的关系，而对它抱有期待，

那么翻一翻内文之后大概也会失望的。

少数欣赏荀学的学者对徐干及其《中论》倒是赞叹有加。清儒谭献在他《复堂日记》中就说：“读《中论》，

伟长汉末巨儒，造就正大，微言大义，诏若发聩，贯串群经，当与康成相揖让。”，又说：“读《中论》，则良金

美玉，可以追配董子《繁露》。”，又说：“以礼为教，荀卿遗中和，为本徐干之志也（疑当作“以礼为教，荀卿

遗□；中和为本，徐干之志也）……”。而今人徐仁甫在他《读中论札迻》中也说：“两汉儒者之学，多本于（荀）

卿。惜皆因其短而没其长，袭其文而讳其名……求其明明著者（按：疑当作“明明著著”。“著著”是“昭著”

的意思，是“明明”的重复）。以美卿者，前汉惟董仲舒，后汉则徐伟长而已。仲舒美卿书不传，独伟长《中论》

至今存……荀子之功亦不在孟子之下。伟长……其功又不在荀子下矣……”。[1]326-327 他们是把徐干当作孟子、

荀子、董仲舒之后又一位大儒了。

本文也要从荀学立场，正面表彰、诠释徐干《中论》的哲学典范，并且具体说明它的荀学性格。跟前人诠

释《中论》不一样的地方是，我将以我对荀子哲学以及荀学哲学史的理解为前提来进行。简单地说，在《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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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表层意谓底下，我们其实可以碰触到一个荀子哲学的“普遍形式”，那是一个“天人合中有分”、“弱性善

论”、“积善成性”的哲学典范。具体地说，当采用了傅伟勋所谓“创造的诠释学”的方法之后，我们便能够将

《荀子》的语言脉络、意义脉络适度松开、转译，在一个比较开放、共通的脉络里将它跟孟子思想做更有效的

对比。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荀子哲学跟孟子哲学并非强烈对反的两端，它们其实共同享有天人合一、性善的基

本立场，只不过所主张的程度一弱一强而已。此外重要的是，当揭示了荀子哲学的普遍形式之后，荀子哲学在

整个儒家传统里就显得更能被接受也更具有普遍意义了。事实上整部儒家哲学史，在扣除了那相对明朗确定的

孟学（即孔孟之学）传统之后，那剩下来的部分，恰好也可以解读为一步步显明这个普遍形式，以及（自觉或

不自觉地）围绕着这个普遍形式来发展的一个荀学（即孔荀之学）哲学史。[2]25-36 底下我就以这样的理路为参

照，来分析、呈现徐干哲学的荀学性格。

一、 道即人道，道即中

徐干论道，约略有天、人两层。而关于天道，则有“天道”、“天常”、“自然之道”、“命”、“天数”、“天时”、

“神明”等相关名目。徐干说：

天道迂阔，暗昧难明，圣人取大略以为成法，亦安能委曲不失毫芒无差跌乎！（徐湘霖《中论校注》：217，
《夭寿》）

帝王兴作，未有不奉赞天时，以经人事者也。故孔子制《春秋》，书人事而因以天时，以明二物相须而

成也。（203，《历数》）

恶不废，则善不兴，自然之道也。（55-56，《虚道》）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150，《爵禄》）

故太昊观天地而画八卦，燧人察时令而钻火……斯大圣之学乎神明而发乎物类也。（13，《治学》）

这几则约略呈现了荀子那种“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自然天道观。也就是说，所谓“天道”、

“自然之道”等，并非一个纯精神的形上实体，而就只是天地的运行不已，以及一般人事的 整体的、 一般

的往来变化。其中有常规常道，也有偶然的、不规则的例外。要澄清的是，这儿所谓的“自然”，固然不是道家

所谓的“自然”，却也不是今天一般自然科学所谓的“大自然”。荀子、徐干所谓的“自然”，是跟人事相连续的，

是人事种种表现的终极依据。它虽然不是个价值满盈的纯精神的形上实体，但仍然蕴涵着素朴的价值内涵。正

是基于这素朴的价值内涵，它的进一步生发开展便逐渐地构成了人类壮阔而充实的生活世界。也就是说，荀子、

徐干的天与自然并不是纯物质的、价值中立的东西，它仍然是人类生活世界种种价值建构的一个素朴的、原始

的根源。

徐干偶尔也表达了天人彼此感应的思维，如“昔武王崩……成王不达，周公恐之，天乃雷电风雨，以彰周

公之德……”（129，《智行》），但这应该只是当时一般思维一般信念的偶然呈现，没有进一步的意义。

至于《中论》中不加“天”字的“道”，则主要是指人之道，指人考察了天地人事之后，就着其中的常道、

常轨、律则所提炼、修饬而成，供人在这社会中遵循、实践的合宜之道。统观全书，在徐干来说，这样的人之

道，其具体的内涵， 基本也 一般地说应该就是“中”了。徐干说：

……故《易》曰：“艮其辅，言有序。”不失事中之谓也（疑当作“不失序，中之谓也”）。(82，《贵言》)

……故恭恪廉让，艺之情也；中和正直，艺之实也……通乎群艺之情实者，可与论道……道者，君子之

业也。（102，《艺纪》）

……然则辩之言必约以至，不烦而谕，疾徐应节，不犯礼教……君子之辩也，欲以明大道之中也……故

君子之于道也，在彼犹在己也。苟得其中，则我心悦焉，何择于彼？苟失其中，则我心不悦焉，何取于此？

(108-112，《核辩》)

仲尼之没，于今数百年矣……三代之教息，大道陵迟，人伦之中不定……(152，《考伪》)

古之立国也，有四民焉。执契修版图，奉圣王之法，治礼义之中，谓之士……(179，《谴交》)

赏罚不可以疏，亦不可以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轻……故先王明恕以听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

节也。故《书》曰：“罔非在中，察辞于差。”(292，《赏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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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几则来看，徐干所谓“中”，就是人事物当中所常常有或所可能有的一种中正合宜的表现，或者是那

表现背后的节度分寸。而所谓各种各样的“道”，恰恰是因为它们表现了或符合了各种各样的“人伦之中”才被

称作“道”的。所谓“大道之中”一词，其实意味着“大道的自身就是中”。而“礼义之中”一词的特别的出现，

则应该是因为“礼义”是种种“中道”中 具有引导、实践参照意义的一个例子。总之，凡做人做事、施政治

国的种种恰当合宜之道，必定是中道。而各种型 的中道就是君子修己治人、实践理想所可遵循的美好之道。

这便是徐干《中论》全书的核心观点、论述主轴以及它命名的旨趣了。

这样的中道，跟荀子、《中庸》“中”的思想是一致的。首先，荀子就说：“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

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道者……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事行失中谓之奸事，知说失中谓之奸

道。”（《儒效》）这段话扼要地表明了，在荀子哲学里，“中”就是礼义之所以为礼义的内涵所在，而礼义就是中

的具体的范例和实现，“中”跟“礼”两个概念是相涵相通的。然后，依据我新近的诠释，《中庸》原本也是荀

学的性格。《中庸》首章要表达的是，“中”跟喜怒哀乐无关，它是人事物里的恰当的节度和理则；“和”则是因

为掌握了“中”而后喜怒哀乐发而中节的状 ；而“中”与“和”两者都是君子“慎其独”所要获致的成果（所

谓“致中和”一语恰恰说明了“中”、“和”两者都是经由修养工夫所达到的状 ）。事实上整个《中庸》里的中

庸之道都是类似的理路。[3]81-82总之，荀子和《中庸》的“中”，跟徐干的“中”是一路相通的。

一旦这个背景弄清楚了，我们对底下徐干这段话就不会觉得意外了：

夫礼也者，人之急也；可终身蹈，而不可须臾离也。须臾离，则慆慢之行臻焉；须臾忘，则慆慢之心生

焉；况无礼而可以终始乎！（29，《法象》）

这里显然借用了《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的措词来行文，并且把其中的“道（即中庸之道）”换

成了“礼”。这就部分说明了徐干是自觉地进入《中庸》的脉络来论述，也多少证明了从荀子、《中庸》到徐干，

道就是中，而中就是礼，就是适切的分寸，或符合那分寸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可以说，徐干体会了《荀子》、《中庸》的中道思想，以这样的理解为核心，贯穿全书，撰成了《中论》。儒

学史上，作为《中庸》之后第一部从“中”命名的《中论》，它的意义是重大的。宋明儒因为改从孟学进路来诠

释《中庸》，于是《中论》跟《中庸》的连续性、一贯性就被切断了，于是从《荀子》到《中庸》再到《中论》

（以及唐代王通《中说》）的发展线索就都不见了。

二、人性有优劣美恶而可纯化之

徐干关于人性论的基本观点，见于底下四段话：

天地之间，含气而生者，莫知乎人……（304，《逸文》）

人性之所简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独。（23，《法象》）

夫珠之含砾，瑾之挟瑕，斯其性欤！良工为之以纯其性，若夫素然。故观二物之既纯，而知仁德之可粹

也。优者取多焉，劣者取少焉，在人而已，孰禁我哉！（43，《修本》）

人虽有美质，而不习道则不为君子。故学者求习道也。若有似乎画采。玄黄之色既著，而纯皓之体斯亡；

敝而不渝，孰知其素欤？（6，《治学》）

天生蒸民，其性一也。刻肌亏体，所同恶也；被文垂藻，所同好也。此二者常存而民不治，其身有由

然也……是以圣人不敢以亲戚之恩而废刑罚，不敢以怨雠之忿而留庆赏，夫何故哉？将以有救也。（290，
《赏罚》）

从第一则的“含气而生”来看，徐干大致继承了荀子、汉儒的传统，以气论性。虽然没有更多的材料，但衡

量整个思想史背景，这一点应该没问题。从后面四则来看，人性的内涵有优（珠、瑾）也有劣（含砾、挟瑕），

有美质也有简慢轻忽，并且一般地喜爱美好事物而厌恶劳苦。这样的人性，其中尽管有美质，还是必须经由修习

正道，借由教导、训诲，甚至还要加上庆赏和刑罚的帮助，才能成为纯粹美好宛如天生的样 。这里显示了荀子

以欲情为性以及化性起伪的思路。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徐干已经不再区分性、伪，不再凸显性恶，也不再提什么

化性起伪了。所谓“良工为之以纯其性，若夫素然”，虽然讲的是修治珠玉，但却间接表明了后天修为的成效里

头其实就具有人性论的义涵在内。更重要的一点是，人性虽然有优劣有美恶，但徐干似乎更倾向于从善的、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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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来把握人性（所谓“珠之含砾，瑾之挟瑕”，恰就是以善的、美的一面为主）。整体地看，他已经离开荀子“性

恶”的话语，甚至已经离开汉儒“人性善恶混”、“人性有善有恶”的话语，朝着正面的、向善的人性论述前进了

一步。更严谨地说，他已经朝向荀子哲学所蕴涵的弱性善论前进了一步。

上面引文第一则“含气而生者，莫知乎人”的“知”，则涉及了人性论的另一个向度：“价值认知”。这点徐

干在其他地方还有进一步的说明：

人无贤愚，见善则誉之，见恶则谤之。此人情也，未必有私爱也，未必有私憎也。（66，《虚道》）

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13，《治学》）

……故曰学者所以总群道也。群道统乎心，群言一乎己口，唯所用之。（10，《治学》）

第一则说明了人人对善恶都有一个普遍的认知，这就是人性中的一种基本的、素朴的价值直觉了。第二、

三则则又说明了人是可以基于这种素朴的价值直觉，进一步锻炼出明睿颖悟从而总摄群道的。这样的“总群道”

绝非只是一种纯知识的、客观的认知而已。应该说，不论是荀子所谓的“心者，道之工宰也。”，还是徐干所谓

的“群道统乎心”，都是就着心对价值的认知、抉择、信守来说的。

清代戴震以“血气心知”（实质上则是血气心气）为“性之实体”，以欲、情、知三者共同作为“血气心知

之自然”（也就是人性的发用）。这是荀学以自然元气为本的自然人性论的后期版本。可以看到，徐干的人性论

正是朝着戴震的典范去发展的。

附带一提的是，《中论》《修本》篇“人心莫不有理道”一句，清人以为是唐代避讳改字的结果，原文应是

“民心莫不有治道”；这应该没问题。但李文献据池田秀三之说，以为“理”字其实无误，并且认为徐干心论

具特色的观点正是“心中含理”。[4]137-138这样的解释，如果意味着朱子学那种“心具理”的义涵的话，那就不符

合徐干的思想了。

三、圣人的“学乎神明”和“相因而学”

《中论》第一篇是《治学》，篇中说：“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没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学也。学也者，所

以疏神达思，怡情理性，圣人之上务也。”，“人不学则无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经人伦……”，“不习道则不为

君子。”，“学者所以总群道也”，还有，“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综合起来看，

人必须学，而学的目标就是涤净心神、开通思理、调畅情性、习道成德、导正人伦。

《荀子》与《中论》两者都是一开卷就论“学”，这点并非偶然。重要的是，它们都呈现了学道、知道以及

行道、成道两端并重的理路，这就表明了它们（或者说所有的荀学）是完整的内圣外王之学，绝非寡头、无根

的事功之学。

就整个“学”来说，徐干有个观点值得一提，他说：

夫独思则滞而不通，独为则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故太昊观天地而画八卦，燧人察时

令而钻火，帝轩闻凤鸣而调律，仓颉视鸟迹而作书，斯大圣之学乎神明而发乎物类也。贤者不能学于远乃学

于近，故以圣人为师……非唯贤者学于圣人，圣人亦相因而学也：孔子因于文武，文武因于成汤，成汤因于

夏后，夏后因于尧舜。故六籍者群圣相因之书也。（13，《治学》）

天道迂阔，暗昧难明，圣人取大略以为成法，亦安能委曲不失毫芒无差跌乎！（217，《夭寿》）

在第一则里，徐干认为，“大圣”凭着心思的明敏来考察天地万象而有所领悟，因而有了种种的人文创制，

这是“学乎神明”。然后，由于早期圣人的这种创制事实上只能是素朴简单的制作，因此接下来还需要一代代圣

人“相因而学”才能逐渐地积累深厚，进至精微；所谓《六经》，其实就是“群圣相因”地积累而成的经典。在

第二则里，徐干侧重说明了天道只是大致有个常轨，并且是迂大宏阔、暗昧难明的，因此圣人的取法于天道也

只是取个大略而已，不可能一一符应一一贴合。合并起来看，第一，在大圣“学乎神明”的观点里，徐干将人

文制作的发生溯源于天地神明无言的示现，这就部分地、稍稍地解答了今人对荀子哲学的“第一位圣人要怎样

制作礼义”的质疑，同时也适度地把荀学里头天人合中有分、彼此相续的观点表达了出来。第二，在历代圣人

“相因而学”的观点里，徐干合理地说明了人类由草昧进至文明的历史过程，合理地说明了圣人制作之所以能

有效的背景因素，这就彰显了荀学里头强烈的历史性格和群体意识，并间接呼应、印证了荀子“法后王”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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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以上这些都是徐干对荀子思想的一个建设性的补充和发展。

四、对言说、论辩与智的看重

这一节先讨论上面所谓学道、知道这一端，也就是所谓致知论的部分。

《中论》、《贵言》篇强调，君子跟人讲论道理，言辞要适当，要考虑对方的心志、器量、反应，要技巧地

梳理，顺着对方的性情来引导他。《核辩》则指出，君子之辩，重点在“善分别事类而明处之”，目标在“明大

道之中”。总之，徐干主张，要认识事理、讲明大道，必须就着人事物的具体情境思量论辩、斟酌权衡才可以。

重要的是，这样的斟酌权衡并没有预设的答案。《贵言》又指出，每个正当的、表面上天经地义的信念在具

体实践的时候一样要经过斟酌考虑，必要时甚至要搁置它。他举仓梧丙让妻于兄、尾生因守信而溺水、儿子指

认父亲偷羊等例子，说明“凡道，蹈之既难，错（按：指弃置）益不易。”徐干在《中论》其他篇章也提到类似

观点。例如他说：“夫仁、礼、勇，道之美者也。然行之不以其正，则不免乎大恶。故君子之于道也，审其所以

守之，慎其所以行之。”（164，《考伪》）也就是说，再怎么美好的道，如果脉络不合，分寸不对，则实践起来也

可能变成大恶，因此务必要在临事时审慎衡量。

以这样的斟酌权衡为前提，徐干特别强调“智”的重要。他在《智行》里说，如果要在“明哲穷理”和“志

行纯笃”两项里头取舍，那么“明哲穷理”也就是“才智”要比“志行纯笃”来得重要。但这并非说“行”不

重要，而是说，才智恰恰是指向行的；正是因为有了才智，才能够恰当权衡、通达事变，完成事功。所以徐干

说：“圣人之可及，非徒空行也，智也。伏羲作八卦，文王增其辞，斯皆穷神知化，岂徒特行善而已乎！”，又说：

“圣人贵才智之特能立功立事益于世矣。”（119、126，《智行》）

在其他篇章，徐干又说：“王者之取天下也有大本—有仁智之谓也。仁则万国 之，智则英雄归之。”（263，
《慎所从》）又说：“大贤……其异乎人者，谓心统乎群理而不缪，智周乎万物而不过，变故暴至而不惑，真伪

丛萃而不迷。”（244，《审大臣》）。前一句仁、智并提；后一句单提一个智，都表明了他对“智”的看重；后一

句并且表明了这样的智正要在每个事件热烘烘的现场直接权衡与即时表现。

上面这些主张，跟徐干“道”、“中”概念的荀学性格是有关的。前面说过，徐干的“道”与“中”不是纯

精神的形上实体，而只是人事物当中一个恰当的分寸，或者那恰当分寸的表现；其具体内涵并非绝对不变，而

是会随着事件脉络而变化的。不妨说，它们就相当于明清时期儒家自然气本论所谓“理在气中”、“理在事中”、

“理在欲中”的“理”。[5]153-178总之，徐干的“道”与“中”并非是本心、本性中天生、固定与现成的东西，无

法靠“复性”、“致良知”等求之于内的修养工夫来获得，而必须就着具体人事物的脉络和情境来思辨权衡来把

握，并且这样的思辨、权衡要达到精练明确，其前提就是一个“智”。此外，由于这样的思辨、权衡跟言语是分

不开的，所以言说与论辩当然也就跟着被看重了。

回头看一下荀子。荀子说：“期、命、辨、说（按：此指约定、命名、论辨、解说）也者，用之大文也，而

王业之始也。”（《正名》）这也是对言说、论辩的看重。荀子又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劝学》）博学正是为了在事物具体情境中斟酌权衡时对比参照的需要，而“知明”正是这种斟酌权衡所锻炼

出来的能力，以及继续斟酌权衡的重要依据。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徐干的思想跟荀子是相通的。

后，有三点要补充的是：

第一，在《智行》中，为了说明了“智”的重要，徐干引述了孔子、孟子的话：

仲尼曰：“可与立，未可与权。”孟轲曰：“子莫执中，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仲尼、孟轲，可谓达于权

智之实者也。

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徐干的“权智”思想来自孟学（也就是孔孟之学）。从孟子思想的理路，以及孟子批

评子莫的“执中无权”这句话来看，孟子的“权”是“执中而权”，是依于一个先天内在既有的“道／性／中”

而“权”[3]77；而徐干的“权智”，跟荀子一样，都是就着事物脉络反复论辩权衡而后得其“中”的“权”。只是

因为在《荀子》中没有鲜明的类似“权”的话语，所以徐干才会引述孔子、孟子的话，而其实在理路上跟孟学是

两回事。

第二，虽然看重论辩、权智，但这并非说，单单靠思辨的操作就能获得道理。徐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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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君子之于道也，在彼犹在己也；苟得其中，则我心悦焉，何择于彼？苟失其中，则我心不悦焉，何取

于此？故其论也，遇人之是则止矣；遇人之是而犹不止，苟言苟辩，则小人也。（112，《核辩》）

可见，在权衡、斟酌道理的时候，是否已经“得其中”，那是必须借由“我心悦焉”来确认的。也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里，仍然是人的价值认知、价值直觉在做关键的取舍的。

第三，荀学这种就着具体情境来思辨权衡来掌握“道”与“理”的进路，以及对“智”的特别看重，并非

什么“不识道体”、“昧于大本”、“不识仁”、“作意安排”、“儒学之歧出”等等。类似的批评主要来自孟学，并

且是完全以孟学为标准来论断的结果。

五、尽敬成礼与“积”的工夫

这一节谈上面所谓行道、成道的一端，也就是工夫论的部分。徐干关于工夫论的基本观点，是“敬、礼相

须”、“尽敬以成礼”：

《书》曰：“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夫礼也者，人之急也，可终身蹈，而不可须臾离也。须臾离，

则慆慢之行臻焉；须臾忘，则慆慢之心生焉焉，况无礼而可以终始乎！夫礼也者，敬之经也；敬也者，礼之

情也。无敬无以行礼，无礼无以节敬。道不偏废，相须而行。是故能尽敬以成礼者，谓之成人。（29，《法象》）

人性之所简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独。夫幽微者，显之原也；孤独者，见之端也。胡可

简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独而慎幽微，虽在隐蔽，鬼神不得见其隙也。《诗》云：“肃肃兔罝，施于中

林。”处独之谓也。（23，《法象》）

这两则资料都有《中庸》第一章的影子。第一则跟《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

不赌，恐惧乎其所不闻。”一句有关，而第二则则跟《中庸》接下来的“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一句有关。第一则特意将《中庸》的“道”换成了“礼”，而第二则则强调了人性本身便有简慢怠忽的一面，这

就比《中庸》更明显地呈现了荀学的性格。进一步看，第一则提出敬的概念；而第二则的“敬孤独而慎幽微”

和“处独”，显然取自《中庸》的“慎独”，而又添了个“敬”字；可见徐干这儿的“敬”和“慎独”是相涵相

通的。重要的是，在第一则里，徐干双提“敬”、“礼”，这就让“敬／慎独”有了个 基本的一个具体的内涵。

单单一个“敬”难免空泛无归，加个“礼”而后“敬”有个基本的依止。于是，所谓敬，就是敬于礼，就是须

臾不离于礼。敬是行礼时内在的情意，礼则是敬的表现框架表现范式表现内容。敬是礼的基本精神，礼则调节、

落实了敬。总之敬和礼两者“相须而行”、不可“偏废”。文中所谓的“能尽敬以成礼者，谓之成人”，意思就是，

内心有敬，贯注在言行中，让言行一切合于礼，能做到这样就可称作成人了。

先秦儒家已经提出“敬”的概念，也已经就礼说敬。但像徐干这样，敬、礼双提，交互地、系统地论述它

们，似乎还没见到。今天，在工夫论的脉络里，一讲到“敬”，我们通常会想到二程“敬义夹持”、程颐“涵养

须用敬”以及朱子主敬涵养的观点。一般不会想到的是，早在东汉末年，徐干就已经这么鲜明地表彰“敬”的

工夫，并且还敬、礼双提，达到相当的理论高度了（当然，具体的脉络、内涵不尽相同）。

在“尽敬以成礼”之外，徐干又强调一个“积”的工夫，可以看作他工夫论的补充原则。“积”的工夫首先

是“积小致大”（46，《修本》），徐干称作“慎其寡”。他认为，一点一滴地从小处做起，就可以“不要而遘，不

征而盛，四时嚜而成，不言而信。德配乎天地，功侔乎四时，名参乎日月。”（47，《修本》）应该是因为对这点

深具信心的缘故，徐干又补上一句话说：“道之于人也，甚简且易耳”。值得一提的是，这儿，从“积小致大”

居然就讲到“德配天地”的地步，其中显然也有《中庸》“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博厚配地，高明配天……”

的影响在。

“积”的工夫又表现在“积之于素”，也就是要在平素就持续不断地实践，要“久于其道”（69，《贵验》）

这点我就不多说了。

荀子在《儒效》中说：“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积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注错习

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积也。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并一而不二，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

故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积礼义而为君子……故人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

则为君子矣。”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由于对人性的有限的认识，荀子的修养工夫特别地看重“积”，并且这个“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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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一样可以具体地跟“礼义”结合起来，说成“积礼义”；据此我们可以说，徐干“尽敬成礼”与“积”的工夫，

正是荀学一路。

前面说过，徐干已经不再强调性、伪之分，也不再强调“化性起伪”的观点了。此处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

出，徐干曾援用譬喻谈论人性问题，他说工匠修治瑕疵于是珠玉能够“纯其性，若夫素然”（43，《修本》），又

说白色画布上了彩色之后“敝而不渝，孰知其素欤？”（6，《治学》），这就间接地或某个程度地表达了明清时期

“习与性成”的观点，也就是荀子哲学里所隐藏着的“积善成性”的观点。

结语

徐干哲学典范的轮廓大致如上所述；更缜密的图像，以及其他方面的观点（如政治观），都可以据此进一步

去探究。本文的结论是，徐干的哲学，即使某些地方或某个程度参照、吸收了孟学，但他的整个哲学典范，却

很明确地是荀学的性格，并非曾巩《中论序》所谓的“推仲尼孟轲之旨”，也不是徐湘霖[6]77所谓的“在孟子和

荀子的差异和对立互补的矛盾双向运动中，得其中道”。此外，《中论》在好几个地方明显地延续或响应了《中

庸》，而它整个的思想性格却是荀学，这也印证了徐干眼中的《中庸》本来就是荀学一路，跟宋明儒眼中的《中

庸》是两回事。

可以说，徐干的哲学对荀子哲学有继承，也有创新和推进；是荀学哲学史上，在汉代董仲舒、扬雄之后，

西晋裴頠之前的一个重要的中继；而《荀子》、《中庸》、《中论》（还可以加上隋代王通的《中说》）的前后相续

与一贯相通，则是前期儒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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