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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淮南子》的“人性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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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淮南子》集成于汉初，继承了诸子百家的思想，其中以道家为主。 其书，以治理天下为目
的，然人是其必究之核心。关于人性，本然之人性合道，现实之人性迷离，人性是可塑造的，最终提出自得
的观点。 《淮南子》认为人性无论是从起点，还是终点，都是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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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成书于汉初，为刘安与其门客集 冥之深，以翔虚无之轸，托小以苞大，守约以治广，
訛
体编纂之书，这已为学者所接受。《淮南子》成书的 使人知先后之祸富，动静之利害。 ” 譻
道是包罗天

时代背景确定之后， 我们可知其为汉代第一部巨 地，规划万物，是宇宙的最初面貌，又是极其深远
著，其思想渊源于先秦各家，但后人多将其归为道 的，无所不在，以小可以包大，以简可以治广，可以
家的著作， 如徐复观曾对此有明确论述：“全书捃 使人知道祸福的先后，动静的利害关系。 从全书来
摭广博，然道家思想，究居于优势” ①，道在其中自 看，原道篇为《淮南子》的首篇，同时作者编著此书
然有着重要的地位。 近人对《淮南子》的关注，更多 在西汉初年， 众所周知汉初黄老之学兴盛， 故言
的是其本体的“道”或其最明显的功用“治”的论 “道”在《淮南子》一书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从
述，而本文则试图探讨《淮南子》中对人自身的关 要略中的总结来看，道是无限的存在，是万物生成
注。 很明显无论是世界或人的根本依据“道”，还是 的依据，是宇宙的原初状态，是指导人生的准则，
解决生活世界具体问题的“治”都无法远离人而单 由此可以看出作者赋予“道”极其重要的意义。 而
独存在，假如其存在而没有人能把握，其对人也是 对“道”的研究一直为学者所关注，任继愈曾指出：
《淮南子》则对‘道’作了系统的说明，把它作为自
没有意义的。 正如要略中所言：“夫作为书论者，所 “
訛
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②，这是刘安在汇编此书时 己宇宙观的最高范畴。 ”譼
从以上可以看出“道”不

的自我总结，故可言《淮南子》是关于人事的书，对 仅仅涉及宇宙观，更明显有本体论的痕迹，故可说
人自我的研究必然是其核心问题之一。
一、人性合道

“道”是整个《淮南子》一书的理论根据。 正如上文
所讲，《淮南子》是一部关于人事的书，必然对人的

《淮南子》作为道家的一部巨著，是有充足的 本来面目进行深刻的探究，但标准仍旧是“道”，因
理论依据的。 在要略中作者对原道进行了总结： 为作者赋予“道”为万物的依据。 所以人性的价值，
“原道者，卢牟六合，混沌万物，象太一之容，测窈 就要看其是否合于道，人性若达于道的标准，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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訛
有，而涤荡之”譿
，圣人治理天下不是从自己的一己

关于人性，在《淮南子》中有着多方面的论述， 之念出发，改变民众的本来之性，而是顺从民众之
一方面是本然之性，另一方面是实然之性。 关于本 所有，而使之畅通。 故可说圣人并不是有什么超能
然之性的论述，先秦已多有争论，而《淮南子》则是 之人，而是能够洞察民众的本性而疏导之，这有一
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综合。 《淮南子》虽其基本理 种道家的无为而治之感。 同时，这看似简单的事情
论倾向是道家的，但对先秦各家多有借鉴，故其对 并不是十分容易完成的，所以才有圣人的崇高地位。
訛
故因其性则天下听从，拂其性则法县而不用。 ”讀
有
人性的论述虽有很强的道家倾向， 同时也吸取了各 “

家的思想。如其对人性的描述，多为清静恬愉。如
“
人 学者将《淮南子》作为一本关于社会治理的书来研
生而静，天之性也”①“
、 清静恬愉，人之性也”②“
、 古之 究，将道理解为治道，那么人在其中就是一个必然
訛
。 关于人性的描述有很 的关键。 道在《淮南子》一书中的地位已有大量论
圣人，其和愉宁静，性也”譻

强的道家色彩，但其也深受其他各家思想影响，如 述，其重要性已为广泛接受；关于圣人的讨论也有
儒家的性善说，在书中也有涉及，如《齐俗训》
“人 很多，但多是从儒道的区别来论述；关于人性的论
訛
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 譼
。 从儒道两家的论述来 述并不多，三者之间的关系也不太清晰。《淮南子》
訛
，那么道才是关键，
看，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关于人性的本然状态的 中明确提出“治在道，不在圣”讁

定义，而这又是符合“道”本体的要求。

圣人只是把握了道，来运用道。 圣人治民要顺民性

在书中，关于人性的论述，多采用儒道两家的 而为，只有此才可达到为治的目的。 由此看来，圣
观点，儒道两家对“性”和“道”在定义上虽有不同， 人在道和民之间只是一种中介关系， 其一方面可
但对二者的关系的理解上则是相同的。 对于此徐 以把握道，另一方面可顺民性治民。 那么民性和道
复观提出：“性与道的关系，仅从形式上说，亦即是 之间的关系为何，很明显关键是道和民性，圣人只
仅从格架上说，儒道两家完全是一致的，即是都认 是二者的连接。
訛
，以此来
定性由道出，等于派在生命中的代表” 譽

人性合道，与道为一，人在本源上是完美的。

论，性是完全合于道的，人性在本然状态上的所有 关于人自身与道的关系，《淮南子》 中有具体的论
行为都是合于最高标准的。 《淮南子》一书中对此 述：“天下之要，不在于彼而在于我，不在于人而在
多有论述，但在论述时却有一个中间环节“圣人”， 于我身，身得则万物备矣。 ……吾所谓有天下者，
当然书中的圣人并非都是儒家观念中的圣人，有 非谓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则天下亦得我矣。 ……所
訛
輮
时用的直接是神话人物。 神话人物或圣人得道，运 谓自得者，全其身者也。 全其身则与道为一矣。 ”輥
作

用道，而泽及四方。“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于中 者强调自得的重要性， 自得则可实现自我的人生
訛
央。 神与化游，以抚四方”譾
，《淮南子》一书中并没 价值，自得就可以保全自我，就和道融为一体。 由

有直接论述泰古二皇是如何得道的，当然在汉代， 此可知在《淮南子》一书中，有一种对人本来状态
人们是有神话崇拜的， 而这在其时也是不用证明 的崇拜，自我在本源上是完满的。 自得是什么，书
的。 圣人是得道者，他们可以运用道，来安抚四方 中的论述是关于性命之情的，“是故夫得道已定，
之民。 人与道的关系在这里是间接的，人是要通过 而不待万物之推移也。 非以一时之变化，而定吾所
圣人来与道发生关联的。

訛
輯
以自得也。 吾所谓得者，性命之情处其所安也”輥
，

“圣人”与人的关系如何，《淮南子》中有这样 由此可知作者的观点是连贯的， 自得即可与道为
的观点，“圣人之治天下， 非易民性也， 拊循其所 一， 而自得也就是自己的性命之情处于其所应处
①陈广忠:《淮南子译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年，第 11 页。
②同譹
訛，第 836 页。
訛同譹
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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訛同譹
譼
訛，第 440 页。
訛徐复观：《两汉思想史》
譽
（第二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40 页。
訛同譹
譾
訛，第 4 页。
訛同譹
譿
訛，第 957 页。
訛同譹
讀
訛，第 9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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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的状态。
由此可知，在《淮南子》中人性是完满的，人自

79

界，《淮南子》一书关于人性的论述即是如此。
那人性为什么从完美而到不完美？ 一是自我

身是完美的。 既然如此，《淮南子》为何又被学者们 的欲望使人性堕落， 二是外在的社会环境变异人
认为是关于治道的书， 是刘安关于如何治理天下 的本性。 人作为一种生物，有欲望这是正常的，但
的建议呢？ 这就是问题所在，上文提到的“人”和 欲望一旦超越其所应有的限度， 就会使人失去自
“人性”皆是从其本然状态出发，然现实如何，恐与 我。《淮南子》认为人性的迷离，正是欲望产生的后
訛
。 这个问题确实十分
本然状态有着巨大的差别，这才是《淮南子》一书 果，“人性安静，而嗜欲乱之”譼

的写作依据，即其问题背景。
二、人性的迷离

严重，在汉代学者已注意的这个问题，而在今日，
仍有很多人在此出问题， 可见过度欲望的严重危

现实的困境是《淮南子》写作的出发点，《淮南 害性。 作者对此进行了具体的论述：“目妄视则淫，
子》集成于汉武帝初年，当此之时，黄老道家的余 耳妄听则惑，口妄言则乱。 夫三关者，不可不慎守
訛
这是作者对君王提出的意见，而这对我们生
韵犹盛，然儒家经汉初多年的酝酿，已取得巨大进 也。 ”譽

展，但仍未取得主导地位。 这大概可作为《淮南子》 活在现实中的人们同样是适用的， 对自我的约束
的学术背景。 正如徐复观所言：“
《淮南子》一书对 与控制一直是中国人修身的必备科目。 人生活在
当时思想的大集结， 乃来自刘安宾客中的包罗宏 现实世界中，就必须与外在世界打交道，自然会受
富，而又皆有平等发言的机会。 当然其中是以儒道 到外在世界的影响。 《淮南子》一书明确提出外在
两家为主”①，上文提出，儒道两家在人性的论述上 环境对人的影响，“原人之性，芜秽而不得清明者，
訛
虽有不同，却都认为人性在本源上是完美的。 《淮 物或堁之也”譾
，追寻人的本性，却不是它本初的样

南子》的作者们多为儒道两家，他们在理论上虽认 子，这是因为外在的事物像灰尘一样遮蔽了它。 人
为人性是完美的， 但残酷的现实一定会打破他们 如果不被外物遮蔽即可保存自己本来的样态，“古
的梦想。 西汉之前是暴秦，秦之前是战国，这些距 之人有处混冥之中，神气不荡于外，万物恬漠以愉
訛
，作者
离《淮南子》作者的时代都不太远。 嗜杀成性，战乱 静，欃枪衡杓之气，莫不弥靡，而不能为害”譿

不停，是这一时代的写照。 汉初虽呈现了少有的太 在这里点明，古人能够获得恬淡而安静的生活状态，
平盛世，但依然是一个人间世界，那就有其阴暗的 是因为他们的精神气志没有流荡于外。 但是现实已
一面。 《淮南子》一书对此是有清醒认识的，“人生 经不是古人所生存的样态，人性早已发生变化，作者
而静，天之性也；感而后动，性之害也；物至而神 给出的解答是
“
人之性无邪，久湛于俗则易。 易则忘
应，知之动也；知与物接，而好憎生焉。 好憎成形，

訛
本，合于若性”讀
，作者认为人生活在现实中人性会发

而知诱于外，不能反己，而天理灭矣。 故达于道者， 生变化，长时间沉浸在流俗之中，就会失去自己的本
不以人易天，外与物化，而内不失其情，至无而供 性。 确实，时间是任何人都难以对抗的，孔子曾云
“
逝
②
訛
讁
其求，时骋而要其宿” ，很明显作者认为人性本来 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每一个人都无法战胜时间的
是完美的，后天的人为改变了人的天性，跟随外物 侵损。 通过时间来改变人们的习性是一个长久的过
的变化。对此有学者指出，
“
在人性演化的问题上，道 程，日久他乡即故乡，年深外境犹吾境，不知不觉中
訛
家秉持历史退化伦”譻
，这恐怕不仅是道家的特色，儒 就会被流俗所改变。

家的历史观恐怕也是如此。思想家眼中的世界，恐怕

人性在现实生活中的迷离是必然的， 没有几

都不是完美的，完美的世界大多处于理想中。正因为 个人可以不受影响，但正因此才有努力的方向，由
对现实的不满，所以才需要认识世界，进而去改变世 实然达到应然追寻本然的生存样态和生命的意
①徐复观：《两汉思想史》
（第二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76 页。
②陈广忠：
《
淮南子译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年，第 11 页。
訛张亘稼：《<淮南子>论人性的弊端》，《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4 年第 6 期,第 16 页。
譻
訛同譺
譼
訛，第 88 页。
訛同譺
譽
訛，第 374 页。
訛同譺
譾
訛，第 494 页。
訛同譺
譿
訛，第 62 页。
訛同譺
讀
訛，第 496 页。
訛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 349 页。
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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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淮南子》从不排斥外在世界，甚至认为外在的 内。 内在的修养是高于外在之物的，“是故圣人内
世界是人们生存的一部分。“由之观之，体道者不 修道术，而不外饰仁义，不知耳目之宣，而游于精
訛
，“若堙之所观者，天机也。 得其精而忘其
专在于我，亦有系于世矣” ①，由此可知，《淮南子》 神之和”譾

一书，不仅将目光放在自身，也在尝试改变世界。 粗，在内而忘其外”，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一直强调
故言， 中国的思想家绝不是仅仅对现实世界进行 自我的重要性，对外在之物并不过分依托，孔子也
解释，他们的解释本身就是一种改造。

訛
曾提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譿
，很明显，这延续了

三、返本与自得

中国人的思想传统。《淮南子》一书，对此进行了充

人性是完美的，人性在现实中是会迷离的，人 分的发挥， 一切事物中最根本的， 都是在内不在
性自然也是可改造的。 《淮南子》一书作为治世之 外，在己而不在彼。 本文提出道在《淮南子》一书中
书， 自然要关注于此，“且夫身正性善， 发愤而成 有终极依据的地位，人性的回归，必须是合道的。
訛
，大
仁，帽子凭而为义，性命可说，不待学问而合于道 “大道坦坦，去身不远。 求之近者，往而复返”讀

者，尧舜文王也。 夫上不及尧舜，下不及商均，美不 道并没远离自身，向自身去寻求道就可以找回来。
及西施，恶不若嫫母，此教训之所谕也，而芳泽之 而自我是与道融为一体的，“天下之要， 不在于彼
所施”②，在此关于人性的论述，书中很明显有性三 而在于我， 不在于人而在于我身， 身得则万物备
品的特色， 认为人性保持本然状态和已无药可救 矣。……所谓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则与道为
訛
的人极少， 多数人是可以通过教化而使之回归本 一矣”讁
，实现了自得就可以不为外物所扰，达到道

然的状态。 针对现实中人性的迷离，《淮南子》主张 的境界， 就可以回归到人性的本然状态，“吾所谓
訛
輮
人性的复归，返性于初，“神明定于天下，而心反其 得者，性命之情处其所安也”輥
。

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民性善而天地阴阳从而

《淮南子》一书，给人宏阔大气之感，谈的是天

包之，则财足而人淡矣，贪鄙忿争不得生焉” 。 人 地之大道，治的是天下之苍生，然其从未远离人的
訛
譻

心回归本初的状态，人性就会为善，天地阴阳各得 生活世界，故言，人亦是《淮南子》一书的一个核心
其位，就不会产生不必要的纷争。 人性本初的状态 命题，人性的探究展现了《淮南子》一书对人的关
是怎样的呢，“是故圣人之学，欲以返性于初，而游 怀。 人性合道，这是对人自身的一个终极评价；人
訛
心于虚也”譼
，当人性复归到初始状态，心灵就会处 性的迷离，回答了现实的百态人生；人性的返本与

于一种无情无欲的境界中。 怎样回归到人性的本 自得，指明了未来的道路。《淮南子》关于人性的论
然状态，那就需要返本，抓住最重要的东西，“是故 述，使我们对自身有了清醒的认识，对现实有了更
訛
圣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末” 譽
，本不在外，而在 深的理解，对未来充满信心。

Regression of human nature in Huainanzi
LI Dianyu
Abstract : Huainanzi was finished at the beginning of Han Dynasty. It inherited the thought from
different schools of scholars in pre-Qin times, mainly from those of Taoism. This book aimed to help govern
the world, thus took the people as the core of study. It believed human nature was blurred, but plastic, and
gave its own view. Huainanzi regarded human nature as perfect, either at the beginning or in the end.
Key words: Taoism; human nature; oughtness; isness; self-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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