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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子，姓辛，名计然，楚国高士。一说为
老子弟子，另一说为范蠡之师。所著《文子》

又称《通玄真经》，是战国黄老学派的重要著
述。全书共 12 卷，倡天道、斥人欲、主精诚、

放诈伪，上以劝皇王帝霸，下以宣道德礼义，

务求无为而化成天下。

与其他诸子文章不同，《文子》 主旨在
于申述《老子》思想，故长于论说，而极少寓
言、史事，趣味性和故事性明显较弱。因此，

自汉迄唐，《文子》 的诠释和传播都远不如
抄录其书却附以具体历史事件和真实人物
的《淮南子》。

开元二十九年， 崇信道教的唐明皇在
长安、洛阳及各州首府建立玄元皇帝庙、并
开设崇玄学，勒令各地学生修习《老子》《庄
子》《列子》《文子》， 且每年依照明经科标
准，推荐、选拔生员入朝。于是，本已落寞的
《文子》受到读书人的重视，继而有道号默
希子者（徐灵府）为之作注。该书刊行于宋，

后入《道藏》，成为当今可见最早也最为完
善的注本。

1973年，河北定州中山怀王墓出土竹简
《文子》。尽管简本仅存《道原》篇及部分残章
零句，但足以窥探古本《文子》的基本面貌。

比如，此本并无“老子曰”字样，而是以“文
子”与“平王”（当为楚平王）问答之事连缀成
篇，但主旨思想与今本基本一致。由此，《文
子》真伪之争渐息。

遗憾的是，学界焦点仍放在古、今本《文
子》以及《文子》与《淮南子》的文献研究上，

而没什么专门文章来谈论《文子》之“精神”。

找到来处，确定归途

一日，天朗气清，楚平王与文子同游于
云梦之泽、巫山之巅。

楚平王，芈姓，熊氏，名弃疾。陈、蔡被灭
后，曾担任两国长官。其在位 13 年，虽有政
治手腕，但为人阴险，尤有贪渎好色之名。

那日，平王看着楚地的壮阔山河，发出
感慨和疑问：先生常说“天之与人，有以相
通”，虽觉其理，却不解何故。文子捻须而笑，

答道：因为宇宙之间，唯有人是精神性的存
在，能无限接近于道。

平王犹不解。于是，文子指着山间雾气
说道：宇宙之初便如这混沌之气，恍恍惚惚，

若存若无，裹胁于道中。而天地万物皆由道
赋能，由气赋形。因此，气是一切有形事物
的基质，是为元气。元气受道的牵引作用，

不断向外流出和分化，从而形成清浊二气。

清气精微而轻盈，故不断上升构成苍穹；浊
气粗劣而凝重，故不断下沉构成大地。随着
两气彼此作用，遂有阴阳之变、五行之运、

日月之彰、 星历之行以及山川之形与鸟兽
之殖。一个麟游凤翔、生机勃勃的世界由此
诞生。

然而，在此天地万物之中，唯独人之精
神受之于天。因而，人与天具有本质上的同

构性，人亦是一个精神汇聚的小宇宙。比如，

椭圆的脑袋是对苍穹的效法，两足是对大地
的模仿；天有春夏秋冬之运行，人则有手足
四肢之运动；天有金木水火土之交互，人则
有心肝脾肺肾之系统；天有八方、中央之解
合，人有上下九窍之贯通；天有三百六十日
之轮回，人则有三百六十处关节；天有风雨
寒暑之变，人有喜怒哀乐之发。

在这个小宇宙中，“胆为云， 肺为气，脾
为风，肾为雨，肝为雷”，皆随心中意念而动，

而意念的能量便源自精神。假如失去精神的
加持，即便是与天同构的形体也只是一个空
洞的躯壳、一个完全被动的生命结构。因此，

精神便如日月之光，可赋予人之生命以无限
可能，足以使人上通天道、神化品庶，成为万
物之灵。

平王听得心驰神往，继而问道：寡人听
说上古有冯夷、大丙、西王母之类“神与化
游，以抚四方”的得道者 ，他们可驾驭阴
阳，无视幽冥，履霜雪而无痕，随风起而扶
摇。在下可经纪山川，蹈腾昆仑；在上则往
来天庭，出入阊阖。不知寡人何日才能获得
此道？

文子答曰：得道并没有那么神秘，不过
是人以自我之精神最大限度地感知、 接纳
整个宇宙原始的精神。 这个感知的过程就
是人与天的交流过程， 目的并不是让人变
成神仙，而是要尽量理解天的意志、效法天
的行为，带领迷途之人回归纯粹、本真的精
神状态。

比如，上古之时，人与人没有利害之争，

各安其性命之乐，得其精神之纯，故被后世
称为天民。后来，夏鲧建造高城，自立为王，

逐渐导致人心异变和诸侯背叛，乃至四海之
外也生出狡诈之心。禹敏锐地体察到天下人
心变化的根源，便毁坏所有城池、焚烧全部
兵甲，更将父亲积聚的财物全部赏赐给各个
部落，遂用雨露般的恩德感化了海外、四夷
的诸侯。

文子反问：我王，禹的行为不正是效法
天的宽广无私吗？只有彻底摆脱人造之物的
诱惑， 我们才能真正获得精神的自由与敏
锐。所以，“上古真人，呼吸阴阳，而群生莫不
仰其德以和顺。当此之时，领理隐密，自成纯
朴，纯朴未散，而万物大优”。

但是，平王似乎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人
的肉体终究是浊气构成，自然无法抹去本能
的欲望和杂念， 更不可能回归到原始时代。

所谓天人相通，终究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生
命理想罢了。

许多年后， 文子回想起当日的对话，终
于领悟到天人之际的真谛：人既承受着源自
上天的精神， 也担负着身祀大地的职责。故
形神遇合，不过是精神在肉体间偶然的短暂
停留，最终精神、肉体都将回归于天地。

这种既富诗意又略带调侃的笔触，恰如
其分地观照了人类生命的独特与永恒，为我
们找到了来处，又为我们确定了归途。由此，

世人方能确信，无论生死，人之精神始终与
天地万物相沟通。这正是文子“天之与人，有
以相通”的根本所在。

精神越纯净，智识越明朗

如果说肉体的欲念是天人相通的原始
阻碍，那么精神的清明就是实现天人相通的
必由之路。道家始终坚守一个知见：精神越
纯净，人的智识便越明朗，从而才能公正地
看待纷繁复杂的世象，平和地观照瞬息万变
的内心，最终体验生命的极致。

有一次，文子向老师李耳请教何为生命
的极致。老子说，那是一种生死也不能改变
的至神状态，即“神则以求无不待也，以为无
不成也”的神明之境。或者说，这便是以精神
之清明彻底消解肉体之欲后的天人相通之
生命体验。

若干年后， 文子又三次对神明作出阐
释。第一次是生命意义上的神明状态：“神明
者，得其内。得其内者，五藏宁，思虑平，耳目
聪明，筋骨劲强，疏达而不悖，坚强而不匮，

无所太过，无所不逮。”第二次是天、人交互
层面的神明特征：“天设日月，列星辰，张四
时，调阴阳。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风以干之，

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见其所养而万物
长；其杀物也，莫见其所丧而万物亡。此谓神
明。” 第三次是修道层面的神明境界：“夫道
者，体员（圆）而法方，背阴而抱阳，左柔而右
刚，履幽而戴明，变化无常，得一之原，以应
无方，是谓神明。”尽管三者各有侧重，但本
质上都是强调精神的终极结果。

为了进一步明确神明的内涵，文子又将
精神的作用划分为三个层次：首先，精神是
先于生命本身且塑造生命形态的物质；其
次，精神是主导人之心智的根本动力，也是
反映人之心智状态的一面镜子，是“达性命
之情”的根本途径；最后，精神虽无形、无体、

若亡、若死，却能“出入无间，役使鬼神”，甚
至可“登假千道”、无所不能。

正因为看到了精神的特殊作用，文子又
在生命运化论的基础之上， 提出纲领性的
“贵神”主张：必须让精神统摄身体，而不可
使精神受制于肉体。文子不止一次地告诫日
益骄纵的平王：即使帝王驾崩，也会把骨骸
埋藏于山野之间。但他们会为自己的精神设
立明堂，使其祭祀不辍。这还不足以说明精
神相对于形体的高贵吗？精神一旦受制于形
体，人便会陷入骄纵、昏聩；反之，让精神主
宰自身，人便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然而，仅仅强调精神之贵，仍然无法说
服平王放弃骄奢淫逸的生活。为此，文子相
继提出“守神”十法：守虚、守无、守平、守
易、守清、守真、守静、守法、守弱、守朴，并
严厉告诫“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摄汝
知，正汝度，神将来舍，德将为汝容，道将为
汝居”。 若不能去除身体所沾染的欲望，身
体便会被鬼神所恶， 最终自身所存之神魂
就会扬长而去。

也许，《文子》的精神论终究还是受到楚
地鬼神观念的渗透，或许借助鬼神的加持是
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毕竟，鬼神更具
体，也更具威慑力。同时，文子还以夸张的言
辞，向平王描述了精神的无限作用：“其动无

形，其静无体，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无
间，役使鬼神，精神之所能登假千道。”这样
一来，他终究没能将平王真正导入正法。

综上可知，《文子》 所谓天人相通不仅
是精神相贯， 也包含鬼神来舍的双重属
性，其终极形态便是神明之境，即人与神
相融合的最佳状态，无限接近于天人合一的
生命境界。

同修德政，调和儒法

《文子》的神明境界虽然略带鬼神色彩，

但主要强调人的精神修为。显然，这个神明
尚未落脚于治国理政的具体事务。 为此，又
建构了一个系统的政治方略———神化天下
的“神明政治”。

此处的神化不能简单理解为道德精神
的感化，而是一种稍带神秘色彩的天、人之
间相互作用所引起的正向变化，即通过“与
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鬼神合灵，与四
时合信”等方式，达到“怀天心，抱地气，执
冲含和”的精神境界，进而实现“不下堂而
行四海，变易习俗，民化迁善，若出诸己”的
目的。

神化的另一面向即庙战：“庙战者，法
天道；神化者，明四时。”二者的共同之处在
于：“修正于境内而远方怀德，制胜于未战而
诸侯宾服也。”文子认为，真正的战争不是短
兵相接、浮尸千里的杀人游戏，而是庙堂之
上、君臣一心同修德政的比拼，是君王以博
大之精神通感天下、广布德泽的较量。这便
是所谓的庙战，是帝德、王道精神的集中体
现。显然，神化与庙战可谓一体两面，是帝王
一统天下的最佳选择。

要实现庙战、神化的政治理想，前提是
君王要效法圣人之游，“即动乎至虚，游心乎
太无，驰于方外，行于无门，听于无声，视于
无形，不拘于世，不系于俗”。简言之，就是要
彻底解放思想、自由心灵与无为而为，具体
表现为“内修道术而不外饰仁义，知九窍四
支之宜，而游乎精神之和”。最终效果是，“甘
雨以时，五谷蕃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
省时考，终岁献贡，养民以公，威厉以诚，法
省不烦，教化如神，法宽刑缓，囹圄空虚，天
下一俗，莫怀奸心”。

显然，神化是神明之德的延伸和实践形
式，且同样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自身的神
化，即通过体道、修道、为道以达到合道的境
界；二是神化天下，即以精诚为前提，同时指
向身国同化、天人合一的政治实践，即不以
杀戮、刑赏、礼教等外在手段为依托，而专注
于无为之自为的普世性精神教化。

综上可知，《文子》“精神”论的核心是天
人交通，目的是实现“神明政治”。因此，《文
子》的政治理想与战国儒家奢谈仁义礼乐之
教化不同，与《庄子》《列子》等其他道家玄谈
之绝对自由也不尽相同，更与后来违背人性
而狂热追求法、术、势、利的法家截然不同。

《文子》的政治理念既能“因民之欲，乘
民之力，为之去残除害”，又能强调人的精神
性， 并将其纳入国家政治的宏观思考中。正
因为如此，它并不完全排斥礼、法的约束力
与公正性，只不过神、礼、法三者在制度设计
中所处的位置有所不同。从中可以看到，《文
子》试图在“精神”的引导下，竭力调和儒、

道、法三家之政治构想。这正是《文子》一书
的精彩所在。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古代文学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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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精读

名士是东汉后期政坛出现的
一股重要力量。他们一般出身名门
望族，有着显赫的家族背景。不少
人的学识也算高远，在文人中有着
相当大的影响力。

东汉末年、 三国初年时期，名
士同执政者的关系颇为多样，大致
可分成三种类型：

一种是完全不合作的态度，具
体又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暗的，他
们归隐山林、悠然自得，虽谈论世
事却不干预世事，终老林泉。襄阳
的司马徽、庞德公可谓代表。另一
类则恃才傲物、目空一切，自己没
本事却看谁都不顺眼，祢衡可谓一
个典型。

孔融多次向曹操推荐祢衡，说
得曹操心痒痒的，一定要见见这位
名士。可祢衡不领情，非但称病不
去见曹操， 还在背后讥讽曹操，甚
至还当众羞辱、谩骂曹操。曹操怕
杀了他背上害贤的恶名，因而忍下
了这口恶气，并将祢衡送到刘表那
里。没想到，祢衡又与刘表闹翻，刘表又将他送到黄
祖那里。祢衡依旧积习难改，骂到了黄祖头上。黄祖
可不是吃素的，一怒之下就把祢衡杀了。

另一种是虽然同执政者合作，却在骨子里瞧不
起他们，并且利用自己的身份公然唱对台戏，孔融
算得上是一个代表。

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名头自然很大。他在
外做过北海相、 青州刺史， 在朝做过将作大匠、少
府，而且“每朝会访对，辄为议主”，俨然朝中的意见
领袖。曹操对他也不敢怠慢，可他对曹操却时时讥
讽、处处做对，结果被曹操扣上“招合徒众”、“欲图
不轨”和“谤讪朝廷”等罪名杀掉了。

还有一种是不仅能同执政者合作，而且积极出
谋划策，但骨子里依然改不了名士习气，因而无法
合作到底。曹操的谋士荀彧属于这种类型。

荀彧号称曹操的首席谋士， 出身名门望族，早
年就被视为“王佐之才”。投奔曹操后，不仅推荐了
大量人才，而且许多重要决策都有他的功劳，被曹
操誉为“吾之子房”，为曹操统一北方建立了卓越功
勋。但是，荀彧骨子里依然忠君爱国；辅佐曹操，也
只是希望能够借力复兴汉室。所以，当曹操暴露政
治野心之时，荀彧就直言“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
此”，最终惹怒曹操，死得不明不白。

当然，也有一些名士能够把握时势、建功立业。

刘表就是一个典型。 刘表是东汉末年的公认名士，

名列“八俊”。荆州刺史王睿为孙坚所杀后，董卓派
刘表继任。当时，荆州各种势力复杂，由宗族、乡里
关系组成的武装集团更是强盛。 刘表只身赴任，网
罗了蒯越、蔡瑁等荆州士人，并在他们的帮助下，一
举消灭了这些“宗贼”势力，得以平定地方。

虽然割据一方，但刘表骨子里依然未能摆脱名
士习气，政治上缺乏远见，军事上缺乏谋略，几番错
过重大战略机遇， 因而时人对他的评价并不高。曹
操谋士郭嘉说他是“坐谈客耳”；和他共过事的贾诩
说他“不见事变，多疑无决，无能为也”；曹操更是直
言“我攻吕布，表不为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绍，此自
守之贼也”。

陈寿在《三国志》中对他的评价则是：虽然“有
威容、器观，知名当世”，但“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
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至于后嗣颠蹙，社稷
倾覆，非不幸也”。

显然，作为一个政治家，刘表这样的名士是不
合格的。不过，在刘表的治理下，各地士人纷纷前来
荆州避难， 刘表也为他们营造了一个相对稳定、安
宁的生活和治学环境， 为国家保存了一大批读书
人。正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价的那样，刘表
做的是“中人以下自全之策也”，“故天下纷纭，而荆
州自若”。

《文子》的政治理想与战国儒家奢谈仁义礼乐之教化不同，与《庄子》

《列子》等其他道家玄谈之绝对自由也不尽相同，更与后来违背人性而狂
热追求法、术、势、利的法家截然不同。它试图在“精神”的引导下，竭力调
和儒、道、法三家之政治构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