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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孔子对庄子理论建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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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庄子继承孔子学说的仁学内核和精神本位的人文主义建立了他的人本主义生命哲学。同时 ,以老子

的天道观与辩证法为武器 ,全面审视和批判孔子学说 ,从而形成了庄子独特的理论体系。正是孔子 ,使庄子与老子分

道扬镳 ,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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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庄子与孔子之间的关系 ,前人论之多矣 ,或

曰批判 ,或曰继承。苏轼说“庄子盖助孔者”(《庄子

祠堂记》) ,“其尊之也至矣”;而程颐则曰“庄子叛圣

人者也”(《二程遗书》卷二十五) 。无论哪一种说法

都表明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 ,即孔子与庄子之间

存在着特别密切的联系。

孔子在《庄子》中是出现次数最多的人物 ,而且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孔子是以自觉践履道德理想或是

代道家立言的圣贤形象出现 ,这表现了庄子对孔子

真诚的敬意及具有某种独特意味的尊崇。但从理论

上说 ,庄子又是“剽剥儒墨”,似乎十分对立。这种矛

盾现象 ,颇耐人寻味。那么 ,庄子和孔子究竟是什么

关系呢 ? 简单地说继承或批判 ,都未免皮相。细看

《庄子》全书 ,可以发现 ,庄子是对孔子学说之一系列

思想命题和理论范畴进行全面审视以后 ,以其为标

的而发的。他的理论体系也主要由此为基点而展

开。他对孔学 ,既不是简单的否定 ,也不是简单的继

承 ,而是既继承又批判 ,正其所误 ,纠其所偏 ,破其所

囿 ,起其所陷 ,补其所缺 ,在扬弃中升华和完善了孔

子开创的人本主义哲学理论。正因如此 ,庄学与孔

学 ,才有机地构成了互补。

千百年来 ,人们都承认儒道之互补 ,但对于这二

家为何能构成互补 ,却未能道其底里。本文对此试

作探讨 ,以求正于方家。

一、孔子于《庄子》中的独特地位
翻开《庄子》,全书 33 篇中 ,提到孔子的 ,达 18 篇

以上。孔子的形象 ,几乎触目可见。粗略统计 ,孔子

的名字 ,在书中至少出现了 144 次。而作为道家开山

的老子 ,出现了 68 次 ,只有孔子的一半。庄子最喜欢

的论辩对手惠施 ,也只出现 34 次。相比之下 ,孔子居

于遥遥领先的独特地位。这说明 ,孔子在庄子心目

中 ,具有特殊的份量 ,乃至超过了老子。

从书中寓言故事的具体描写来看 ,庄子对孔子

的态度不仅表现得颇为尊敬 ,有时甚至推崇甚高。

如 :“庄子谓惠子曰 :‘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

所是 ,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年非

也 ?’惠子曰 :‘孔子勤志服知也。’庄子曰 :‘孔子谢之

矣 ,而其未之尝言。孔子云 :‘夫受才乎大本 ,复灵以

生。’鸣而当律 ,言而当法。利义陈乎前 ,而好恶是非

直服人之口而已矣 ,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　立 ,定天

下之定。已乎已乎 ,吾且不得及彼乎 !”(《庄子·杂篇

·寓言》)所谓“勤志服知”是赞其德 ,“鸣而当律 ,言而

当法”是赞其才 ,“定天下之定”是赞其功。可谓推崇

备至 ,庄子自叹不如。庄子对孔子的伟大人格也非

常推崇 :“孔子穷于陈蔡之间 ,七日不火食 ,藜羹不

糁 ,颜色甚惫 ,而弦歌于室。颜回择菜。子路、子贡

相与言曰 :‘夫子再逐于鲁 ,削迹于卫 ,伐树于宋 ,穷

于商周 ,围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 ,藉夫子者无禁。

弦歌鼓琴 ,未尝绝音。君子之无耻也若此乎 ?’颜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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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以应 ,入告孔子。孔子推琴 ,喟然而叹曰 :‘由与

赐 ,细人也。召而来 ,吾语之。’子路、子贡入。子路

曰 :‘如此者可谓穷矣 !’孔子曰 :‘是何言也 ? 君子通

于道之谓通 ,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

乱世之患 ,其何穷之为 ? 故内省而不穷于道 ,临难而

不失其德。天寒既至 ,霜露既降 ,吾是以知松柏之茂

也。陈蔡之隘 ,于丘其幸乎 !’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

(《庄子·杂篇·让王》) 表现孔子以仁义之道自肩 ,“临

难而不失其德”,气节如松柏之茂。庄子对孔子周游

列国 ,历经磨难而守道不渝的精神 ,多处给予记载和

赞扬 :“孔子游于匡 ,宋人围之数匝 ,而弦歌不辍。”

(《庄子·外篇·秋水》)“孔子穷于陈蔡之间 ,七日不火

食。左据槁木 ,右击槁枝 ,而歌　氏之风 ,有其具而

无其数 ,有其声而无宫角。木声与人声 ,犁然有当于

人心。颜回端拱还目而窥之 ⋯⋯”(《外篇·山木》) 庄

子把孔子作为得道者来歌颂 ,借颜渊之口说 :“⋯⋯

夫子言道 ,回亦言道也 ,及奔逸绝尘 ,而回瞠若乎后

者。夫子不言而信 ,不比而周 ,无器而民滔乎前 ,而

不知所以然而已矣。”(《外篇·田子方》) 这些描写 ,突

出的是孔子胸怀大道、临危不惧的超凡人格。这些

寓言故事基本都根据《论语》里的材料改编 ,并合乎

其基本精神 ,反映了庄子对孔子的人格精神的真诚

推崇。

《庄子·天下篇》对孔子及其儒家学派在学术上

的贡献评价极高 ,认为他们是百家之学的源头 :“天

下之治方术者多矣 ⋯⋯其在于《诗》《书》《礼》《乐》

者 ,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 ,

《书》以道事 ,《礼》以道行 ,《乐》以道和 ,《易》以道阴

阳 ,《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 ,而设于中国

者 ,百家之学 ,时或称而道之。”“邹”是“　”的假借 ,

“　”是孔子的出生地 ,鲁是孔子故国 ;“缙绅”是儒士

之装束。所谓“邹鲁之士”,指的就是孔子为首的儒

家。正是孔子治六经 ,集中吸取了古代文化的精华 ,

并首先打破了官学的垄断 ,传播思想与文化 ,孕育了

后来的诸子百家之学 (有些还与孔子有直接或间接

的渊源师承关系) 。孔子是学术文化从官学到私学

———百家之学转变的枢纽 ,对这一点 ,“其学无所不

窥”的庄子 ,显然看得十分清楚。也许正因为如此 ,

庄子对孔子怀有特别深切的敬意 ,也是这同一原因 ,

庄子把孔学的理论作为自己立说的基础和标的。

庄子对孔子学说的突出关注以及对孔子人格精

神的再三表彰 ,在全书处于十分显赫的地位 ,远为其

他诸子百家所不可企及 ,这透露出了孔子对庄子的

独特影响。《庄子》的本质特征之所以不同于《老

子》,其根源恰恰正在这里。

二、庄子对孔子的继承与批评
庄子为何如此地关注孔子及其学说 ? 孔子与庄

子的学说之间 ,究竟有什么联系 ? 如果这个问题不

能很好的解决 ,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庄子。

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学。孔子第一次给“仁”下

了最本质的定义 :“仁者爱人。”这是孔子对尧舜文武

之道和三代以来文明精髓的最高总结。他的一切理

论 ,正是为此而发。孔子站在道德家、历史学家的立

场 ,探索救世之道。他生活的春秋时代 ,礼崩乐坏 ,

“臣弑君者有之 ,子弑父者有之”。为挽救颓势 ,孔子

提出“克己复礼”的主张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

复礼 ,天下归仁 。”(《论语·颜渊》) 这个“克己”,最

初是针对统治者提出的。孔子认为 ,天下之所以大

乱 ,是因为统治者私欲太重 ,争权夺利。所以孔子明

确地要求统治者“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 孔

子寄希望于统治阶级的自我改造上 ,“季康子问政于

孔子曰 :‘如杀无道 ,以就有道 ,何如 ?’孔子对曰 :‘子

为政 ,焉用杀 ? 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 ,小人

之德草。草上之风 ,必偃。’”(《论语·颜渊》)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修身”是“平天下”

的基础 ,“克己”是“复礼”的前提。所以 ,孔子的学

问 ,主要是“克己”之学。《论语》中的大部分道德修

养的言论 ,亦大都为“为政”者“克己”“修己”而发。

如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 :‘能行五者于天下为

仁矣。’‘请问之。’曰 :‘恭 ,宽 ,信 ,敏 ,惠。恭则不侮 ,

宽则得众 ,信则人任焉 ,敏则有功 ,惠则足以使人。’”

(《论语·阳货》)“得众”“使人”云云 ,自然都是对当官

的而言。又如“君子惠而不费 ,劳而不怨 ,欲而不贪 ,

泰而不骄 ,威而不猛。⋯⋯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斯不

亦惠而不费乎 ? 择可劳而劳之 ,又谁怨 ? 欲仁而得

仁 ,又焉贪 ? ⋯⋯”(《论语·尧曰》) 孔子说的这个“君

子”,亦指明是“从政”者。“克己复礼”是孔子学说的

中心 ,其一系列思想命题 ,也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目

标而发的。

当时代发展到了庄子生活的战国 ,七雄兼并 ,争

城而战。孔子的“克己复礼”,早已变成历史的泡影 ;

其仁义道德学说 ,亦为统治阶级所窃取 ,成为愚弄百

姓的工具。庄子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之斗斛以量之 ,

则并与斗斛而窃之 ;为之权衡以称之 ,则并与权衡而

窃之 ;为之符玺以信之 ,则并与符玺而窃之 ;为之仁

义以矫之 ,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 ? 彼

窃钩者诛 ;窃国者为诸侯 ,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

是非窃仁义圣知邪 ?”(《庄子·外篇·　箧》) 在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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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下 ,人们不得不重新考察孔子的理论学说。不

独道家 ,墨家、法家等也先后抨击儒家之说 ,战国诸

子普遍出现离经叛道的倾向。这不是偶然的 ,它反

映了时代的进步 ,也反映了孔子儒家学说的局限性。

庄子对孔子的全面批判 ,正是时代的要求。但庄子

的批判 ,并非全面否定 ,而是继承中的批判 ,批判中

的继承 ,正是在对孔子的批判继承中才开创了他迥

异于老子的人本主义生命哲学。

庄子首先继承了孔子的人本主义和批判现实精

神。他站在维护人类生命的角度 ,批判现实社会残

害生命、违反仁道的一切。如果说 ,孔子的批判矛头

指向统治阶层 ,以他的《春秋》“贬天子 ,退诸侯 ,讨大

夫。”(司马迁语) 。庄子则把批判指向更深的层次 ,

指向束缚人性的封建文化、伦理道德 ,及至一切传统

的意识形态 ,传统的价值观、人 观、处世哲学。庄

子对儒家的“仁义”抨击最多 ,难道庄子真的是要抛

弃一切仁义道德吗 ? 究竟为何如此激烈地批判它

呢 ?《论语》中有一段对话颇能说明问题 :“齐景公问

政于孔子。孔子对曰 :‘君君 ,臣臣 ,父父 ,子子。’公

曰 :‘善哉。信如君不君 ,臣不臣 ,父不父 ,子不子 ,虽

有粟 , 吾得而食诸 ?’”(《颜渊》) 齐景公之所以称

“善”,是因为孔子的学说 ,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 ,

这正是儒家仁学理论的最大漏洞 ,也可以说是最本

质的缺陷。孔子讲“亲亲尊尊”,孟子称“劳心者治

人 ,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 ,治人者食于人”,

为“天下之通义。”(《孟子·许行章》) 这就与“仁“的原

则发生矛盾。因为有亲必有疏 ,有尊必有卑 ,有了尊

卑贵贱之别 ,还能真正实行“仁义”么 ? 所以庄子嘲

讽道 :“虎狼 ,仁也。⋯⋯父子相亲 ,何为不仁 ?”(《庄

子·天运》)针锋相对地提出 :“至仁无亲”。《庄子·徐

无鬼》中借徐无鬼之口说 :“天地之养一也 ,登高不可

以为长 ,居下不可以为短。君独为万乘之主 ,以苦一

国之民 ,以养耳目鼻口 ,夫神者不自许也。夫神者好

和而恶奸 ;夫奸 ,病也。”庄子正是从仁道的立场出

发 ,批判封建制度 ,抨击封建礼义的虚伪。从本质上

说 ,庄子的批判恰恰是为了更坚实地实践孔子的“仁

者爱人”的基本原则。值得一提的是 ,“仁”在《论语》

中出现了 108 次 ;“仁”在《庄子》中 ,也出现了 104 次。

仅从这两个数字的接近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庄子

对孔子学说的这一核心命题的重视。

其次 ,庄子继承了孔子以精神为本位的人文主

义思想。孔子之所以“祖述尧舜 ,宪章文武”,不仅是

一般意义上的继承他们的仁爱精神 ,而且更重视他

们所代表的民族精神及其人文主义的深层文化。他

盛赞周文化 :“周监于二代 ,郁郁乎文哉 ! 吾从周。”

(《论语·八佾》) 称 :“文武之道未坠于地 ,在人。贤者

识其大者 ,不贤者识其小者 ,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论语·子张》)孔子如此虔诚地尊崇“文武之道”,是

因为他们的“礼治乐化”中包含着人文主义精神。孔

子说“文之以礼乐 ,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

问》)礼乐文化 ,可以培养出具有人文修养的真正的

人。“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 ,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用政治手段 ,

虽可以保证社会正常秩序 ,但对于提高人的精神道

德 ,却没有意义。只有用道德 ,才能使人民培养出道

德人格。孔子不仅关心人的物质生命的存在 ,而且

更重视人的精 生命的保存。“君子谋道不谋食”

(《论语·卫灵公》) ,“ 道不忧贫”(同前) 。孔子关注

的是使人如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提出了“成人”

之学 ———使人成为有高尚人格的真正的人 ,或实现

“君子”的人格理想。庄子正是继承了孔子的人文主

义思想 ,把如何维护人的精神生命的生存作为立说

的核心问题。所不同的只是 ,孔子以春秋时期的道

德文化为准则 ,站在人类社会的整体生存层面 ,把

“文之以礼乐”“杀身成仁”作为途径和标的 ;而庄子

则从自然天道出发 ,站在人类生存个体生命的特别

是精神生命层面 ,对士君子的道德人格和精神生命 ,

作了新的定位 ,以学道、“体道”、解放心灵、保全精神

作为途径和目标。二者出发点是相同的 ,都是为了

保护和发展人类及其精神生命 ,都出自对人类生存

的终极意义的关怀。总之 ,庄子正继承了孔子学说

最基本的内核 :仁道博爱及以精神生命为本位的思

想 ,并以此作为他的一切理论的出发点 ,建构他的人

本主义哲学理论体系。

庄子在构造自己学说的时侯 ,基本上是以孔子

学说为标的 ,围绕着孔子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命题

和理论范畴 ,如 :道、德、仁、义、礼、乐、生、死、功、名、

时、命、是、非、穷、通、荣、辱、贵、贱等等 ,把它们作为

自己批判或探讨的重心 ———恰恰正是这一点 ,构成

了庄子区别于老子的本质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说 ,

如果没有孔子 ,就没有庄子。

如果说 ,孔子的学说重心是“克己”,那么 ,庄子

学说的重心就是“无己”。孔子的“克己”之学 ,一方

面是“内省”,“吾日三省我身”;另一方面 ,是以外在

的“礼”来约束自己 ,“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非礼勿

言 ,非礼勿动。”(《颜渊》) ,以牺牲个性为前提 ,服从

社会的整体要求。它代表着人性尚未完全觉醒 ,个

人只是作为“种族的成员”时代的道德理想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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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上是把士大夫变成统治者的驯服工具而已。正

因如此 ,庄子针对性地提出“无己”;把孔子的“吾日

三省我身”,变为“逍遥”“天放”,以此为核心 ,创立了

内涵截然不同的“修己”之学。通过“心斋”“坐忘”

“朝彻”“见独”的内炼 ,全面提升自我 ,齐天地 ,和物

我 ,达到与自然及社会的全面和谐。庄子全然是站

在“士”的独立个性立场 ,求索着人生 ,探寻生命的起

源、生命的价值、永恒的真理和人生的终极意义 ,并

把个体精神自由置于首位。

孔子学说围绕着“克己复礼”,分为修身与治世

内外两方面。纵观庄子内七篇 ,基本也是围绕着这

两方面展开的。《逍遥游》提出“逍遥”之旨在于“无

功、无名、无己”。功、名二字 ,说到底还是“己”。究

竟什么是“无己”? 紧接着 ,《齐物论》一开头就说“今

日吾丧我”,“丧我”也就是“无己”。究竟如何“丧

我”? 庄子说 ,关键是“使知登遐于道”,也就是解决

认识论的问题。《养生主》《德充符》《大宗师》都是具

体引导人通过学道、“体道”,达到“无己”之境。《人

间世》《应帝王》则紧扣孔子的处世和治世之道 ,破

“有为”,倡“无为”。

孔子的“克己”只是压抑自我意识 ,而压抑的结

果是心生机巧诈伪 ,丧失自然和“天真”。庄子的“无

己”,则是通过自我意识的升华和超越 ,消除人与人、

人与物的疏离与对立 ,达到物我为一的境地。为什

么要把“克己”变为“无己”呢 ? 庄子说 :“且夫待钩绳

规矩而正者 ,是削其性 ;待绳约胶漆而固者 ,是侵其

德也 ;屈折礼乐 , 俞仁义 ,以慰天下之心者 ,此失其

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 ,曲者不以钩 ,直者不

以绳 ,圆者不以规 ,方者不以矩 ,附离不以胶漆 ,约束

不以　索。故天下诱然 ,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 ;同焉

皆得 ,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 ,不可亏也。则

仁义又奚连连如胶漆　索 ,而游乎道德之间为哉 !

使天下惑也 !”(《庄子·外篇·骈拇》) 简单地说 ,“克

己”就象是从外部用绳子捆绑起来一样 ,违反了人的

正常心理习性 ,达不到仁义的目的 ;只有从根本上提

升人的精神境界 ,才能使之成为自发的要求。

三、庄子对孔子学说的破囿补缺
孔子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他所关心的是现实

民生 ,其关于人生的道德伦理、人生哲学 ,皆由此而

发。孔子罕言性与天道 ,因为“天道远 ,人道近”;孔

子亦讳言生死、鬼神 ,“不知生 ,焉知死 ?”这些都很大

程度上限制了他的理论的广度和思辩的深度。庄子

的学说 ,正直接针对孔子学说的缺陷 ,发其所蔽 ,破

其所囿 ,起其所陷 ,补其所缺。

首先 ,庄子对孔子学说的最高也是最基本范畴

———“道德”进行了根本的改造。孔子“志于道 ,据于

德 ,依于仁 ,游于艺。”(《论语·述而》) 这个道德 ,是以

仁义为依据的政治伦理总原则。又具体化为行为操

守 :“子曰 :‘参乎 ,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 :‘夫

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里仁》) 显然 ,孔子的道德 ,

是形而下的社会伦理 ,有明显的经验主义色彩 ,这直

接导致其理论本质上的局限性和保守性。庄子以老

子的形而上的道德观取而代之 ,他以自然天道的发

生论和本体论为哲学基础 ,批判和改造孔子的价值

论和修身论。“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 ,夫子之言性

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 长》) 天道 ,乃孔

子所罕言者。庄子则把老子的天道与孔子的人道联

系起来 ,时时处处以天道为准绳 ,衡量孔子的人道

论。“以道观言 ,以道观分 ,以道观能 ,以道泛观”,从

而对孔子的学说展开全面的批判和改造 ,从根本上

开拓了人类的心灵境界的广度和深度。“天地与我

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 ,由此铸造一颗

博大、本真、谦和、无私、包容宇宙的心灵 ,自觉自发

地仁爱万物。

其次 ,政治观上 ,孔子“信而好古”。“祖述尧舜 ,

宪章文武”,效法尧舜 ,推行仁义 ;效法周文王、武王 ,

实施“礼治乐化”,以此作为救世济民的良方。这种

政治观 ,在内容上带着主观的理想主义色彩 ,在思想

方法上 ,则是静止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庄子则指

出 ,天道运行不止 ,万物皆“化”,时代在不可阻挡地

发展 ,社会政治亦相应变化。“名 ,公器也 ,不可多

取。仁义 ,先王之蘧庐也 ,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

处 ,觏而多责”(《庄子·天运》) 尧舜时代的原始民主

性质的仁义之道 ,到了重耕战尚霸力的战国时期 ,早

已成了明日黄花。庄子形象地比喻道 :“夫水行莫如

用舟 ,而陆行莫如用车 ,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

之于陆 ,则没世不行寻常。古今非水陆与 ? 周鲁非

舟车与 ? 今　行周于鲁 ,是犹推舟于陆也。劳而无

功 ,身必有殃。彼未知夫无方之传 ,应物而不穷者

也。”(《天运》)庄子用“浑沌凿七窍而死”(《应帝王》)

的寓言 ,说明违反自然、主观作为的恶果。

再次 ,在生死观上 ,孔子取回避的态度。“季路

问事鬼神。子曰 :‘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 ?’”《论语·先

进》学生问死后有没有鬼的问题 ,孔子回答 :“不知

生 ,焉知死 ?”对于人类的生存状态来说 ,这个问题解

决得如何 ,直接关系到他们对人生的态度。远古时

期的神话和鬼神崇拜 ,反映了人类对这一问题的重

视。而宗教迷信的阴影 ,始终统治和压迫着人类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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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主张解放人类心灵的庄子 ,也就把这个被孔子

所回避却不容忽视的问题作了深入的探索。庄子内

7 篇中 ,有 5 篇是讲人生态度和生死观的问题的。庄

子用自然天道观 ,解释人的生死 :“通天下者一气也 ,

聚则为生 ,散则为死。”《庄子·至乐篇》用朴素的唯物

观和辩证法看待万物的生死成毁之间的对立统一关

系 :“其分也 ,成也 ;其成也 ,毁也。凡物无成与毁 ,复

通为一。”(《齐物论》) 要求人们既珍视生命 ,又平静

地看待死亡 :“死生 ,命也 ; 其有夜旦之常 ,天也。”

(《庄子·内篇·大宗师》) 希望人们正确看待人生遭遇

的一切 :“死生存亡 ,穷达贫富 ,贤与不肖 ,毁誉饥渴

寒暑 ,是事之变、命之行也 ;日夜相代乎前 ,而知不能

规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 ,不可入于灵府。使

之和豫 ,通而不失于兑 ;使日夜无却 ,而与物为春。”

(《庄子·内篇·德充符》)

那么 ,怎样才能做到“与物为春”呢 ? 这就要“使

知登遐于道”、“心斋”、“坐忘”、“朝彻”、“见独”。这

一套学问 ,就是庄子的独创 ,是他的人生哲学的精

华 ,也是最遭人误解、受到抨击的部分。实际上 ,庄

子学说的本质 ,是让人们懂得并掌握宇宙、社会到人

生的规律 ,并把这一套学问落实到具体的人生实践

中去 ,使精神从人生的一切苦难中解放出来。庄子

对人类的生存有着深深的同情和悲悯 ,他说 :“一受

其成形 ,不亡以待尽 ,与物相刃相靡 ,其行尽如驰而

莫之能止 ,不亦悲乎 ! 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 , 然

疲役而不知其所归 ,可不哀邪 ?”(《齐物论》) 人的出

生就是被动的 ,其生存也有着诸多的无奈。而种种

的人为观念 ,还趋使人们“殉利”、“殉名”、“殉家”,庄

子不由悲叹 :“嗟乎 ,我悲人之自丧者 ,吾又悲夫悲人

者 ,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徐无鬼》)

一部《庄子》,其宗旨就是要把人从“自丧”中解

放出来。庄子为人类灵魂打开了通向永恒的窗口 ,

求真 ,求善 ,求美 ,达到“至乐”之境。正因为如此 ,庄

子虽不是宗教 ,却象宗教一般可以净化人的灵魂 ;不

是艺术 ,却象艺术一样令人陶醉和快乐。而从作者

的创作动机来说 ,是对人类的一腔至爱 ,这正是庄子

与孔子的同源之处。相较而言 ,孔子关心的是人类

整体生存的安宁有序 ,文明进步。他建立了以仁为

内核的道德本体论 ,珍视精神文明 ,力求从文化精神

上提升人类 ,把“成 ”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和行为

原则。这个目标 ,虽然崇高 ,但过于严峻 ,一般人难

以企及。故孔子的弟子三千 ,登堂者七十有二 ,竟无

一人能达到。即使孔子最得意的门生颜渊 ,也只能

做到“三月不违仁”,其他的则只是偶然一至而己。

孔子自己 ,则曰“若圣与仁 ,则吾岂敢 ?”(《论语·述

而》)所以庄子便说 :“意仁义其非人之情与 ?”(《庄子

·骈拇》)

与孔子的要求比起来 ,庄子对我们平易亲切得

多。千百年来 ,无数敏慧而多难的心灵 ,正是从庄子

那里得到了抚慰和治疗。我们从这位愤激地抨击儒

家“仁义”的庄子身上 ,难道没有看到一种与孔子同

样崇高而更具超越意义的大仁大义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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