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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无以效成劳于国,而退不自保其身
宋论 所见王夫之对岳飞态度浅述

周燕来
(西北大学 文博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 ]王夫之在所著 宋论 中,基本对岳飞持肯定态度,肯定了岳飞的才略、操守和功绩,同时也

指出了岳飞未能完全收复中原,而自身又遭非命的悲剧命运, 并分析认为是由于赵宋政权一贯的抑武国

策、宋高宗和奸相秦桧的投降方针以及岳飞自身的修养不足等三方面因素并发的结果。作为传统知识分

子, 王夫之身历明清之际的政局动荡, 他的观点有其局限性,更重要的是带有极强的时代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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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撰写 读通鉴论 与 宋论 皆在其晚年, 二论是王夫之学术思想最为精熟之时的杰作。当是

时,江山易主、故国颠覆之痛郁积于一代大儒胸中, 因此借古喻今是二论的显著特点。作 宋论 就不可能

回避千古名将岳飞,王夫之对岳飞的才略、操守、功绩是赞许有加的,由于这是普遍的观点, 因而 宋论 中

并未特别发挥议论,只散见于行文之中,如: 将士乐为之死
[ 1] 198
、鹏举屡胜之兵

[ 1 ] 192
、岳侯诚有身任

天下之志
[ 1 ] 192
等。王夫之论岳飞多用一个 惜 字, 惜的是岳飞功业未就而身遭非命: 故君子深惜岳侯

失安身定交之道,而尤致恨于誉岳侯者之适以杀岳侯也。
[ 1] 193
再有 而君子惜之,惜其处功名之际,进无

以效成劳于国,而退不自保其身。
[ 1] 191
后面这一句发前人所未发, 历史上的岳飞的确是于国未恢复中原、

扭转政局;于己未保全自身、缓图再起。壮志未酬,反过来说就是功业不就, 对此, 后人也惟有深深一叹。

作为中国传统文人精英代表的王夫之,他对岳飞的态度当然值得后世学者揣摩分析,今以 宋论 为主,略

做梳理。

宋论 中关于岳飞的议论重点在分析岳飞的死因。对岳飞含冤被杀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如南宋朱

熹认为: 诸将骄横,张与韩较与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飞较疎,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所诛。而韩世忠破

胆矣。
[ 2] 3148

宋史 岳飞传 认为: 盖飞与桧势不两立,使飞得志, 则金仇可复, 宋耻可雪; 桧得志,则飞

有死而已 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
[ 3]
明代陈邦瞻则指出岳飞 智名勇略盖一世, 挟震主之威,

而居不赏之功,斯已危矣,犹欲与人父子间事乎? (指岳飞上疏请高宗建储一事 ) 而飞乃触其深忌,安

知谗人不以此为中伤地也! 然则飞之不免,盖可见矣
[ 4]

, 等等。

宋论 中有关岳飞的分析议论主要集中于全书第 10卷 高宗 部分,但是分析岳飞这个个案,不能脱

离王夫之对整个赵宋决策层及其具体举措的看法。总体看来,王夫之对宋代基本持批评态度, 从立国到

守成、从中兴到失国, 王夫之指陈其举度失策等负面因素极多。当然这里面包含着王夫之以宋喻明的个

人著述目的。

王夫之首先概括性地提出了赵宋政权的执政心理: 夫宋祖受非常之命, 而终以一统天下,厎于大定,

垂及百年,世称盛治者,何也? 唯其惧也。惧者, 恻悱不容自宁之心,勃然而猝兴, 忧然而不昧, 乃上天不

测之神震动于幽隐,莫之喻而不可解者也。
[ 1] 2
这种 惧 的心理决定了有宋一代的施政纲领。王夫之依

次考察宋太祖赵匡胤的 亲 、位 、权 等先天条件, 结论是都比不过之前改朝换代的石敬瑭、刘知远、

郭威等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即帝位的赵匡胤, 并不具有强势的霸道姿态, 相反, 他的处境是 推而戴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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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事使之俦侣也;统而驭焉者,素不知名之兆民也; 所与共理者, 旦秦暮楚之宰辅也; 所欲削平者,威望

不加之敌国也。一旦岌岌然立于其上, 而有不能终日之势。权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远人; 望不隆,故不

敢以诛夷待勋旧;学不夙, 故不敢以智慧轻儒素; 恩不洽, 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
[ 1 ] 3
归根到底, 赵宋政权

的执政态度只能是: 惧以生慎, 慎以生俭,俭以生慈, 慈以生和, 和以生文。
[ 1] 3
这是王夫之对赵宋政权认

识的基调。

具体到岳飞的死因,王夫之的意见可归纳为三点:

第一,宋代 崇文抑武 的宏观决策导向。所谓 宋之猜防待武臣,其来已夙矣。
[ 1] 192
从杯酒释兵权到

狄青郁郁不得志,再到岳飞被杀、韩世忠被废,有宋一代这样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陈峰师在 北宋武将

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 一文中分析道: 它 (崇文抑武 )源于封建专制主义,反过来又推波助澜,强化了专制

皇权,在于 将从中御 措施相融合,派生出 以文驭武 之策 在北宋很长的统治时期里, 对内统治的成

功,使得最高当局对其这一套治国方略的效用不免产生了相当的自信。积习日久,自信遂变为日益根深

蒂固的迷信,以至于眼看边境战争连连受挫,遭遇惨败,竟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不思悔改,不加调整,以

为对外也能发挥同样的效用。
[ 5 ]
简言之,岳飞之死决非偶发事件,而是崇文抑武的政策一脉沿袭的极端

化结果。宋太祖自己以禁军将领身份登基,反过来在政权建设过程中对武将尤其是才略出众的武将刻意

防范打压,这成了赵宋政权日后奉行的祖宗之法,朝廷上下, 乃至整个社会形成抑武的氛围, 就使得宋代

名将多经历坎坷,反倒是一干庸将仕途顺畅无比,这是一整套系统的统治策略,对内实现了稳定, 但是对

外却处处被动,留下了一个积弱的历史形象。王夫之列举出石守信、高怀德、曹彬、王德用、狄青等例子,

指出赵宋皇帝对他们已经是: 皆蓄俎醖之心, 而不惜长城之坏。
[ 1] 190
也就是说在对外战斗力和对内政治

稳定两方面,权衡之下,赵宋皇帝选择了后者, 这样做的结果自然是国防军事力量萎靡不振、外患不息,直

至酿成社稷沦亡之祸。王夫之总结说: 宋之猜防其臣也甚矣! 鉴陈桥之已事,惩五代之前车, 有功者必

抑,有权者必夺, 即至高宗, 微弱已极, 犹畏其臣之强盛, 横加锓削。
[ 1] 197
直接指出了岳飞悲剧的社会背

景,也是对赵宋皇帝施政的批评。

第二,宋高宗和秦桧的畏金心理和投降方针。这个原因在邓广铭先生的 岳飞传 中也有明确的阐

述,在绍兴八年 ( 1178年 )秦桧再次拜相之后, 从此以后,秦桧悍然不顾一切地摆出女真贵族代理人的姿

态 而赵构也打定主意, 在此后, 在向女真贵族屈膝投降的勾当上一切都要依从秦桧的摆布和教

唆。
[ 6]
宋高宗南渡后, 以巩固政权为第一要义, 对金人采取低姿态, 以走为安,以求和为幸 。宋高宗自

己的表现更是狼狈至极,畏敌如虎,或 跳身航海 , 或向金统治者上降表求饶。对赵构的行径, 王夫之极

为不屑,斥责说: 高宗之畏女真也, 窜身而不耻, 屈膝而无惭,真不可谓有生人之气矣。
[ 1] 169
正因为宋高

宗害怕金兵,所以当秦桧南归,抛出 河北人归女真, 河南人归刘豫 的论调, 高宗立即倚之为肱股,全力经

营既定的向金求和政策。而岳飞以北抗金人、迎还二圣为己任, 坚决反对宋高宗、秦桧的投降路线,对秦

桧的政策多有抗辩,所以被视为向金乞和称臣的最大障碍,成为他们所要扼杀的对象, 势所难免。对于秦

桧的 汉奸 身份,王夫之提出了反问: 被囚而北也,与何樐、孙傅、司马朴同系, 而独不见杀;其羁于女真

也,与洪皓、朱弁同留,而不与同拘; 其脱身以返也, 保其妻孥, 而尽室以安归
[ 1] 197

, 这是什么缘故呢? 原

因只能是秦桧已经投降了金人,所以他才 自虏来归, 受挞扌赖旨,力主和议
[ 1 ] 196
。绍兴和议的达成, 实际

上也就是赵构、秦桧对金人投降的完成。而解除诸大将兵权又与和议的达成密切相关, 二者相辅相成。

故而王夫之说: 高宗之为计也,以解兵权而急于和,而桧之为计也,则以欲坚和议, 而必解诸将之兵, 交相

用而曲相成
[ 1] 195
。投降之后,岳飞诸人的兵权反而成了皇位安全的威胁, 当然需要剪除: 和议不成,则

岳飞之狱不可起,韩世忠之兵不可夺
[ 1] 196
。无疑, 岳飞就是赵构、秦桧投降政治路线的无辜牺牲品。

第三,岳飞个人修养不足。所谓 其定交也盛矣,而徒不能定天子之交; 其立身卓矣,而不知其身之危

矣。
[ 1] 192
朱熹曾分析说: 便是如此有才者又有些毛病,然亦上面人不能驾驭他, 若撞着周世宗、赵太祖那

里怕他驾驭起,皆是名将。缘上之举措无以服其心, 所谓得罪于巨室者也。
[ 2] 3148

即宋高宗未能充分使岳

飞心服。岂止是宋高宗,王夫之整个分析了岳飞周遭的环境和他的同僚: 张浚之褊而无定, 情已见乎辞

矣。张俊、刘光世之以故帅先达不能相下, 其隙已成矣。秦桧之险, 不可以言语争、名义折, 其势已坚

矣。
[ 1] 192
不可谓平安无虞, 但是岳飞的做法又如何? 而且明张纪律, 柔声下气, 以来牛酒之欢迎; 而且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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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敷文,网罗文士,以与张九成等相为浃洽; 而且内与谏臣迭相扬诩,以辨和议之非; 而且崖岸自矜,标刚

正之目,以与奸臣成不相下之势; 而且讥评张俊, 历诋群将,以折张浚之辨。合宰执、台谏、馆阁、守令之

美,而皆引之于身,以受群言之赞颂。军归之, 民归之, 游士、墨客、清流、名宿莫不归之。
[ 1] 192
可以说是激

扬亢进了,结果就是不适合这种环境。王夫之评论岳飞为 帅臣之得令誉 , 这是指岳飞作为武将却获得

了超出自己本分的积极评价,这自然会引起非议。其一, 严军令以禁掠夺, 为软语以慰编氓
[ 1] 191

,岳家

军铁律 冻死不拆屋 古有记载, 这在当时就受到了南宋百姓的肯定;其二, 修谦让以谨交际, 习文词以相

酬和
[ 1 ] 191

, 交好文人士大夫,提高自己的风评,这又犯了统治者的忌讳; 其三, 与廷议而持公议, 屏好邪

以交君子
[ 1 ] 191

, 这是所谓端正立场, 取得朝廷舆论支持。有人认为岳飞是 国士 之才,心怀天下,这等高

人一筹的才俊如何不引起统治者惶恐? 而岳飞又偏偏不知收敛, 惜其处功名之际,进无以效成劳于国,

而退不自保其身。遇秦桧之奸而不免,即不遇秦桧之奸, 而抑难乎其免矣! 所以说岳飞风评越好、越高出

同侪, 也就越被皇帝所忌, 所谓: 故君子深惜岳侯,失安身定交之道,而尤致恨于誉岳侯者,适以杀岳侯

也。
[ 1] 191
王夫之为岳飞设计了几种模式, 如西汉周勃、灌婴, 坚守武人本色,不与文人争锋;唐代郭子仪不

拉拢贤臣,也不阿谀佞臣, 秉中持正, 避结党之嫌; 又或者李光弼隐忍韬晦, 保存自己, 伺机而动。而岳飞

身负大任,理应考虑周全, 见机行事, 但他一味张扬,只能说是不智了。

那么岳飞死后对南宋政局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或者说宋高宗是否通过杀害岳飞获得了他期望的局

面? 王夫之继续分析道: 是则宋之为宋, 一女真也; 女真之为女真, 一宋也 汝欲息,而有不汝息者旁

起而窥之。
[ 1] 212
可见局势并不是如宋高宗一厢情愿的, 自断臂膀以息事宁人, 只不过是赵构的南柯一梦,

而南宋对北用兵态势的懈怠,对自身危害更甚: 一息之余,波流日靡, 大不可息之祸,亘百余年而不息,自

其所必致者,奚待祸之已烈而始知哉? 乃害已烈, 而论者犹不知其兆先于此矣, 则甚矣古今之积惑,不可

瘳也。故曰: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安而忘战,其危可必;况在危而以忘战为安乎?
[ 1] 212

王夫之从战略高度分析了当时宋金各自的处境: 女真则去其故穴,尽部落以栖苴于客土, 耽卤获之

乐,解骄悍之气, 据广斥之中原,无江、淮之米粟, 其危也如彼。宋则冀、代之士马不存, 河山之险阻已失,

抚文弱之江东,居海陬之绝地, 其危也又如此。危之不惩, 亡将何恃?
[ 1] 212
即是说金人没有经济支持,而

宋人失去重要的兵源地。自唐以后江南地区经济对中原政权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但是自古华夏地区没

有由南向北统一的事例 (明初徐达用兵胜利是蒙元自动北撤的结果 ) ,岳家军也是由西北人组成。也就是

出现金有兵无钱,宋有钱无兵的双败局面。宋金双方的各自止步,导致了两国必然的衰落,所谓 以既衰

之女真,而宋且无如之何, 则强于女真者,愈可知矣。以积弱之宋, 而女真无如之何, 则苟非女真, 固将能

如之何也。女真一倾,而宋随以溃,奇渥温氏谈笑而睥睨之,俟其羽翮之成而已。羽翮成而复能以旦夕延

哉?
[ 1] 212

宋高宗、秦桧造成的局面, 流毒深远,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军事人才凋零, 所谓: 人才之摧抑已极, 则天

下无才;流及于百年之余, 非逢变革, 未有能兴者也。南宋士人大臣浑浑噩噩 直把杭州作汴州 的局面,

其实与南宋初年政府这些令世人寒心的举措脱不开干系。秦桧擅权, 杀岳飞、贬韩世忠,中兴才俊一宿而

空,幸免于难者 循墙而走,不敢有所激扬,以徯国家他日干城之用。
[ 1] 211
这导致宋孝宗即位、立志北取之

后却发现无人可用,因为 岳飞诛死, 韩世忠罢,继起无人,阃帅听短长于文吏。
[ 1] 171
所以才会任用张浚而

一败再败。至于其士兵更是延续北宋以来的低战斗力,甚而更差, 其士卒,则甲断矛挠, 逍遥坐食,抱子

以嬉, 视荷戈守垒之劳,如汤火之不可赴。
[ 1 ] 212
岳飞在时尚有士大夫为抗战鼓喉, 但是此时已无人倡议,

其士大夫, 则口虽竞而心疲,心虽愤而气苶;不肖者耽一日之娱嬉,贤者惜生平之进止; 苟求无过, 即自矜

君子之徒,谈及封疆, 且视为前生之梦。
[ 1] 212
在这种情况下,宋孝宗也只能徒呼奈何,复能何为? 则孝宗

虽踸踔以兴,疾呼心亟,固无如此充耳无闻者何也! 故苻离小衅, 本无大损于国威,而生事劳民之怨谤已

喧嚣而起。及其稍正敌礼,略减岁币,下即以此献谀, 上亦不容不以自安; 无可奈何, 而委之于命, 而一仆

不能再起,奄奄衰息, 无复生人之气矣。
[ 1 ] 211
诚如斯言,王夫之认为祸根就源于宋高宗的一意孤行。

王夫之基于明末民族、家国的双重义愤, 痛陈奸臣误国的恶果: 故邪臣之恶, 莫大于设刑网以摧士

气,国乃渐积以亡。迨其后,摧折者之骨已朽矣,毛击钳网之风亦渐不行矣,后起者出而任当世之事, 宜可

尽出其才,建扶危定倾之休烈; 而熏灼之气挫其初志,逼侧之形囿其见闻, 则志淫者情为之靡,而怀贞者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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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已孤。情靡者相沿而滥,德孤者别立一不可辱之崖宇,退处以保其贞; 于是而先正光昭俊伟之遗风,终

不可复。
[ 1] 208 - 209

实事求是地讲,所谓 刑网 并不十分契合南宋的历史, 这里更可能是指明末东林党、复

社的史实而言。

概括地说,王夫之肯定岳飞的能力和功绩,同时也指出了岳飞未能 效成劳于国 , 也未能 自保其身

的缺欠,从这样的角度如此深入全面地分析岳飞,王夫之是为首创者。

那么倘若岳飞得以一展夙愿,历史又当如何? 王夫之对此作了乐观的估计: 使宋能深入以伐女真,

则威伸于北方,而踵起者亦有惧心。宋不能大逞志于女真, 而女真之兵不解,则女真日习于战, 而不自弛

其备。即使女真能窥宋而犯江、淮,宋亦知警而谋自壮之略, 尚不至蒙古之师一临, 而疾入于海以亡。故

兀术之南侵亟,而岳、韩、刘、吴之军日增其壮。迫之者, 激之成也。
[ 1] 213
王夫之这种分析颇有说服力,当

然归根到底仍是一介书生的纸上谈兵, 岳飞不死的历史如何演进, 无人可知。而且王夫之的言论中带有

悲观消极的情绪,这又与他个人身为前明遗老的特殊经历有关。身历异族亡国之变的王夫之很容易联系

到前朝故事。明末政局混乱,内忧外患双重重压。统治者举措失当,屡屡猜忌臣下, 朝廷奸臣当道,倾轧

之风不绝。与岳飞经历相似的就有袁崇焕、熊廷弼、史可法等一大批历史名臣, 最终社稷毁于一旦。女真

(满洲 )再次入关,实施民族压迫政策,剃发易服、圈地、逃人法 甚至发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非人性

事件。明清之际,社会动荡不安,缺乏基本规范,令有良心的忧国知识分子痛心疾首,他们大多隐居不仕,

冀望从传统学术典籍中寻找民族生存、国家存亡的根本大计,王夫之正是这一潮流的代表人物之一。王

夫之的 读通鉴论 、宋论 都是体现这种目的的著作, 然而迫于时局忌讳, 成书后的流布过程中, 多被改

窜,使得王夫之原意略有回桓。然王夫之一代硕儒,字字生金, 其昭昭爱国之心, 足以震动吾辈后人, 其人

足可称学者之翘楚,其书足可称史论之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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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ther Can he Further his Contribution for

Homeland nor Protect his Own L ife
WANG Fu zh i s A ttitude to YUE Fe i inComm ents of Song Dynasty

ZHOU Y an la i

( Co llege of Cu ltu re and M useology, Northw est Un iversity, X i an 710069, Ch in a)

Abstract: InComments of SongDynasty, WANG Fu zh i essent ially took a positive att itude toYUE Fe,i and ap

pra ised his g ifts, personal integrity and ach ievem ents h ighly. M eanw hile, WANG Fu zh i po in ted ou t that the

trag ic fate that YueFe i fa iled rega in ing the Central P la ins o f China and suffered be ing executed w rong ly resu lted

from the concurring of three factors: Song dynsaty s prevailing national po licy of restrainingm ilitary force; cap it

u lation ism of Em peror G aozong and w icked m inisterQ IN H u ;i and defic ient cultivat ion ofYUE Fei h im sel.f Be

ing a trd itional intellectua l and exposed in the po lit ica l turbu lence during M ing Q ing transit iona l period, WANG

Fu zh i had lim itations of h is ow n, though h is v iewpo ints represen ted them ighty practical sign ificance of h is tim e.

Key words: WANG Fu zh;i Comm ents of Song Dynasty; YUE F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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