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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的心性论与晚明思想的困境 
— — 以“忠恕”说为核心 

吴正岚 夭止风 
(南京大学 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 210093) 

摘 要：关于金圣叹的以“忠想”说为核心的心性论，以往的研究认为其宗旨是批判假道学和 

提倡自然人性论，但又多少保留了儒家伦理观念。其实，“忠恕”说是至诚与至善合一的人性论，它 

所针对的不只是假道学，而是晚明思想中的“伪善”和“着善”的两重困境；同时，对于王畿“四无 

论”、李贽《童心说》等前人的救弊之方，“忠想”说又试图纠正其偏差。“忠恕”说的理论漏洞正缘 

于其双重翻案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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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的金圣叹(1608—1661)不仅以其别出手眼的文学评点对清代文学批评史产生 

了深远影响，而且凭借其独树一帜的儒释道理论在明清之际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金氏在 

《水浒传》评点中阐发的“忠恕”说，是其儒家心性论的核心，是金氏思想体系的重要基石。对 

于金圣叹的“忠恕”说，以往的研究认为其宗旨在于以自然人性论来批判假道学，但又多少保 

留了儒家伦理观念。①本文将在重新诠释“忠恕”说的内涵的基础上，分析金圣叹的心性论如 

何应对晚明思想中的“伪善”和“着善”的困境，②如何纠正王畿“四无论”、李贽《童心说》等前 

人的救弊之方的偏差，并指出“忠恕”说双重翻案的意图所导致的理论漏洞。 

一

、晚明思想中的伪善与着善的困境 

明代中期以后，人们先是在反思朱子学的流弊和当世士风的浇薄的过程中，继而又在争辩 

王阳明“无善无恶”之四句教的是非得失中，逐渐认识到学人的伪善和着善是成圣之路上的重 

要障碍。 

就伪善而论，金圣叹曾经对《水浒传》武大武二的兄弟情谊借题发挥，分析世风颓坏的原 

因道： 

写武二视兄如父，此自是豪杰至性，实有大过人者。乃吾正不难于武二之视兄如 

· 收稿日期：2006—05—10 

① 参见陈潜之：《论金圣叹的人格》，《学术月刊》1985年第 7期；马积高：《论金圣叹的哲学》，《学术月刊》1990年第 l2期； 

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303—305页。 

② 所谓“着善”，即执著于善，见下文引周汝登：《九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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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而独难于武大之视二如子也。曰：嗟乎!兄弟之际，至于今 日，尚忍言哉?一坏于 

乾雠相争，阋墙莫劝；再坏于高谈天显，矜饰虚文。盖一坏于小人，而再坏于君子也。 

夫坏于小人，其失也鄙，犹可救也；坏于君子，其失也诈，不可救也。坏于小人，其失也 

鄙，其内即甚鄙，而其外未至于诈，是犹可以圣王之教教之者也；坏于君子，其失也诈， 

其外既甚诈，而其内又不免于甚鄙，是终不可以圣王之教教之者也。(《贯华堂第五 

才子书水浒传》第二十三回总评) 

金圣叹在此提出“兄弟之际”等道德伦理沦丧的原因有二：一是小人之为不善，二是君子之伪 

善。其中君子之伪善的实质是内鄙外诈，故而危害远甚于小人之为不善。 

事实上，痛斥学问之人的伪善的思潮，在明代中期以后逐渐兴盛。反对伪善本是阳明学的 

逻辑起点之一。正是有鉴于朱子学知而不行导致明中期士风的虚伪欺诈，王阳明(1472— 

1529)才标揭知行合一之说(《书林司训卷》，《王阳明全集》卷八)，然而，伪善的士风还是愈演 

愈烈，因而晚明时期崇尚真诚的呼声日益高涨。如徐渭(1521—1593)《送李子遂序》曾愤言 

“岂不以言王而行伯者，固不若行伯而言亦伯者之不欺罔人耶?此君之所以论学诚伪也”(《徐 

文长三集》卷二十九)，表达了对言行不一的学者的深恶痛绝；又如李贽(1527—1605)《童心 

说》批判了学人以闻见道理为心而导致无所不假的现象(《焚书》卷三)。 

在人们指责 学者伪善的同时，另一种批判学问之人的呼声也出现了，那就是反对学人执著 

于善的主张。人们反对着善的依据是：心之本体是无滞的，《尚书 ·洪范》有“无有作好作恶” 

之说，孔子也强调“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 ·子罕》)，因而着善的弊端是涉于有私、动 

于气而不循理。王阳明《传习录》上已经提到了“心之本体原无一物，一向着意去好善恶恶，便 

又多了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书》所谓‘无有作好作恶’，方是本体”，可见执著于善的 

弊端之一是涉于有私；王阳明还用“循理——动气”的理论框架，将着善的问题分析为“动于 

气”：“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动于气。”(《王阳明全集》卷一) 

后来人们还逐渐认识到，从本质上来说，着善也是一种偏离本心的伪善。嘉靖六年 

(1~28)天泉证道后，王门士人围绕王阳明的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展开了激烈的论辩，这一讨论使得良知是否具有超越是非 

善恶的道德本体、为善去恶是否究竟工夫等问题日益凸显，而其中的核心便是如何看待“着 

善”。王畿(1498—1583)、管东溟(1536—1608)、周汝登(1547—1629)等人都强化了阳明学中 

“不着意”的观念，并进一步认识到着善与伪善的联系。比如，王畿曾论不起善意日： 

心本无恶，不起意，虽善亦不可得而名，是为至善。起即为妄。虽起善意，已离本 

心，是为义袭。诚伪之所分也。(《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五《慈湖精舍会语》) 

王畿所谓不起善意，实质上是不执著于善，否则就是“义袭”，就是伪善。周汝登《九解》对着善 

的批驳尤为不遗余力： ． 

盖凡世上学问不力之人，病在有恶而闭藏；学问有力之人 ，患在有善而执著。闭 

恶者，教之为善去恶，使有所持循，以免于过。惟彼着善之人，皆世所谓贤人君子者， 

不知本 自无善，妄作善见，舍彼取此，拈一放一，谓诚意而意实不能诚，谓正心而心实 

不能正。象山先生云：“恶能害心，善亦能害心。”以其害心者而事心，则亦何由诚，何 

由正也?(《明儒学案》卷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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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登也认为，着善之人以善见取舍分别，违背了正心诚意的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周海门将学者分为“学问不力”和“学问有力”两类，其弊端分别是伪善掩 

恶和执著于善，此说表明了学者的伪善和着善已被视为道德不振的两大原因。这两大原因是 

密切相关的：从现象来看，伪善与着善是两种性质程度都有所不同的道德状态，但实质上它们 

在掺入私意、遮蔽本心方面是一致的，而且它们都是读书问学所导致的流弊。 

针对晚明思想中的伪善和着善的弊端，人们纷纷提出了对治的药方，但各种观点往往在纠 

正了时弊的同时又造成了新的偏差。比如，王畿的“四无”说是针对着善而发的，但又未能免 

于脱略工夫之讥。“四无”说云：“心体既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知亦是无善无恶，物亦 

是无善无恶”(《王阳明年谱》)，与此相适应，在本体论上，王畿提出了良知“知是知非而实无 

是无非”(《王龙溪先生全集》卷八《艮止精一之旨》)，强调良知无执不滞的品格；在工夫论上， 

王畿提倡“先天简易之学”。他说：“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便是先天简易之 

学；原宪克伐怨欲不行，便是后天繁难之学，不可不辩也”(《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一《三山丽泽 

录》)，显然，“先天之学”是相对于为善去恶的后天之学而言的。王畿等人反对为善去恶，正是 

由于为善去恶容易流于着善。比如，钱德洪曾论为善去恶之弊云：“良知者，无善无恶者也，吾 

安得执以为有而为之而又去之?”(《明儒学案》卷十一)这就指出了为善去恶的实质是执著于 

善。那么，“先天简易之学”是怎样避免着善的呢?王畿的解释是：“才动即觉，才觉即化，未尝 

有一毫凝滞之迹，故日不远复无祗悔。”(《致知议略》，《王龙溪先生全集》卷六)这是主张在先 

天心体和发用之间的“几”的阶段，及时对动而未著的不善予以纠正，这样便能保任良知的活 

泼之机，避免执著于善。 

王畿的“四无”论似乎是救治着善的上策，但是，“先天之学”侧重于对良知本体的妙悟，很 

有可能导致脱略工夫。比如，聂双江评价龙溪之说日：“自来论学，只是混沌初生，无所污坏者 

而言。而以见在为具足，不犯做手为妙悟。”(《聂双江先生全集》卷十一《答王龙溪》第一书) 

所谓“不犯做手”，是指脱略工夫；罗念庵对龙溪也有“终日谈本体，不说工夫”的看法(《罗念 

庵先生文录》卷二《寄王龙溪》)。 

又如，李贽《童心说》试图以“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来挽救无所不假的士风，却可能 

导致有真而无善。李贽认为，无所不假的士风缘于童心被遮蔽，而多读书识义理、执著于闻见 

道理是童心失却的根本原因。因此，李贽的《童心说》包含了两种救治伪善的思路：(1)推崇绝 

假纯真的本心；(2)不执著于闻见道理。 

李贽在其他书信文章中多次阐述这两种思路，正是这些论述暴露了《童心说》可能导致的 

流弊。一方面，他曾经称赞不思善恶之市井小夫：“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 

讲，其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以是谓为孔圣之训可乎?翻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 

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 

厌倦矣。”(《答耿司寇》，《焚书》卷一)在此，李贽先是痛斥道学家口讲孔孟之志、实为身家计 

虑的虚伪，接着便指出伪善的学人反不如不思善的市井小夫言行一致；又如《又与焦弱侯》将 

“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的伪善山人与商贾相比较，认为后者不可鄙而 

前者可贱(《焚书》卷二)，同样是着眼于商贾言行一致而山人虚伪矫饰的区别。上述观点是从 

推崇真诚的角度出发，褒扬不思善之真而贬低伪善，其中并无肯定非善的意味。关于这一点， 

① 关于王畿思想的得失，参见彭国翔《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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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充分论述。①然而，对于非善之真的肯定却很可能导致非善本身的盛 

行。另一方面，他常常在痛斥假道学之后流露出厌弃学问的情绪，如“第有所欲言者，幸兄勿 

谈及问学之事。说学问反埋种种可喜可乐之趣。人生亦 自有雄世之具，何必添此一种也!” 

(《与管登之书》，《焚书 ·增补一》)这是说学问抑制了种种可喜可乐之趣；他还说：“大抵今之 

学道者，官重于名，名又重于学。以学起名，以名起官。使学不足以起名，名不足以起官，则视 

弃名如敝帚矣。无怪乎有志者多不肯学，多以我辈为真光棍也。”(《复焦弱侯》，《焚书 ·增补 

二》)此说尖锐地揭示了伪道学以学问为利禄之具，使得有志者不屑问学的现象。显然，有激 

于当世学人虚伪矫饰的风气，李贽甚至从主张不执著于闻见道理而走向了厌弃读书识义理。 

总之，李贽肯定非善之真和厌弃闻见道理的倾向，显然是矫枉过正了，有可能导致得真而失善。 

二、“忠恕”说对晚明思想困境的解救 

金圣叹的“忠恕”说主张至诚与至善合一的人性论，也是对晚明伪善和着善的时代难题的 

回应。不惟如此，他还试图纠正王畿、李贽等人的偏差。 

(一)“忠恕”说的内涵 

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中计有五次提到“忠恕”，②其中第四十二回总评以二千余字的篇 

幅详细论述了“忠恕一贯之义”，其说包含了至诚与至善合一且至诚更为重要的本体论、由渐 

修入顿悟而顿悟更为重要的工夫论和真实地表现喜怒哀乐发而中节之善的境界论。 

1．本体论 

金氏认为，心性本体是至诚与至善的合一，而至诚更为重要。首先，“诚于中，形于外”的 

至诚是天命自然之性，又是当下现成。金氏论至诚的先验性云： 

善亦诚于中，形于外；不善亦诚于中，形于外；不思善，不思恶，若恶恶臭，好好色 

之微，亦无不诚于中，形于外。盖天下无有一人，无有一事，无有一刻不诚于中，形于 

外也者。故日：“自诚明，谓之性0”性之为言故也，故之为言自然也，自然之为言天命 

也。天命圣人，则无一人而非圣人也；天命至诚，则无善无不善而非至诚也。 

在整篇“忠恕”说中，这段文字最易被误读，以往人们因为其中有“若恶恶臭，好好色之微”和无 

不“诚于中，形于外”等语，误以为“恶恶臭，好好色”就是天命之性，便判此说为自然人性论。 

其实，这段文字意在说明“诚于中，形于外”的至诚具有先验性。显然，金氏是糅合了《大学》的 

“诚于中形于外”和《中庸》的“自诚明”来证成其说；另一方面，“诚于中形于外”的至诚又有现 

实普遍性： 

若恶恶臭，好好色，乃至为善为不善，无不诚于中，形于外，圣人无所增，愚人无所 

减，是上智之德也。 

这就意味着，现实中的各种意念和行为，如为善、为不善、乃至恶恶臭好好色之微；现实中的各 

色人等，无论圣人还是愚人，无不呈现其至诚的天性。在此，金圣叹巧妙地利用《大学》中有关 

小人欲掩其不善而终不可掩的思路，从中推演出了“诚于中，形于外”的现实普遍性。 

① 参见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 167—168页。 

② 分别见《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之《序三》、第四十一回总评、第四十一回夹批、第四十二回总评、第四十二回夹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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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至善”也是先天本有的，却非当下现成，常因后天的陶染而被遮蔽。其说云：“性相 

近也 ，习相远也。善不善，其习也”，此说容易被解读为善是后天习得的，并非先验本体。其 

实，这篇长文中还有“维皇降衷于民，无不至善”一说，是借用《尚书 ·汤诰》的思想资源来证明 

至善亦天命之性。由此可以推测 ，“善不善 ，其习也”云云意味着先天至善因后天习染的不同 

而发用为有善有不善。 

在金氏的至诚与至善合一的人性论中，至诚既有先验性又有现实性，至善是天命自然而非 

当下现成，而作为修身结果的至善又趋同于至诚(说详下)，这表明金氏一方面主张至诚与至 

善的合一，另一方面强调至诚的绝对性而更重视至诚，这是金氏人性论的不可或缺的两方面。 

金氏人性论的这一特点，从《水浒传》评点中提出的正面典范李逵的人格特征中也可以见 

出。金氏认为李逵的人格以真诚为主而兼有忠孝：(1)李逵首先是作为真诚的典型而和宋江 

成为鲜明对比，《读第五才子书法》中多次提及李逵形象中的真诚意味，如“盖作者只是痛恨宋 

江奸诈，故处处紧接出一段李逵朴诚来，做个形击”。金氏评点李逵的41条文字中，有21条是 

称誉李逵“朴诚”、“真率”、“浩浩落落”的。(2)金氏偶尔赞赏李逵率性任真、不拘礼法的特 

点，如“无亲无疏，无上无下，但不合意，便大骂之。三代直道而行，我仅见李大哥耳”(《贯华堂 

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第五十二回夹批)。类似的说法还见于第三十七回夹批。显然，金氏并没 

有把不守礼法、率性任情视为李逵性格的主要特点，这类说法只是为了极力表现李逵的真率而 

已。(3)以上两方面证明真诚是李逵的主要人格特征。与李逵的真诚相伴而行的，是其忠孝。 

金圣叹评点李逵的文字中，有 18条是热情赞扬李逵“忠恕”、“纯孝”、“真正孝子”。金氏还不 

止一次地说明李逵的忠与直，恰与宋江的虚伪无忠义相对照。比如，“此书每写宋江一片奸诈 

后，便紧接李逵一片真诚以激射之，前已处处论之详矣。最奇妙者 ，又莫奇妙于写宋江取爷后， 

便写李逵取娘也”(《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第四十一回总评)。总之，金氏认为李逵的形 

象是真诚与忠孝的结合，其中真诚是李逵人格的主要层面，这与金氏的至诚与至善合一、至诚 

更为重要的人性论是相互呼应的。 

2．工夫论 

“忠恕”说在工夫论上主张渐修与顿悟相结合而顿悟更为重要。金氏论学为圣人的途 

径日： 

何谓慎?修道之教是也。教之为言自明而诚者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固执 

之而弗失；能如是矣，然后谓之慎独。慎独而知从本是独，不惟有小人之掩即非独，苟 

有君子之慎亦即非独；于是始而择，既而慎，终而并慎亦不复慎。当是时，喜怒哀乐不 

思而得，不勉而中，如恶恶臭，如好好色，从容中道，圣人也。如是谓之“止于至善”。 

显然，成圣工夫是从择善、慎独(执善)到止于至善的过程，可说是从渐修入顿悟。就思想资源 

而论，这一修身途径是在《中庸》“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 

而固执之也”的启发下形成的，是一种从“诚之者”到“诚者”的思路。“忠恕说”的工夫论还表 

明，在修身的最终指向上，至善是与至诚趋同的。这是因为，金圣叹将“慎独”之“独”诠释为 

“诚于中，形于外”，可见“独”是至诚的另一种表述方式；他又认为慎独的最终目标是“慎独而 

知从本是独”，这就意味着，作为工夫的终极境界的至善是与至诚趋同的。 

金氏工夫论的以下两个特点很值得注意：(1)“择善”是对“好善恶不善”的修身方法的反 

拨，其意义在于避免伪善。其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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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好善恶不善，则是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必废者耳，非所以学而至于圣人之法 

也。若夫君子欲诚其意之终必由于择善而固执之者，亦以为善之后也若失，为不善之 

后也若得。若得，则不免于厌然之掩也；若失，则庶几其无祗于悔矣。 

在金氏看来，“好善恶不善”的弊端在于导致“厌然之掩”即伪善，因此他主张修身从择善开始， 

他认为择善就是“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这样的择善能够避免伪善，而使修身者 

置于无悔之地。(2)“止于至善”是对“择善而固执”的反拨，其意义在于摆脱“着善”。前引 

“择乎中庸⋯⋯终而并慎亦不复慎”这段文字说明了，君子之慎和小人之掩一样不能通向成圣 

之境，只有超越“择善而固执”，才能达到顿悟，摆脱“着善”。由此可见，“择善固执”的渐修固 

然是修身的重要环节，但“从本”的顿悟才是根本方法。概言之，金氏对“好善恶不善”和“择善 

而固执”等修身方法的超越，表明了其工夫论包含着渐修与顿悟相结合和顿悟更为重要两个 

方面，具有避免伪善和着善的双重功效。 

金氏工夫论的这一特征还可以从其佛教工夫论中得到佐证。一方面，他吸收了天台教的 

“教观双用”即通过教门而得悟的闻教和通过观门而得悟的修观不可偏废，主张“思学不分”， 

其说云： 

从来思与学一合相。学之卦为《震》，颜渊职掌“学”字，子与之言，全是法界，如 

云“用舍行藏”，“天下归仁”等；思之卦为《艮》，曾子职掌“思”字，子与之言，乃用提 

喝，止得“参乎，吾道一以贯之”一句。无量义处三昧，为思；法华三昧，为学。“学而 

不思”、“思而不学”，应知是料简之文，非药病之文。(《语录纂》卷二) 

“思学不分”的实质就是修悟合一。另一方面，他非常热衷于南宗禅的无执无碍与呈露本体相 

即不二的思维方式，在《西城风俗记》和《圣人千案》中反复申论，如《圣人千案 ·对朕案第一》 

中，他指出了扫除知见与显露本心的必然联系：“梁武用处，何曾不是大师用处，却怪他以知见 

油无端挽人。及至大段没依傍时，十成法界，宛然具足，曾欠何处一尘一点来。”扫除了对于知 

见的依傍后，无尘无点的清净本体、十成法界便宛然具足了，这是典型的顿悟。对于天台宗的 

修悟合一和南宗禅的顿悟说的重视，也证明了金氏的工夫论是渐修与顿悟相结合而顿悟更为 

重要。 

3．境界论 

最后，“忠恕”说还主张真实地表现喜怒哀乐之中节、真善合一的境界论。其说云： 

盖忠之为言中心之谓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为喜怒哀乐之中节，谓 

之心；率我之喜怒哀乐 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忠；知家国、天下之人率其喜怒哀乐 

无不 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恕。 

有的学者将这一段论述理解为率性任情，表露自然天性。这一说法值得商榷，其理由有二： 

(1)金圣叹已点明了“发而为喜怒哀乐之中节，谓之心”，可见“忠恕”说所自然流露的是发而 

中节的喜怒哀乐，是善。(2)金氏的本体论是至诚与至善合一，工夫论是由渐修人顿悟，与此 

相应的境界论也不可能是纯任自然人性，而应是善的真实流露，是真与善的合一。 

(二)应对晚明思想的难题与纠正前人的救弊之方 

以上对“忠恕”说内涵的分析表明，“忠恕”说确实是对晚明伪善和着善的时代难题的回 

应，而不仅仅是为了批判伪道学。从心性本体来说，金氏以至诚与至善合一、至诚更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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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论来挽救伪善的士风；就工夫论而言，如前所述，“忠恕”说的工夫论是从渐修入顿悟，既 

反对“好善恶不善”，又超越了“择善而固执”，正是为了避免这两种修身方法所导致的伪善和 

着善。 

“忠恕”说对王畿、李贽的思想是有所吸收的。比如，金圣叹借用《周易 ·系辞下》的“知 

几”说，把择善理解为“有不善，未尝不知”云云，并且以此来反驳“好善恶不善”的修身方法，这 

与王畿以“有不善，未尝不知”之说为先天正心工夫、从而驳斥后天诚意工夫的思路，颇有几分 

相似；李贽推崇真心的倾向，也影响了金氏“忠恕”说更为重视至诚的特征。 

然而，作为一种对治伪善和着善的理论，“忠恕”说是不同于前人的、甚至可以说是试图避 

免王畿、李贽等人的偏差。其具体表现为：(1)有鉴于王畿脱略工夫和李贽厌弃闻见道理的倾 

向，金氏把修身工夫设计为择善——慎独——止于至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慎独即“择善而 

固执”的环节，它使得“忠恕”说成为渐修、顿悟合一的工夫论，弥补了王畿和李贽忽视渐修的 

缺陷。(2)为了防止李贽肯定非善之真和厌弃闻见道理的倾向蜕变为“善”的缺席，金氏在人 

性论中安排了先天本有而非当下现成的至善，来与天命自然且当下即是的至诚相结合，以这样 

的人性结构来满足对于真和善的双重诉求，以保证本体和工夫都不离善。 

综上所述，金氏“忠恕”说是在晚明思想中伪善和着善的弊端日益突出，王畿、李贽等人开 

出的对治之方又各有偏差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不但试图救治伪善和着善的时代病症，而且 

希望克服王畿、李贽等人的偏差。 

三、“忠恕"说的理论漏洞与双重翻案的意图 

不可否认的是，“忠恕”说同样不是一个天衣无缝的严密体系，其中的理论漏洞也许比前 

人更多。比如，至诚与至善合一而不相混的人性结构缺乏依据，有拼凑之嫌；而且，至诚与至善 

为什么有着当下现成和有赖于“修道之教”的不同?此外，与“忠恕”说的工夫论有所不同，金 

氏在其它评点中又有推崇天性之善的观点。所谓天性之善，就是当下现成、不假工夫之善。如 

前所引，金圣叹比较武大和武二之人品，称“由学问而得如武二之事兄者以事兄，是犹夫人之 

能事也；由天性而欲如武大之爱弟者以爱弟，是非人之能事。”可见他对天性之善极为推崇。 

他甚至还说：“夫亦日：兄之与弟 ，虽二人也 ，揆厥初生，则一本也。一本之事，天性之事也 ，学 

问其不必也。”(《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第二十三回总评)这似乎又回到了李贽厌弃学问 

的思路。同样，金圣叹在《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 ·序三》中论述了关于人物个性创作论的 

“忠恕”说，也是主张天命自然、不假工夫之性。其说云： 

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何谓忠?天下因缘生法，故忠不必学而至于忠，天下自 

然，无法不忠。火亦忠，眼亦忠，故吾之见忠；钟忠，耳忠，故闻无不忠。吾既忠，则人 

亦忠，盗贼亦忠，犬鼠亦忠。盗贼犬鼠无不忠者，所谓恕也。 

这是说，作家要塑造个性各异的人物形象，应当深知人物自然各具个性之理。显然，其理论基 

础是不待工夫的人性论，这就不同于前文所述的、包含了“修道之教”的“忠恕”说。 

这类理论漏洞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金圣叹常用翻他人之案的思维方式，对成说加 

以补偏救弊，因而损害了其理论自身的有机统一。金氏因好用多重翻案法而导致顾此失彼的 

特点，在其《西厢记》评点中也有充分表现。金批《西厢》有着主次地位不同的两重翻案的意 

图。一方面，金批《西厢》的主要宗旨是批驳旧本《西厢》的“狂荡无礼”，因而金氏在删改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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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西厢记》时，着重评改了以下三个情节：(I)莺莺是奉母命到别院的前庭散心而不是到佛殿 

游玩；(2)莺莺在前庭没有对张生留情；(3)红娘以琴心教张生是为了守主婢尊卑之礼而非教 

唆张生以琴心挑双文。这些评改的意图在于批判旧本《西厢》的狂荡无礼，申论先王之礼之不 

可不守。另一方面，金氏又不满于道学先生对崔张爱情的诋毁，所以他常常叹赏才子佳人的 

“必至之情”。为了弥缝这两重翻案之间的冲突，金氏还精心设计了一个才子佳人的必至之情 

只能藏于才子佳人心中的理论 ，此说看上去适应了两重翻案的需要 ，实际上是回到了“发乎情 

止乎礼义”的老套。① 

“忠恕”说的理论漏洞也缘于它的双重翻案的性质。一方面，为了批驳伪善和着善，“忠 

恕”说的本体论和工夫论分别以当下现成的“至诚”和“顿悟”为主导，是为第一层翻案；另一方 

面，为了纠正王畿、李贽的偏差，金氏又不得不把“至善”设计为有赖于修道之教，从而在工夫 

中增添“渐修”，是为第二层翻案。这双重翻案使得“忠恕”说成为一个至诚与至善、当下现成 

与后天修得、渐修与顿悟的二元论的理论结构，这样拼凑的结构显然缺乏内在的有机统一；更 

重要的是，金氏在具体论述时又往往很难兼顾到双重翻案的任务，前述的“天性之善”说就是 

因为侧重于纠正伪善和着善，而未能顾及对王畿、李贽之说的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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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revious researches hold that Jin Shengtan§theory of mind and nature．which focu． 

ses on the doctrine Zhong(1oyalty)and Shu(reciprocity)，is targeted on hypocrites．and advocates 

a natural human nature as wel1．Nevertheless
， it somewhat retains the Confucianist notion of ethics． 

The Doctrine of Zhong and Shu is virtually sort of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at advocates the unity of 

the highest sincerity and the highest good．What it opposes is not only the hypocrites but also the di． 

1emma of the hypocrisy and the persistence in good in late—Ming thought
． In the meantime，the Doc． 

trine of Zhong and Shu also tries to rectify the deviation of such previous doctrines as Wang Ji童Doc． 

trine of Si Wu and Li Zhig Doctrine of Tong Xin Shuo
． Th e flaw in the Doctrine of Zhong and Shu 

just lies in its intention to return to the previous doctrines． 

Key words：Jin Shengtan；Zhong and Shu；the highest sincerity；the highest good；late．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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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朱剑) 

① 对于金批《西厢》既爱佳人又爱先王之礼的二重性，廖可斌《爱佳人则爱。，爱先王则又爱——试论金圣叹评点(西厢记) 

的矛盾心理》解释为遂性从欲的现实感受与维护伦理的主观意图之间的矛盾(《中国文学研究》l986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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