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以 贯 之
—《齐物论》的内在逻辑新论
——
吴冬梅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
《齐物论》的内在逻辑主线是“一”，
“齐物论”可以称“一物论”。
“一”之内涵是合为一体、无彼此
之分，物、我为一，生、死为一，梦、旦（醒）为一，是、非为一，知、不知为一。一物我则无“哀”、无“芒”，一生
死则无“惑”，一梦旦则无“固”，一是非则无损于“道”，一知不知则无“近死之心”。只有去除“成心”，因任
万物自然本性，才能体悟“一”，达到“道通为一”之境界。这一点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而圣人却可遇不可
求。圣人与凡人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庄子能“一”万物，却不愿“一”圣凡，体现了他内心的极度孤
傲、寂寞与对在现世中“道通为一”之境界难以实现的深刻理解与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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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并不是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有学者以为“齐物论”具有三个层面的涵义：
《庄子》内七篇思想精深而一贯，风格恣肆而 “齐物、齐论及齐语言。整个庄子哲学思想以
奇诡，境界精纯而高远，其中《齐物论》一篇更是 ‘物’
‘论’和‘言’为目标进行解构,以打破儒墨言
、
有着内在的逻辑。以往的专家学者对其线索也颇
论、解构儒墨是非,为世人心寻找到一个通向逍遥
[3]
有研究，均有独到的见解，然而也有有待商榷的
的出口。”
但是《齐物论》除了篇名中有一个
“齐”
地方。
字外，通篇无一“齐”字。更何况，
如果其主旨真是
有学者认为：
“ 贯穿《齐物论》一文的根本线
诸如此类的“齐”字，那么“齐”之对象已经明了，
索是‘本体论’、
‘宇宙生成论’、
‘认识论’
、
‘实践 “齐”
之主体又是什么？
[1]
论’。” 本文以为这些都不能称为《齐物论》的主
还有学者试图从“心”的层面来解读“齐物
要线索，而是《齐物论》主线的某几个面相，应该
论”之内涵。[4]
有一个通贯《齐物论》全文的根本线索。
综观以上各家的观点，会发现单凭《齐物论》
有学者认为，
“齐物论思想是庄子认识论的哲
篇名中有一个“齐”字，或因为《齐物论》篇中有关
学基础。庄子将齐物论思想纳入道的范畴,为齐物
于“齐”方面的思想，而将其内涵都冠以一个“齐”
论思想找到一个理论上的依据。庄子在万物一齐
字，实在有点牵强。为什么不直接从这一篇中借
的总体思想框架下,又分出齐物我、
齐生死、
齐是非
用一个能表达其主旨的字？而且文中确实反复出
等分支思想。齐物理论不是一种单纯的理论体系,
现这样的字，这个字就是“一”。据我统计《齐物
[2]
而具有强烈的社会实践意义。”这种观点主要是
论》中“一”字共出现 18 次，后文根据论证需要引
从认识论的层面来解构庄子的齐物论，以为“齐物
用了一些含有“一”字的语句，这里不一一列出。
我”
“
、齐生死”
“
、齐是非”隶属于“万物一齐”思想， 以往关于《齐物论》思想的研究，只关注“齐物论”
而
“万物一齐”
思想又统摄于
“道”
。
“道”
确实为庄
内涵的研究，而没有涉及到庄子在阐述“齐物
子哲学的最高范畴，但是并不能粗糙地将“齐物
我”
、
“ 齐生死”
、
“ 齐是非”思想时，背后一直隐藏
我”
“
、齐生死”
“齐是非”隶属于“万物一齐”
、
，它们
着一个主体，那就是“圣人”
、
“真人”或“至人”
，只
一、何为《齐物论》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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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他们拥有这些思想。而“众人”或凡人之思想与
“圣人”、
“真人”或“至人”之思想相对，也就是说，
只有“圣人”、
“ 真人”或“至人”才能做到“一”，达
到“一”的境界，因而也就有了圣、凡之别。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贯穿《齐物论》的内
在逻辑线索是“一”，
“齐物论”可以称为“一物
论”，
“一”之内涵是合为一体、无彼此之分。同时
“一”也是一种境界（即与“道”合为一体），
“一”之
主体是“圣人”、
“ 真人”或“至人”。是否能体认
“一”以及能否达到“一”的境界，是区分“圣人”与
“凡人”的标准。而圣人却是难得一遇的。
二、
“一”以贯之
在《齐物论》中，物、我为一，生、死为一，梦、
旦（醒）为一，是、非为一，
知、不知为一。
物、我为一。在庄子看来，主体“我”与客体
“物”没有明显的界限，我即是物，物即是我。庄子
认为，天地与我并存，万物与我合为一体，即：
“天
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庄子·齐物论》
以下所引若非特别注出，皆引自《庄子·齐物论》）
具体地说：
庄周与蝴蝶本来是有分别的，然而由于梦的
牵联而无法分辨究竟是庄周梦见自己变为蝴蝶，
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为庄周了，庄周即是蝴蝶，
蝴蝶即是庄周。此时，可以说是庄周物化成了蝴
蝶，也可以说是蝴蝶“人化”成了庄周，庄周与蝴
蝶是一体的。
不仅庄周与蝴蝶是一体的，小草和大木、丑
陋的女人和美貌的西施，以及一切稀奇古怪的事
情，从道的观点来看，都可以视为一体。因此庄子
曰：
“天地一指也，
万物一马也。”
生、死为一。就人生的旅程来说，生即是死，
死即是生，生与死是一体的，死与生一样也是人
生旅途之一部分。或者将死放置到人类历史的长
河中，
死其实只是生与生之间的连接点。并且，从
活着的状态来看待死亡，死亡确实是“死亡”，但
是如果从死亡的状态来看待活着，活着又是什么
呢，
“活着”是否也就是“死亡”呢？而且活着的人
未曾死过，怎么知道“活着”优于“死亡”呢？怎么
知道“活着”
与“死亡”有什么不一样呢？或许从死
者的角度来看，
“ 死了”倒比“活着”更逍遥自在，
说不定死后还会后悔当初贪念生呢！况且，死亡

也与活着一样是人生旅途之一部分，死亡就像自
幼流落在外，老了还要回家乡一样，正如俗语所
谓“落叶归根”。既然这样，又何必苦苦执着于生
死之辨呢？
既然生死都是一体的，那么，在人类社会历
史的长河中，高寿与夭折也是不需分辨的。即使
活了再大的年龄，几百岁相对于漫长的历史长河
又算得了什么？只能算是
“夭折”。即使未成年就
离开人间，相对于没有出生的来者和已经故去的
去者来说，
都算是长寿的。因此，
在庄子看来，寿、
夭为一，生、死为一。
梦、旦为一。就人的生存状态来说，梦即是旦
（醒），醒即是梦，人生是亦醒亦梦，亦梦亦醒，处
于梦、醒无辨的状态。梦中饮酒作乐的人醒来后
有可能因悲伤的事情而痛哭流涕，梦中哭泣的人
醒来后有可能去打猎、游戏；人在梦中有可能又
在做梦，醒来后才知道自己在梦中还在做梦；而
且只有真正醒着的人才知道自己真的做梦了。那
么怎么知道自己是真的醒了，还是一直在做梦
呢？怎么知道我说你在做梦时，我是醒的还是在
做梦呢？也许我们都在做梦。人生就是一场梦，亦
梦亦醒，亦醒亦梦，梦、醒无辨。
是、非为一。就人的价值判断标准来说，
是即
是非，非即是是，是、非因人而言。世界上的事物
有彼此之分别，从此的角度看是“是”，从彼的角
度看就是“非”;从彼的角度看是“非”，从此的角度
看就是“是”；从此的角度看彼的“是”就是“非”，
从彼的角度看此的“是”就是“非”。是、非因人而
异，相对而言。
知、不知为一。就人的认识能力来说，知即是
不知，不知即是知，知与不知乃是相对而言的，知
“不知”乃是最大的智慧。一种知识对于此来说是
“知”，对于彼来说却是“不知”；同样，一种知识对
于此来说是“不知”，对于彼来说却是“知”。不知
道此的“知”对于彼来说是“知”，还是“不知”？此
的“不知”对于彼来说是“不知”，还是
“知”
？人、泥
鳅、猿猴三者对居住条件的要求迥然不同，而他
们都住得很舒适。人、麋鹿、泥鳅、鱼、雁等万物之
口味与审美观不同，究竟谁的标准才是对的呢？
可见，知与不知也是相对的。
因而，
“ 一”之内涵可视为合为一体、无彼此
之分，是物、我，生、死，梦、旦（醒），是、非，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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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之间界限的消弭。
三、因何为“一”
一物我则无“哀”、无“芒”。由于执着于物我
之辨而造成了人生最大的悲哀与“芒”
（昏昧）。人
自禀受成形体时开始，就和外物接触，并与之发
生冲突，终生追逐外物，一刻也不停息，却不知
道，物是变化不居的，凭短暂的一生根本无法追
逐到所有自己想得到的物。更何况，
“我”也只是
万物中之一种而已，自己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自
己也是他物所追逐的对象。
“道家倡导知止知足、
宠辱不惊、淡泊名利的生活态度，主张对物质条
件的追求适可而止，而不必过分地贪求对外物的
占有。”[5]但是人却不知道物我本来一体，费尽心
机，徒劳无益地去追逐，就像自己追逐自己的影
子一样，自己追得越快，影子就跑得越快，最后弄
得精疲力竭却根本追不到影子。不知物我为一实
在是太可悲、太糊涂了。
一生死则无“惑”。由于执着于生死之辨而造
成了人生之大惑。不知道生死原为一体，就会因
为贪念活着而惧怕死亡，其实死乃是人生一段旅
途之归路。
一梦旦则无“固”。由于执着于梦醒之辨就会
造成一种固执的心态，将一切都区分得过分的清
晰，即使是梦中的事都会当真，却自以为很清醒，
窃窃自喜，不知梦、醒本来无辨实在是太固陋了。
一是非则无损于“道”。由于执着于是非而造
成了对“道”的亏损。由于每个人的立场不一样，
思考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判断是非的标准就会
不一样，因此，是非价值判断没有一个固定的标
准。而从“道”的角度来看，
是非本一体，
一切来源
于“道”，一切又复归于“道”。倘若将自己的是非
观念强加于别人或别物之上，是与非之间的分歧
会越来越大，对“道”所造成的亏损就越来越大。
因此庄子曰：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
一知不知则无“近死之心”，能“复阳”
（即恢
复生机）。由于人执着于“知”与“不知”之分辨，拼
命分辨知与不知，因而造成了人生命之衰颓与消
毁，进而使人变得没有生气。倘若不知道知与不
知本无辨，则会以为自己之智为大智，而别人之
智为小智，进而固执于自己所谓的大智，鄙视别
人的小智；而别人又以为自己拥有大智慧，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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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只有小智慧。这样己与人各自为了证明自己自
以为是的大智慧而争论不休，弄得既费心又劳
神，
“近死之心，莫使之复阳也”。其实己与人都没
有意识到自己还有很多不知的领域，在自己所知
道的领域中也还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
总之，能否做到“一”对人是否能保全“道”，
是否能超脱悲哀、迷茫、固执、心灰意冷等等困扰
人生的藩篱的囚禁起着关键的作用，因而为“一”
是必要的。
四、如何为“一”
庄子曰：
“ 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
乎？”每个人都有“成心”，
由于“成心”而造成了言
之不齐，由于言之不齐而造成了是非，由于是非
而造成了“道”的亏损。若要避免“道”的亏损，达
到“道通为一”的境界，就得消除造成“道”之亏损
的根源，也就是要消除“成心”。倘若消除了“成
心”
，那么每个人所说出来的言论就没有什么互
相冲突的地方，言论就像风一样，风乃发于自然，
风停则声止，不再是“夫言非吹也”(1)，此时的言是
出于自然的，因而无什么分别。没有了言论之分
别，就没有了是非；没有了是非，道就会完满而不
遭受亏损。
那么应该如何去除成心呢？庄子认为应该以
“以明”的方法来去除成心。庄子曰：
“欲是其所非
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
，
“是亦彼也，彼亦是
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
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
谓之道枢。枢始
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
也。故曰莫若以明。”
“所谓‘莫若以明’,即是听任
于道和天, 也即是庄子自己说的‘和之以天倪’,
‘休乎天钧’,任物之自然,则万物自是其是,自可其
可,而诸家‘物论’的是非可以休矣。”[6]也可以说是
“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即观照
事物的本然，因任自然。因为万物之本然，或万物
之本性是一样的，
“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
，只
要不将自己之成见强加于物之上，就可以做到
“道通为一”。(2)
故而以“以明”的方法去除成心，去除成心而
凸现“虚心”(3)，
“虚心”则能顺应自然，顺应自然则
没有“私心”，即“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
（《应帝
王》
），无“私心”则能与道合为一体。但是，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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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人都能达到
“道通为一”
的境界。
五、圣、凡之别
庄子认为圣人、真人或至人与众人或凡人有
很大的区别，造成这两类人之间巨大区别的原因
是：是否知道“一”，是否能体认“一”、进入“一”的
境界。
“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庄子认为：
“唯
(4)
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 只有圣人
才能知道“道 ”，知 道“ 道通 为 一 ”，却 不拘 泥 于
“道”
，行“道”而不留下痕迹，
“不缘道”(5)。众人费
尽心机寻求“一”，却不知道万物本来一体，
“劳神
(6)
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
圣人与凡人之间有着巨大的区别，有着不可
逾越的鸿沟。
“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圣
人知道应该在何时何地议论、辩论，或争辩，不该
辩论时就不辩论，深藏于心，怀而不露，可以辩论
时就辩得恰到好处；众人则只知道一味辩论，相
互夸耀自己善辩的才能，也不管是否应该辩论，
是否可以辩论，辩论得是否有意义，是否会有一
个结果。圣人能做到处变不惊，宠辱皆遗，达到生
死一如的境界，
“ 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
乎”；凡人却汲汲于功名利禄、利害生死。
圣人拥有达到极致的智慧，知道自己也有不
知之处，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圣人虽然看起
来很愚笨，却是“大智若愚”
；众人看起来似乎极
为精明，却是自作聪明。庄子曰：
“众人役役，圣人
愚芚，参万岁而一成纯。”正如《老子·第二十章》
所说“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
人察察，我独闷闷”。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庄子继承
了老子的关于“圣人”的观点，圣人是超凡脱俗
的，也是孤独寂寞的。
实际上“圣人”可遇不可求，现实生活中很难
遇到：
“ 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
遇之也。”
虽然“圣人”难遇，但其实也是早晚的事
情，是一定会遇到的。也许那圣人就在那灯火阑
珊处。
虽然庄子认为物我为一、生死为一、梦旦
（醒）为一、是非为一、知不知为一，但是他不肯视
圣人、
凡人为一，认为人有圣凡之别。这看似与他
的“道通为一”的思想相悖。其实《齐物论》以“一”

一以贯之的逻辑主线与圣凡之别并不矛盾，因为
在庄子看来，只有圣人、真人或至人才能达到
“一”之境界，所以，只有他们能做到一物我，一生
死，一梦旦，一是非，一知不知。而这些是凡人或
众人所无法体会与实践的。庄子能“一”万物，却
不愿“一”圣凡，体现了他内心的极度孤傲、寂寞
与对在现世中“道通为一”之境界难以实现的深
刻理解与失望。
注释：
(1)言非吹也：言论和风吹不同，意指言论出于成见，
风吹出于自然。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
华书局，2006:51.
(2)故举纵横好丑，恢
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
可，则理虽万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为一也。夫纵
横美丑，物见所以万殊；恢
怪，世情用之为颠
倒。故有是非可不可，迷执其分。今以玄道观之，本
来无二，是以妍丑之状万殊，自得之情惟一，故曰
道通为一也。[清]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
局，1982：71.
(3)正如《庄子·人间世》中所说：
“ 虚室生白，吉祥止
止。”
(4)王先谦将此句解释为：
“ 唯达者能一视之，为是不
用己见而寓诸寻常之理。”[清]王先谦.庄子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99：16.
(5)不缘道：无行道之迹（林希逸说），不拘泥于道。陈
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06：85.
(6)王先谦将此句解释为：
“ 自知道者观之，皆可通而
为一，不必异视。劳神明以求一，而不知其本同也，
是囿于目前之一隅，与‘朝三’之说何异乎？”[清]王
先谦.庄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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