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 子 》道 论 述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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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道”是《管子》哲学思想的重要范畴。长期以来，对《管子》道论的研究，主要以《管子》四篇为对象，这
无形中局限了对《管子》道论的深入认识。从《管子》书的整体来看，《管子》的理想追求是圣王之道，它在本
体论上表现为虚无之道，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表现为静因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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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中的“道”有路径、方法、规律、本原等多重含义。在探讨《管子》之“道”的时候，从哲学层面上
来看，《
管子》
中《心术》上下、《白心》和《内业》等四篇的“道”特别引人注目。许多学者对《管子》之道的认
识主要是从这四篇入手的，因为这四篇注重从本体论意义上阐释“道”，但这无形中局限了对《管子》之
道的深入认识。《
管子》作为先秦思想交融互动的产物，
其“道”也具有多方面的含义，而这些不同的含义
之间又有一定的内在关联。只有从《
管子》
书的整体入手，才能揭示《管子》之道的意蕴，体会古代哲学中
“
道”的丰富内涵。

一 圣王之道
“
道”
的本义为人行之路，
具有一定方向的路叫做“
道”
。《
说文解字》
云：
“
道，
所行道也，
一达谓之道。”
道作为人行之路在先秦古籍《
尚书》
、
《诗经》
、《周易》中都有存在。作为人行走的“道”
，
最初是实在的，人
看得见的，
如陆地上的道路，
水上的河道、海道，都是从一个地方到达另外一个地方的途径。其后才被引
淤
申为人或物所必须遵循的轨道，
日月星辰所遵循的轨道称为天道，
人类生活所遵循的轨道称为人道。
道由其本义引申为途径、方法，也就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方式或手段，之所以称为“道”，就在于它表
现为一种路径。在《管子》管仲与齐桓公的对话中，管仲作为智者、圣人，经常回答一些齐桓公“为之有道
乎”的问题，尤其是《轻重》诸篇，齐桓公屡言“为之有道乎”，他关心的是治国的途径、方法，也就是治国
之道。《管子·君臣上》云：
“道也者，上之所以导民也。
”（以下引《管子》，只注篇名。）《君臣下》则说：“君子食
于道，小人食于力，分也。”此处“道”当指道术而言，即统治者管理国家的原则和方法，并且认为这种道
术为统治阶层所独有，所以《君臣下》又说“道术德行出于贤人。”这种道术就是“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
人止”、
“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的治国之道。治国之道是《
管子》
书的主体内容，《管子》因而成为一部
治国的百科全书。
《管子》认为，“道”普遍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所谓“道在天地之间”，“其大无外，其小无内”，都是讲
“
道”的普遍性。但是，在道的普遍性中始终有某种“隐而不显”的东西，能够理解和掌握道的只是很少的
人。《
心术上》说：“
不远而难极，与人并处而难得。
”《内业》：“道满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此种思
想在《中庸》中亦非常明确，《中庸》引孔子之言：“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
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所以，就道存在的范围和形式
而言，它是普遍的和完善的。但从个体的角度来讲，并非人人知晓“道”的全体，“闻道”不仅存在有无之
分，也有高下之别。
《形势》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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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有闻道而好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
也。有闻道而好为国者，一国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闻道而好定万物者，天
下之配也。
《
形势解》说：“
道者，
扶持众物，使得生育而各终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乡，或以治国，或以治天下。”
“道”是使众物生成存有的动因，而所谓“众物”不过是泛化了的人，“众物之性命”，也就是人顺道而行之
命，对于自然界而言是一种自发的行为，但对于人类则是自觉的行为。孟子云：“
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孟子·尽心上》）孟子这里所说的“
正命”与“非正命”，讲的就是人类个体是否达
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
到了对“道”
的自觉，实际上也就是人的生命价值是否得到了实现。但在《管子》看来，并非人人都能达到
对道的自觉，而且对道的自觉程度也因人而异，因此有所谓“一家之人”、“一乡之人”、“一国之人”和“天
下之人”，其最终目的是将“以道莅天下”的责任落实到圣人身上。
圣人是中国古代的理想人格和做人的最高境界。“与‘人’字连类的‘圣’字，始见于西周文献。考
‘圣’字本义，与‘哲’字可以互训。称‘
圣’称‘哲’，
都是指配天的美德，而没有知能教养的意义；且‘圣人’
‘圣王’之‘圣’，‘哲人’‘哲王’之‘哲’，也都是对于氏族贵族的先公先王所加的美德的专称，而从不用以
形容一般国民性的道德。”于 这说明，圣人最初就是由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转化而来，但在春秋战国时
期，圣人显然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而且是一种理想的人格或人格典范。在《管子》看来，圣人
就是道的具体化和人格化。《戒》篇云：
是故圣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贱物。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无慑意，南
面听天下，而无骄色。如此而后可以为天下王。所以谓德者，不动而疾，不相告而知，不为而成，
不召
而至，
是德也。故天不动，
四时云下而万物化；君不动，政令陈下而万功成；心不动，
使四肢耳目而万
物情。
寡交多亲，谓之知人。寡事成功，谓之知用。
闻一言以贯万物，谓之知道。
《
管子》
把圣人看作道的具体化和人格化。圣人“尊道而贱物”，所谓“物”，尹注：“谓名利之事。”
之所
以“贱物”，是因为人们经常因沉于名利而迷失自己的本性，即所谓“
逐物而不反”
。圣人应是将功名置之
度外，
而将普遍之道完满体现于自身的人。很显然，《管子》这里所描绘的“
圣人”
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人格
理想，处低位不自卑，倨高位不自骄，不以追逐个人功名为目标，正如孟子所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
善天下”。《管子》认为，英明的君主应该用圣人治理天下。《形势解》
说：“明主之举事也，任圣人之虑，用
众人之力，而不自与焉。”“明主不用其智，而任圣人之智。”“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圣人，而后天下治。”
《管子》这种明主与圣人结合的治国模式，无疑是以齐桓公和管仲为榜样，齐桓公为春秋五霸之首，而管
仲在《
管子》
中被称为“天下之大圣”（《大匡》），管仲辅助齐桓公，使齐国大盛。
不过《管子》作为霸王之书，它的最高政治理想还是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圣人是得道之人，也就是通
常意义上的“内圣”之人，内圣与外王的贯通是古人的追求，也是《管子》的追求。圣人不一定在上位，也
不一定称王。但作为天下之王，
应该有圣人之道，如此才能功成名就，政通人和。圣人成为天下之王或一
国之君，就是圣王或明君。所谓圣王之治，就是圣人以自身的人格魅力或道的感召力来实现天下大治的
目标。犹如天无为而万物化成，心处其道九窍各司其职，圣人不动而疾，不相告而知，政令陈下而万功
成。因此，圣人与王权结合而成就圣王，道的人格化而成圣王之道。
《君臣上》云：
道者，诚人之姓也，非在人也。而圣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财有常法。
道也者，万物之要也。为人君者，执要而待之，则下虽有奸伪之心，不敢杀也。夫道者虚设，其人在则
通，其人亡则塞者也。非兹是，无以理人；非兹是，无以生财。民治财育，其福归于上，是以知明君之
重道法而轻其国也。故君一国者，其道君之也。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大王天下，小君一国，其道临
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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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对“道者诚人之姓也，
非在人也”的理解有分歧。戴望云：“诚”当为“成”
，“姓”
当为“
生”，皆声相
近而误。郭沫若云：当读为“道者诚，人之性也。非，
在人也。”即“性相近，习相远”
又“诚者天之道，思诚者
盂
人之道也”之意。 两人断句不一样，
对句子的理解也有差异。按戴望的说法，道是使人的生命存在的根
据，即道成就人的生命。而按照郭沫若的理解，“诚”是道者之性，如果一个人做不到“诚”，是个人主观的
原因，
因为获得“诚”需要人的主动性，即所谓“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也”
。他引用孔子的话意在说
明，人的本性虽然相同，但后天的习得却有差别。笔者以为，此处的“诚”、“姓”并非孔孟的“诚”、“性”，
“姓”当训为“生”，
“人”指的并非是圣人，
而是天下诸生，
也就是“百姓”。“道”成就天下诸生，
但并不在诸
生身上，只有圣人才知“道”并善于运用它，管理天下百姓，增长财富。“道”为万物之要，物，事也；要，关
键，要领。《韩非子·扬权》说：“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虚而待之，彼自以之。”“
道”为
天下四方事务的纲要，君主抓住这个纲要，就能应付自如，即使臣下有奸伪之心，也不敢有篡弑的举动。
《君臣上》也说：“为人君者，坐万物之原，
而官诸生之职者也。”原，原则，也就是道、万物之要。君主就是
掌握万事的原则，
来管理百姓。
因此，“
道”与君主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圣王明君离不开“道”，圣王明君需要“道”来治理百姓，增长
财富，
“道”存政通，“道”亡政息，君主统治国家，帝王统治天下，实际上都是“道”在那里起作用，即“其道
临之也”。同时，“道”也离不开圣王，
“道”需要依存于圣王，因为“道”
是虚设，并不是有形的存在，其彰显
需要通过圣王管理百姓的方式实现。圣王以道治国，固然道成为圣王的统治手段，但同时它也限制了君
主的作为方式，即作为最高统治者君主或圣王不是随心所欲的，其统治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是由道赋予
的，而道并非可以由君主任意选择，其客观必然性特征，因此它成为约束和限制君主行为的外在力量。
尽管君主可以以道的名义实施自己的统治，但天下民众亦可以道检视君主行为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
管子》
论述了“道”对君王治国的重要性，强调圣人执要，但它不同于老庄之道的因任自然，就其作
为社会控制手段而言，实际上是“礼”
、“法”
等具体形式。《管子》把道与法结合在一起。《君臣上》说：“选
贤论材而待之以法，举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胜收也。”又说：“有道之君者，善明设法而不以私防
者也。而无道之君，既已设法，
则舍法而行私者也。”《管子》通过设“
道”立“法”，
防止徇私舞弊和任意妄
为，来保证君主的无为之道得以贯彻。

二 虚无之道
西方哲学史为之殚精竭虑的是“
Being”问题，“
Being”也就是汉语中的“是”，它成为西方哲学史上研
究的对象，原因在于它最初是一个系动词，
一切东西都因为“是”而是某东西（是其所是）。于是就要问这
个“是”是怎么回事，它是什么意思，乃至是什么东西，这样“是”就成为一个被思考的对象，放在主语的
位置，
按照西文的语法规则，系动词“
is”转化成动名词“Being”。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哲学中的“道”、
“理”、
“天”等范畴与西方哲学中的“Being”处于相同的位置，它们都曾在不同的时期、被不同的思想家思
考，作为万事万物“是其所是”的依据。这其中又以“道”最为突出，一切因其所是而成为是的东西，万事
万物也因为“道”而成为其所成的东西。如果说，在西方哲学中“是其所是”
是借助语言来表达的，言说离
不开“
是”，那么中国哲学的言说则离不开“
道”。
但是，
由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西方哲学的“是”是在逻辑判断中产生的，而中国哲学的“道”则
是在具体形象中生成的。“道”不仅是一个语言中的问题，而且是关于这个世界及其存在物的依据或根
源问题。由此，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发展起来的是宇宙本原论或本根论，
在宋明理学中又称为“本体”。如
张载《
正蒙·太和》
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这一“本体”概念，也可以借用来
说明《
管子》
中的形而上之道。
“
本”指本末之本，道为本，万物为末。万物因道而生，因道而成，因此，相对于万物而言，道是根，是
本，万物是枝，是末。《庄子·知北游》云：
“ 然若亡而存，
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
此之谓本根。”在
《管子》中“道”也即万物之本根。《宙合》：“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兵法》：“无形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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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
无不可以化也，
此之谓道矣。
”“
道”
存在由于万物的存在而得到呈现，
万物的存在又以道为根据，
这样
万物与道构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
体”指体用之体，由道之用可以推显道之体。如韩非子说：“今道虽不可得闻见，圣人执其见功以处
见其形。”（《韩非子·解老》）作为把握宇宙万物之理，“道”是用，或谓“道之用”，“道法”是存乎法之道，“道
气”是存乎气之道。但“道”
不仅是用，而且还是“体”
。作为根本之体，其特征是虚无无形。《心术上》说：
“虚无无形谓之道。
”有形有象是“体”，“无形无象”亦是“体”
，即所谓“无形之形”，“无象之象”，是一种
“道之大如天，其广如地”
（《白心》）。
它广大无边，细
“抽象”。《管子》说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心术上》），
微无内，都是就道之体而言。
对于本体之道的阐述，《管子》表现出与《老子》大体相同的思路。《内业》云：
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复，其来不舍，谋乎莫闻其音，卒乎乃在于心。冥冥乎
不见其形，淫淫乎与我俱生。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成谓之道。凡道无所，善心安爱，心静气
理，道乃可止。彼道不远，民得以产。彼道不离，民因以知。是故卒乎其如可与索，眇眇乎其如穷无
所。被道之情，恶音与声，修心静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
不能听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败，所得以成也。凡道，无根
无茎，
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
首先，虽然本体之道不可言说，但它可以通过具体事物之道表现出来。什么是道？通常指的是那些
途径方法、事理法则等可以被称为“道”的东西。《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意思说，可说出的“道”并非
恒常之道，也即不是本体之道，但本体之道又总是通过“可道”彰显，即“常道”存在于“非常道”之中，这
样的“
道”界于可言说和不可言说之间。以可言说的东西表达不可言说的东西，这大概就是冯友兰先生
讲的“
负的方法”或“烘云托月”的方法。例如，“在《老子》
、《庄子》那里，并没有说‘道’实际上是什么，却
只说了它不是什么。但是若知道了它不是什么，也就明白了一些它是什么。”虞 《管子》的《内业》等篇与
此有相似之处，它认为本体之道不可言说。由此《管子》同老庄一样，也提到不言之教。《心术上》：“
故必
知不言无为之事，然后知道之纪。”《心术下》：“不言之言，闻于雷鼓。”因此，许多学者将其视为道家之
作，但这里我们强调它是由对道的本体追问造成的，不是《管子》之道的最终目的，它还要落实到现实的
社会政治层面，成为圣王之道，因此它不仅讲抽象的道理，还讲具体的治国方法，但这种治国方法有时
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其次，虽然本体之道不可闻见，但可以被现象直观。《内业》认为，道是目之所不能视，耳之所不能
听。“道”的存在，不同于具体事物，不见其形，不闻其声，并非人的感官所能直接把握。许多学者以此认
为《管子》之“道”超越人的感觉器官，是超验的认识对象，这似乎是受古代西方哲学的影响，将认识对象
区分为现象界和本体界，但是这种区分不存在于中国古代哲学中，中国古代哲学强调的是“体用一源”。
在这一点上，它与现代西方哲学具有相通之处，即“现象和本质是统一不分的，现象在感性直观中给予
的同时，在这直观基础上，普遍本质也呈现于理智的直观”愚，但与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理智直观不同，它
不是以知性范畴为基础，而是以感觉经验为基础，带有神秘体验的性质，是一种言、象、意的过渡过程。
当这种体验和感知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就形成了道的存在特征，因此它并不是脱离人的经验世界
的，相反它不断以经验世界证明“道”
的存在。
《管子》用了许多语汇描述“道”的存在特征，如“谋乎”、“卒乎”、“冥冥乎”、“淫淫乎”、“眇眇乎”
，都
是说明“道”
幽隐不显而又真实存在。许多学者以“口之不能言”证明《管子》在本体意义上的“
道”是不可
知的，
其实“
认知”
与“说出”不是同一概念，“道”在本体意义上是可以“心知”，心领神会，而无法说出它。
无法说出，不是说它不可以表达，而是说不能象说出具体事物一样说出它是什么样子，只能说出它不是
什么样子。不能说出它是什么样子，是因为它不可感知。但不可感知又是一种感知，即感知到它“不可感
知”，这种意义上的感知，从逻辑上讲是心知的前提，因为如此才能说出它不是什么样子，也才能心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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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样子。因此，我们说“道”在可感知和不可感知之间，不可感知恰恰是可感知的桥梁、途径，正是从
不可感到到可感知，才心知“道”是怎样的。
如前所述，《管子》中的“道”主要集中在经验世界中的道理、知识和技术，它关注的是依道而行所达
到的积极目标。它并没有像庄子从对“道”的理解中所生发出的逍遥境界。但是，
另一方面《管子》的道又
有实体化的倾向。如“虚无无形谓之道”
，比起仅仅从象状上描述，这样的解释显然已经概念化了。而且
这其中贯穿有无之辨，道之虚无，与实有相对，但道是虚无而实有。道之虚无，是就其特征而言，道之实
有，是就其存在而言。“道”是实存的，因而是“
有”，“有”就是道的显现和作用。既然是实有，就可以通过
某种方式“得道”、
“知道”
。为此，《管子》牺牲了道不受约束的特点，“修道”的方式变成了一种机械化的
程序，
如“心静气理，道乃可止”
，而且这种技术化的操作成就了后世道教的养生术。这样，在追寻本体之
道的同时，“道”也在向实体（实在之体）转化。在《管子》中，尽管没有看到“道之为物”的直接描述，但却
管子》
中道与德、
有“道”可以像“物”一样储蓄的描述。“蓄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幼官》）在《
道与气之间复杂关系的产生，都与道的实体化和具体化分不开，对此我们还要在后面的有关章节中进
行阐述。

三 静因之道
普遍之道最终落实到圣王身上，成为圣王之道。那么，普遍之道如何转化为圣王之道，也即君主自
身如何得“道”和行“道”，成为《管子》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哲学探讨的重要问题。张岱年先生说：“中国哲
学，最重人生；然而思‘知人’，便不可以不‘知天’，所以亦及于宇宙。至于知识问题，则不是中国古代哲
舆
学所注重的。但论人论天，都在知中；既求‘闻道’
，便亦不能不研讨‘闻道之方’。
”
张先生这里讲的“闻
道之方”，也就是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但认识论和方法论不是中国哲学的固有名词。因此，他又说：“中
国哲学有所谓‘为学之方’，其范围颇广，包括修养方法及研究方法二者，不仅是知识方面。认为致知方
法与德行涵养有相依不离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张先生此说甚是。在中国传统哲学中，
认识论、方法论和修养论融为一体，《
管子》
哲学思想也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尽管中国传统哲学注重“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但就其对“道”的体认来说，是“以心悟道”或“以
心证道”，如孟子的“尽心知性”、庄子的“心斋”。《管子》也认为，“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
（《枢言》）它确信，
只要通过正确的途径，道就会通达于人心。《内业》说：“凡道无所，善心安爱，心静气理，
道乃可止。”
就身心关系而言，心与感官相对应，《管子》首先区分了心和感官的不同作用。《九守》说：“目贵明，
耳贵聪，心贵智。”心主思虑，耳目主闻见，“
智”也就是理智认识能力，“聪”
、“明”
则是感性认识能力。心
主导感官。《内业》说：“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
”心控制耳目等感
官，影响感知的效果。《心术上》
说：“心处其道，九窍循理。嗜欲充益，
目不见色，耳不闻声。”也就是说，
如
果“心”出了问题，
感官就不能正常发挥作用。但《管子》也同时指出，心的理智认识能力，必须通过感官
的门户，如果门户不打开，心智也就无法发挥作用。《心术上》说：“洁其宫，开其门，去私毋言，神明若
存。”又进一步解释说：“
宫者，
谓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宫。洁之者，
去好过也。门者，谓耳目也，
耳
目者，所以闻见也。”只有打开门户，“道”才能登堂入室。这与古代西方哲学把理性认识和感觉经验相
对立的倾向显然不同。道虽然不可闻见，但它并非完全脱离耳目感官。但耳目感官只起交接作用，
没有
心的引导，道也不会存在于主体。在这一点上《管子》
和《孟子》是相通的。孟子说：“耳目之官不思，
而蔽
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孟子·告子上》）当然，
孟子所说的
“思”是发明人的本性之善，与《
管子》
不同，
但就心的作用而言则是一致的。
《
管子》
论“心”首先是为了得“道”。对于如何得“道”
，《管子》认为首先要修养主体自身。《心术上》
说：“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从认识论的角度讲，“
道”是认识的对象“
彼”，
认识主体是“此”。
如果不修养主体自身“此”，就不能认识对象“彼”。
进一步讲，如何“修之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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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管子》认为，“修之此，莫能虚矣。”（《心术上》）“能”读为“而”，“而”、“如”古通用。意思说，修养
“此”，
最主要的是“虚”。“
虚者，无藏也。”（《心术上》）指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去智与故”，不抱有主观成
见。“无藏”落实到社会政治层面也就是“无私”。《心术下》说：“
是故圣人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
无私
载也。
私者，
乱天下者也。
”
其次，要“静”
。《心术上》说：“动则失位，静乃自得。”“毋先物动，
以观其则”。
“动”容易失去心主导的
地位，
只有“
静”才能掌握事物变化的规则。《管子》强调“静”，与它对人性的认识有关。《管子》认为人的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
本性是静，“
人主安静”（《内业》）。如果不能保有这种“静”，就容易为欲望控制。“
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
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
天理灭矣。”（《礼记·
乐记》）人性本是静的，
感于物而动，随物而化，灭天理而穷人欲。但《管子》的“静”并不是绝对的“静”
，它
是包含“动”
的“静”。《势》
篇说：
“夫静与作，
时以为主人，
时以为客，贵得度，知静之修，居而自利。知作之
从，每动有功。
”与“静”相区别的是“躁”
，“静则得之，躁则失之”（《内业》）。这里的“静”是心灵的宁静，而
“躁”则是由欲望引起的心灵骚动，所以要保持心灵的宁静必须驱除自身的欲望，“去欲则宣，宣则静矣”
（《心术上》），
“心能执静，道将自定”
（《内业》）。
再次，专一。《内业》
说：“一意搏心，耳目不淫，虽远若近。
”只要心神专一，感官不受外物的干扰，这
样对于遥远事物的了解就像对于近旁的事情一样。虚静和专一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保持内心的虚静
才能做到心神专一，如果充满私心杂念，就不可能做到精神专一。《管子》这一思想与庄子的“
心斋”
之说
颇为相似，是道气问题的一个关节点，在后面还要具体阐述。
《
管子》
的这一认识理论与《荀子》“虚壹而静”
的认识论颇为相通。如果我们承认《管子》的《心术》等
篇成书于《荀子》之前，那么合理的解释是《荀子》继承和改造了《管子》的认识论思想。《荀子·解蔽》说：
“人何以知道？曰：
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这一观点和上述《管子》中的思想是一致的，不过相对
《管子》，《荀子》论述更为明确合理。在《管子》中，“虚”“静”“一”等都还带有一定神秘体验性，但《荀子》
则作出了辨证的、
合理的解释。所谓“
虚”，不再指“虚无”，而是指“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谓之虚”，即不以
已经获得的思想去妨碍将要接受的新思想；所谓“静”也不再有寂然不动的含义，而是指“不以梦剧乱知
谓之静”，即不以混乱不清的错觉，如梦幻等，去扰乱心之思维活动；所谓“一”是指“不以夫一害此一谓
之壹”，即在认识过程中不能以一种认识妨碍另一种认识。余 对于经过“虚壹而静”的认识方法所要达到
的结果，荀子称为“大清明”，这也应该是对《管子·内业》
中“鉴于大清，视于大明”
的发挥。
《
管子》
在“虚静”的认识论基础上提出了“静因之道”的方法论。《心术上》说“是故有道之君，其处也
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静因之道也。”《管子》的“静因之道”不是“
得道”
的方法，而是“有道君子”
处理
具体事务的方法。许多学者在论述《管子》中的认识理论时，把“静因之道”
看作认识过程中的理论，
从而
认为《
管子》
是消极的反映论。实际上，“静因之道”是针对君主行为而提出的方法论，它主要不是体现在
认识过程中，而是表现在君主的行为中。
“
静”侧重于主体自身，是指主体自身的“虚静”，“因”则是指主体因循客观事物。“静因之道”主要强
调“因”，“因也者，
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感而后应，非所设也，
缘理而动，非所取也。”这里的“
因”不是侧
重于认识活动，而是侧重于指向客体的实践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主体不是根据主观意志行事，而让客体
自然地发挥作用，
不对其进行损益，“
因也者，无益无损也”（《心术上》）。并形容说：
“若影之象形，响之应声
也。”（《心术上》）犹如影子伴随形体，响声跟随发声一样。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管子》讲实践活动中的因循，是以认识活动的能动作用为前提的，并不是盲目
的因循。《宙合》说：“
道也者，通乎无上，
详乎无穷，运乎诸生。是故辩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
以曲说，而不可以广举。圣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为之治而计其意。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为之说
而况其功。
”道的普遍性体现在认识过程中就是全面性原则，“曲静之言，不可以为道”（《侈糜》），如果仅
仅懂得一言之辩、
一治之察，还不足以把握普遍的道，也就不能在实践活动中做到“因”
。
《
管子》
的“静因之道”实际上是一种“无为”理论，“无为之道，因也。”（《心术上》）这种“无为之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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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中又称为“
心术”
。《管子》对“心术”的界定首见《七法》
，“实也，诚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谓之
心术。
”实，
指真实、诚实，又作查实、
证实；诚，真心，不虚伪，又作确实、的确；厚，
厚道，
不刻薄；施，施舍，
给予恩惠；度，度量，揣度，推测；恕，推己及人。实、诚、厚，是就人心而言，是指人的内在品质；施、度、恕，
指向术用，是指发之于内、施之于外的行为方法。因此，所谓“心术”也就是根据人的心理应采取的方法
原则。《管子》说：“不明于心术，而欲行令于人，犹倍招而必拘之。”（《七法》）不了解人的心理活动，就发布
命令，
犹如背着靶子射箭，根本不可能射中。在《管子》中“心术”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心控制感
官的方法，心不干涉感官的正常活动。“心术者，无为而制窍者也。”（《心术上》）另一方面又比喻君主控制
臣下的方法，不干涉臣下根据职责所做的具体事务。“心不为九窍，九窍治；君不为五官，五官治。”（《心术
上》）这样，
静因之道的方法论被运用于政治，成为君主的“南面之术”。
君主为什么能够践行“静因之道”？在《管子》看来，主体自身之所以能保持宁静状态，因循于物，在
于形名之存在。《管子》说：“以其形，因为之名，此因之术也。名者，圣人之所以纪物也。”（《心术上》）又说：
“凡物载名而来，圣人因而财之，而天下治。
”（《心术下》）凡“物”皆有名称，圣人就是据“名”督“实”。《白心》
说：“是以圣人之治也，静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因此，所谓“静因之道”体现在名实关系上，就是
名称要符合事物，
不能扩大或缩小其外延和内涵。
《
管子》
说：“修名而督实，按实而定名。名实相生，反相为情。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名生于实，实生
于德，德生于理，理生于智，智生于当。”（《九守》）名与实相互依存，又相互发明、说明。“名生于实”，也就
是按实而定名，有事物之实，才会有事物之名。事物之实源自事物自身的规定性，也就是“德”，而“德”又
出于事物之分际，是一事物区别于他物的特征，即事物之“理”。这种“理”又来源于人对事物的认识，即
“智”，“智”又出于主客之合，“知有所合谓之智”（《荀子·正名》），也即“当”，“当”乃主客之合、名实之合。
《心术上》说：“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当谓圣人。”这样，所谓圣人执道以治天下，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
操名指实，以名为标准判定具体事务，“有名则治，
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
”（《枢言》）
如此，名与法联系在一起。《白心》：
“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
名体现于社会关系，就是人之名分，与
礼相联系。《汉书·艺文志》
云：“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
礼亦异数。孔子曰：‘
必也正名乎！
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 者为之，则苟钩（ ）[ ]析乱而已。”这是从礼的角
度论名家的产生。《幼官》篇说：“定府官，明名分，
而审责于群臣有司，则下不乘上，贱不乘贵。法立数得，
而无比周之民，则上尊而下卑，远近不乖。”名以定名分，名分乱是法之失当，严格执法，才能确保贵贱有
等、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刑法之执行，又应以“名”为依据。《正》篇说：“制断五刑，各当其名。罪人不怨，
善人不惊。”所以，《管子》的形名理论，既讲人伦关系之正名，也讲君主控制臣下之方法。从君主统治手
段的角度讲，形而上意义的“道”最终落实到事物的形名问题上，成为“礼”、“法”之依据，“礼”、“法”则使
“道”获得了具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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