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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心学不仅在中国思想
文化体系中举足轻重，而且对东
西方文明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其“致良知”“知行合一”“万
物一体”等思想，在时空变迁中
依然保持着与时俱进的生命力。
今年是王阳明诞辰550周年，本

期“社科苑”组织市社科研究基
地——阳明文化创造性转化与
传播基地的专家学者，梳理阳
明文化的海外传播史，总结剖
析其在英国、日本和朝鲜半岛
等地的传播历程及特点，以期
以文化多样性的视野，探索阳
明文化在文明互鉴中的时代意
义和当代价值。

蔡亮

阳明文化在英国的传播融汇于
英国汉学发展的过程中，大致经历了
18世纪欧洲汉学著作的英译传播、19
世纪的持续推广和 20世纪至今的系
统研究。阳明文化在英国的传播离不
开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的地位，这
一先天优势也助推英国成为阳明文
化在西方传播的策源地和摆渡者。

一、18世纪：欧洲汉学
著作的英译传播

18 世纪末以前，英国缺乏输
入中国思想和文化的直接渠道，有
限的认知来源于欧洲汉学著作的英
译本，这其中也包括对王阳明的认
识。1741 年，法国著名神父、汉
学家杜赫德编撰的 《中华帝国全
志》 英译本在伦敦出版发行，该书
收录有关王阳明译文 10 段，涉及
原著为 1536 年版 《王阳明全集》，
即嘉靖十五年闻人诠刻 《阳明先生
文录》，选译者为法国传教士赫苍
壁。《中华帝国全志》 英译本是目
前可考西方最早收录和研究阳明思

想的英文文献，也是阳明文化西传
的标志性事件。

1793 年，英国政府派遣马嘎
尔尼使团访华后，中英两国的交往
日益频繁。自此，大量英国传教士
进入中国，他们以传教为目的对中
国思想典籍进行编写和译介，直接
推动英国汉学在 19 世纪的迅速崛
起，这为阳明文化在英国的传播奠
定了历史基础。

二、19世纪：英语世界的
持久推广

19 世纪，英国传教士、外交
使者和汉学家扮演起阳明文化西传
推动者的角色。1807 年，马礼逊
成为到达中国的第一位英国新教传
教士，1818 年，马礼逊在其主编
的 《印支搜闻》 中翻译了王阳明的

《谏迎佛疏》 一文，其目的在于掌
握儒家对待佛教的态度，以最终实
现其“以耶代儒”的构想。1851
年，作为英国外交官的密迪乐警觉
地关注着当时的太平天国起义，他
在写回英国的信中谈到 1529 年前
后王阳明在广西的平叛和他卓越的
军事才能，信件收录在他的著作

《中国人及其叛乱》。1867 年，英
国汉学家伟烈亚力从文献学的角
度向世界推荐王阳明的文集，他
在 《中国文献纪略》 中写道：“王
守仁，16 世纪中国学者，一生著作
颇丰，然而时过境迁，原著刻板遗
失较多，后有大量改本、别本问世。
17 世纪后期，有其五世孙后裔王贻
乐将先祖文章以《王阳明集》编撰出
版，共十六卷。”伟烈亚力对王阳明
思想作品的熟悉程度可见一斑。

1879 年，托马斯·沃特斯在
《孔庙从祀者介绍》 中介绍王阳明
的成长经历和学说思想，王阳明在
儒家学派中的地位得到西方的认
可。1886 年，道格思爵士在《大英博
物馆所藏汉籍目录》中收录 1699 年

《名家制义·王守仁稿》，选自俞长城
康熙三十八年《可仪堂一百二十名
家制义》刻本，同时收入馆藏的还有
1685 年 16 卷本《王阳明先生全集》。

1898 年，道格思爵士还在《大英博
物馆所藏日文目录》中收录了 1880
年出版的两位日本学者编辑的王阳
明诗歌集和文集各一部。

1898 年，剑桥大学第二任汉
学教授、汉学家翟理斯在《古今姓氏
族谱》中简要介绍了王阳明的生平、
平叛宁王等事功和历史地位。翟理
斯 1873 年曾在宁波任职，并翻译了
源于当地的《三字经》。1898 年，翟
理斯所著《剑桥大学图书馆藏威妥
玛所收汉文满文图书补充目录》被
认为是西方汉学研究中国的重要工
具书，翟理斯的目录是根据“中国古
典分类法”对威妥玛藏书进行系统
编目，书中“历史、传记和形象”条目
中收录了《王阳明全集》。王阳明的
作品被持续收入英国国家博物馆和
大学图书馆馆藏图书，凸显了英国
社会对阳明思想的关注，推动了阳
明文化在英国的持久传播。

三、20世纪至今：多元
领域的探索传播

进入 20 世纪，英国主办的东
方学研究机构成为阳明文化在西方
传播的重要推手。1908 年，英国
人沃尔特·德宁在 《日本亚洲学会
丛 刊》 撰 写 《日 本 阳 明 学 的 传
承》，该文对井上哲次郎的阳明学
观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1913
年，英国东方学者朗巴特通过对中
江藤树等日本教育家的研究，发现
阳明文化对明治维新前日本社会的
深刻影响。同时，英国皇家亚洲文
会北中国支会也成为王阳明研究的
重要阵地，伟烈亚力、翟理斯、理
雅各等人都是该文会的荣誉成员。

1912 年，亚洲文会邀请任教
金陵大学的美国学者恒吉在上海发
表了关于王阳明的主题演讲，这是
英语世界对阳明思想研究的首场现
代学术交流；作为惯例，恒吉的演
讲文本发表于 1913 年的 《皇家亚
洲 协 会 北 中 国 分 会 会 报》。 1914
年，该文又发表在美国的 《一元论
者》，题目为 《王阳明：中国之唯
心学者》。此后，恒吉当选文会会

员，并受委托翻译 《王阳明的哲学
思想》。1916 年，恒吉的译著先后
在美国和英国出版。1918 年，文
会会报隆重介绍译著，并称：“伟
人和伟大的思想家是人类的共同财
富”。西方世界突破了对王阳明的
碎片化和片面化的认知，阳明思想
的人类性和世界性意义得到巨大认
可。值得一提的是，恒吉对王阳明哲
学术语的翻译受到苏格兰传教士、
汉学家理雅各的影响，他依循理雅
各在《孟子》翻译中的译法将“良知”
译为“intuitive knowledge”。

20 世纪中叶后，阳明思想引
起英国科学史领域的巨大关注。剑
桥大学汉学家李约瑟主编的七卷本

《中国科学技术史》 从 1954 年开始
陆续出版，李约瑟在作品中多次论
及王阳明，他认为王阳明非常重视
与生俱来的直觉，即良知；他发现
王阳明的道德直觉论比欧洲唯心主
义者贝克莱的学说早了 200 多年。
李约瑟还将王阳明与实践唯心主义
哲学家康德相提并论，他指出王阳
明的道德哲学比康德提出的“定然
律令”更早。李约瑟很推崇 《咏良
知四首示诸生》 中的一首诗：“个
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
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
疑。”然而，当放置在科技思想史
的维度上，王阳明则被李约瑟视为
反科学的唯心主义者。在李约瑟看
来，针对社会关系的“道德学”，
只强调对自我主体生存的关心，而
忽视了个体与客观世界的关联。

李约瑟对王阳明的质疑与其著
名的“李约瑟之问”一脉相承，其历
史指向是：为何近代科学没有产生
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其
未来指向是：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
是否足以支撑中国的未来发展？李
约瑟选择性地关注了阳明思想对
道德修养的强调，而忽略了阳明文
化中知行合一的论述，殊不知，阳
明思想所代表的行动儒学尤其强
调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的统一。21
世纪阳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
新性发展给了善意的李约瑟一个铿
锵的解题思路：在王阳明先生诞辰
550 周年之际讨论其时代价值，我
们尤其要发挥阳明文化的实学本
质、充分观照现实世界，避免空谈心
性。
（作者为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教授）

阳明文化在英国的传播

夏佳来

16 世纪初，阳明心学东传日
本后，经过该国的文化改造，逐渐
形成重要的社会思潮，进而对政
治、经济、宗教、思想、文化、教
育甚至军事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上述研究举不胜举。那么，文
学如何参与阳明文化传播，阳明文
化如何影响文学创作，对这一领
域，同样值得关注。

一、文学推动：江户受容
与幕末维新

江户时期，幕府上层人士对心
学的研习渐成风尚。一些学者将心
学融于歌诗，或抒情言志，或激荡
心灵。文政五年 （1822 年），佐藤
一斋获王阳明手书，作 《王文成公
真迹跋》，翌年完成 《言志录》。书
中有云“此心灵昭不昧，众理具，
万事出，果何从而得知”。《传习
录》 中“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
出”之句对其影响可见一斑。官拜
幕府老中的山田方谷，一生服膺阳
明，立志成就一番伟业，曾作诗云

“毕生事业自真儒，善恶何需争有
无。四句一传成妙诀，枉教后学费功
夫”。他受“四句教”启迪超越有无看
待善恶，可见深得王学真髓。

江户末期的阳明学已经成为日
本藩校的主要学问形态之一，并完
成大众化的过程，成为市民社会的
学问。大盐中斋等人意识到，心学
肯定了自我本体的能动性、主动

性，符合下层武士和市民阶层要求
变革的内心需求。他通过文学作品
传递哲学思想，作 《洗心洞箚记》
以“太虚说”和“致良知”为思想
根基，鼓吹通过行动改变社会。此
外，领导维新走向成功的西乡南
洲，在阳明的文学作品中体悟到战
斗精神，留下“生死何疑天赋与，
愿留魂魄护皇城”“几历心酸志始
坚，丈夫玉碎愧瓦全”等诗文。学
界有“阳明思想是维新变革推动力
之说”，幕末维新志士中倾心阳明
者的文学作品可为佐证。

二、文学折射：近代发端
与社会转型

维新改革成功后，明治政府推
行全盘欧化的革新政策，阳明学不
可避免地经历了一段低潮。“欧化
风潮”笼罩下的日本社会，新旧矛
盾和东西矛盾不断激化，明治二十
年后，日本国民精神开始高扬，阳
明学振作国民、维护国体的价值被
重新挖掘，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充
分折射出这种“心理共振”。

首先，文学家从阳明学汲取哲
学养分，鼓舞身处时代漩涡中的青
年树立修齐治平的人格理想。明治
文学巨匠幸田露伴视阳明学为精神
依托，撰有《努力论》《修省论》，竭力
为虚无困顿的国民寻找拯救之道。
他在《关于立志的阳明教训》中慨叹

“而先生之言如甘露膏雨，我心田意
境被其惠而觉有土润苗荫之景象”。
他多次援引《传习录》中与立志有关

的原文，解读“念天理、即立志”，“立
志”即为“行”。另外一位文学家谷崎
润一郎，他是日本近代唯美主义文
学思潮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
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他对当时青年人的道德沦丧痛心疾
首 ， 在 《无 题 录》 中 疾 呼 ：“ 呜
呼，现时之青年，实令人哀哉”。
他寄望通过阳明学的研习改造青
年，养成国民的“普遍心德”，“予
深切期望，尔等研究阳明唯心哲学
后，方可判断道德。”

其次，社会转型期的文学家尝
试以西方哲学融合阳明思想，通过
文学介质传播“自我意识”，代表
作家有“日本近代文学双璧”夏目
漱石和森鸥外。1881 年，夏目漱
石进入阳明学者三岛中洲创立的汉
学私塾二松学舍，阳明心学深刻影
响了他的文学创作。1889 年，漱
石在 《居移气说》 中引用“阳明有
言‘去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
难’”，强调要坚守自我，不能为
境遇所支配。1906 年，他基于阳
明性善论“是非之心即良知”的思
想创作中篇小说 《哥儿》，讽刺了
当时教育制度的黑暗，被认为是

“在近代小说中复活了劝善惩恶的
主题”。森鸥外接触阳明学的时间
比漱石要晚，他在赴德留学期间邂
逅哲学家井上哲次郎，曾就阳明学
展开讨论。1890 年发表小说 《舞
姬》，小说主题“心之诚”即取自

《传习录》 中“诚是心之本体”。此
外，明治浪漫主义文学奠基人北村
透谷在 《心池莲》 中提到“道为

虚，心外不见道，心外不作行”。
透谷从阳明心性论中获得启发，并
结合西方人性观融入文艺创作，以
彰显“自我意识”的思想，深刻地
影响了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

三、文学观照：共生共存
与万物一体

战后日本经历过上世纪 60 年
代开始的经济高速发展期、90 年
代泡沫经济期，不少文学作品尝试
摆脱批判现实的包袱，开始在精神
层面观照个体的生存困境和内心焦
虑。阳明学成为文学寻找人文关怀
的支撑点，代表作家如守屋洋，他
用现代思维和语言诠释阳明学，创
作畅销书 《新释传习录》《漫画阳
明学之生存精粹》 等。

跨入 21 世纪，日本也同世界
其他国家一样，直面全球化带来的
利弊，重新寻找精神支柱的任务迫
在眉睫。与阳明学相关的文学或者
类文学作品观照时代发展，重视阳
明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复归，代表人
物有当代儒者冈田武彦先生。冈田
于 2002 年创作完成哲学传记 《王
阳明大传》，他以朴实的语言讲述
哲学家的一生，并前瞻性地将自己
对阳明学时代意义的理解融汇于传
记里，一位一生践行“知行合一”

“心物合一”“万物一体之仁”的智
者形象跃然纸上。这是一部用心和
脚步写就的人物传记。创作传记的
同时，冈田阐发阳明思想，提出

“共生共存”的道德意识论和万物
一体的自然生态观，这一理念突破
了时代语境下对良知主体的单一关
注，拓展到人性与生存、自然与生
态等命题。
（作者为浙大宁波理工学院讲师）

阳明文化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徐志敏

特殊的历史文化渊源决定了朝
鲜半岛会在第一时间感知到中华大
地的任何“风吹草动”，席卷社会
的思潮更不例外。早在王阳明在世
之时，频繁造访明帝国的朝鲜使臣
便将 《传习录》 等书携带回国，他
们成为阳明学说最早的接触者。自
此，阳明文化传入朝鲜半岛。由于
特殊的历史际遇，阳明文化在朝鲜
半岛的传播有其独特的一面，路径
上的家学传承、策略上的会通传习
和成效上的与时俱进，值得关注。

一、传播路径：家学传承

朝鲜李朝一代 （1393 年-1910
年） 绵延 500 多年，程朱理学一直
是官方认可的“正学”，其地位无
可撼动。学者们普遍醉心朱学，抵
牾王学，整个社会存在着“阳朱阴
王”的现象。即便在 1584 年王阳
明获得入祀孔庙的礼遇之后，阳明
学在朝鲜的地位也未得到改观。阳
明学只是流传于少数学者间的隐
学，手抄口授是通行的学习方法，
家学传承反倒成为学说在朝鲜得以

“续命”的路径。
自 16 世纪起，由于受到主流

学派的持续排挤，南彦经、李瑶、
许筠、张维、崔鸣吉、郑齐斗等不
同时期的阳明学研习者都经历过处
境艰难的时刻。崔鸣吉就是因为担
心频繁的政治倾轧会影响自己对后
学的培养，于是他毅然辞官归乡，
全身心投入阳明学的研习传承。崔
鸣 吉 坚 信 ：“ 君 子 之 所 信 者 ， 心
也，求诸于心而无愧，则毁誉之
来，特其外物耳”，他亲授儿子崔
后亮与孙子崔锡鼎，崔锡鼎著 《九
数略》 成为朝鲜重要的数学家。崔
锡鼎与郑齐斗学术互动密切，这也
为 17 世纪江华阳明学派 （霞谷学
派） 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17 世纪至 18 世纪，江华阳明
学派泰斗郑齐斗放弃仕途，选择在
子孙与亲族中传播学说。他的亲传
弟子中有儿子郑厚一和女婿李匡
明。与李氏的联姻让家学传承的圈
子进一步扩大，即便如此，郑齐斗
也是倍加小心，所撰文稿皆秘藏于
家，不敢轻易示人，生怕因为只言
片语的外泄给家人带来麻烦，他曾
手书：“阳明说，当删去”的字条
留给家人，字里行间尽显无奈。

18 世纪至 19 世纪，出身王室
宗亲的李氏一族也以家学传承的形
式见证了阳明学在朝鲜的绵延不
绝。李氏中多有跟从郑齐斗学习阳
明学者，之后，李匡师将家学传授
给儿子李令翊，李令翊娶郑齐斗孙
女为妻，家族式研习阳明学的社会
网络得以强化。19 世纪时，李朝
宗室笃信王学者甚众，一支族人为
躲避外界纷扰，甚至移居离汉城不
远的光华岛，世代传述王学。后有
郑齐斗子孙加入，他们“谨守祖
说”。19 世纪晚期，李氏秉承阳明
家学，较知名的有李建昌、李建
芳，前者将忠君爱国的思想依托于
诗歌，后者培养出 20 世纪初江华
学派的代表人物郑寅普，郑寅普正
是学派开山鼻祖郑齐斗的后裔。

二、传播策略：会通传习

朝 鲜 中 宗 时 期 （16 世 纪 前
期），大儒退溪李滉站在朱子学的
立 场 上 ， 先 后 撰 写 《传 习 录 论
辨》《白沙诗教辨》 等文对阳明学
加以系统批判。1592 年，南彦经
与王室宗亲李瑶携手对李滉进行反
击，结果两人双双遭弹劾革职。同
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李朝政权
派使臣向明朝求救，兵部侍郎宋应

昌将朝鲜“视同唇齿”，积极促成
出兵朝鲜。宋应昌是阳明后学，他
尝试着劝说朝鲜学者给予王阳明入
祀孔庙的礼遇，但无功而返，阳明
学在朝鲜举步维艰的局面可见一
斑。于是，改造阳明学以适应生存
成为学说进入朝鲜后迫切要解决的
问题。

16 世纪中期，热心阳明学的
朝鲜学者就着手对学说的会通探
索。卢守慎是早期接受阳明学的学
者，在学术上有会通的精神，认为
朱熹、陆九渊、罗钦顺、王守仁等
人在道心上都是相同的，不同的只
是观点。张维也是阳明学的倡导
者，他尊王而不抵朱，认为“中国
学术多歧，有正学焉，有禅学焉，
有丹学焉，有学程朱者，学陆氏
者，门径不一。”张维从学术自由
的角度为王学争取空间，说：“故
随其所好而所学不同，然往往各有
实得。”同时，张维进一步点出阳
明学在朝鲜实心实学的发展方向：

“时有有志之士，以实心向学。”
17 世纪至 18 世纪，郑齐斗为

首的江华阳明学派在会通中逐渐建
立起朝鲜阳明学的理论体系。首
先，郑齐斗在形式上援用了朱子学
的用语，在内容上阐发阳明学的思
想，用“生理说”贯通“理”（物
理） 与“气”（真理），又将“心
性”和“义理”统一于良知，以此
构 建 自 己 中 道 平 衡 的 学 问 体 系,
这 些 特 点 体 现 在 《存 言》《中 庸
说》《良知体用图》 等文章中。其
次，郑齐斗将阳明思想与徐敬德、
成浑等本土学者的观点进行了整
合，强调以良知的能动性统摄个体
对现实的价值判断，用实心观照朝
鲜民族民生的现实，郑齐斗的这种
会通思想对塑造朝鲜阳明学的走向
影响较大。

19 世纪，朝鲜阳明学的发展
处于东西文化碰撞的激流中，学者
们不再执着于名分，更加注重探求
实学本质。申绰是郑齐斗的外孙，
1809 年朝鲜科举状元，他通过探
究易经、老庄等汉学经典砥砺自己
学问中的实学精神，著有 《诗次
故》、与丁若镛合著 《经学论争》。
李建芳也倡导汲取东西方文明的精
华改造现实。

三、传播效果：与时俱进

20 世纪初，朝鲜阳明学迎来
一次小小的发展高潮。朴殷植在发
扬阳明学实学传统的同时，结合时
代精神在学识中融入民族独立和社
会 进 化 的 思 想 ， 提 出 “ 大 同 世
界”“人类共存之路”等观点，著
有 《儒教求新论》《王阳明实记》
等作品。生活于日帝强占期的郑寅
普，将阳明学视为救国救民的实
学，他流亡上海，投身于爱国启蒙
与独立运动。郑寅普反对“简单因
袭和教条主义的追随”中国阳明
学，鼓吹运用良知觅得“民族的实
心”，“感受作为朝鲜人的痛苦”，
创造实心与感通的韩国阳明学，郑
寅普的文章收录在 《阳明学演论》
一书。

20 世纪至今，朝鲜阳明学又
有所发展，现任韩国阳明学会会长
金世贞教授，出生于阳明学研究世
家，其父金吉洛是韩国最著名的阳
明学学者，著有 《象山学与阳明
学》 等。1996 年，韩国江南大学
金洽荣教授在美出版 《儒教对话：
王阳明与卡尔·巴特》，试图会通
儒耶，促进二者相互借鉴。在当
代，崔在穆、张圣模、李天一、金
世贞、赵智善等一批学者聚焦实
学，与时俱进，持续在教育、生
命、生态自然等领域探索阳明文化
的时代精神和现代意义。
（作者为浙大宁波理工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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