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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荀子 讲术 ,一是治国之 术 ,二 是处世之术 ,三是治 气养心之 术 ,四是 心术 ; 荀子讲 “君

道” ,其主题就是劝皇帝 修身诚意 ,以礼治天下 ; 荀子劝学 ,讲“为己之 学” ,讲“学 以致用” ,还自觉地
将圣与王、师与君并举 ,想打通学与政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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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具规模的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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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讲了那么多术 ,概括起来 可分为四类。
一是治国之术 ,主要是指导 人君该怎样做 ,才能

像 “虽千万人 我往矣”这样 斗血气之勇的话 ,《荀

上 而王下而霸 ,集中体现在《王制》《王霸》《富国》《君

子 》中没有 了 ,《荀子》中充 满了量 敌而 进的智 慧 ,孔

道》《致仕》等篇中。荀子的中心意思是既要区分力术

门已失 去了单靠主义来包 打天下的那份天真。 孟 子

与义术 ,又不排斥力术 ,更要用义术来 统率力术。 这

自谓余非 好辩 ,余不 得已 ;荀子则 不得不向法家的 堡

与其礼法论、王霸论是一致的。这里面的话题今天看

垒 — — 秦国人力陈“儒效”了。 秦昭 公居然敢冲着 他

来 还有趣 的是那 些具有哲 理性的 ,如 《解 蔽》讲: “上

说: “儒无益于人国”。荀子 则讲了一通儒在“人下”则

幽 下 险”则 “小 人迩而 君子远矣 ”; “上 明下化”则 “君

“ 美政”“美俗” ,在 “人 上”则 “礼 节修乎 朝 ,法 则度 量

子迩而小人远矣”。而如何使君子迩而小人远是人治

乎官 ,忠信爱利形 乎下”的巨 大效能。 荀子还客观 平

政体的一个结构性问题 ,贯穿了君 主制的全程。诸葛

实地 区分了 不同的 儒: 从德行 上有 君子、小人 之分 ,

亮《出 师》二表为 此而感叹澌嘘 ;晚清之际 ,清流斥洋

从能力上有大儒、小儒之别。大儒具有“知统类”这种

务派为小人 ,后党骂康党为小人。君子小人说不清楚

演绎类推的能力 (术 ) ,尤为“国君之宝” (《儒效》 )。

盖因人治乃 秘密政治之故也。 荀子 “上明下化”的主

儒“有益于人国” ,是因为儒有“术”。儒要想发挥

张是讲“公开性”的 ,他说 “周而成 ,泄而败”的事情是

出 更大的“效” ,就必须更自觉地讲 究“术”。 当然 ,要

昏君干的 ,因为“周 则谗言至矣 ,直言返矣 ,小人迩则

讲 道术一 体 ,诚如《庄子· 天下篇》所 说诸家 都各 有

君子远矣。”另 外 ,他还在《致仕》篇中专讲“衡听显幽

其道术。梁启超认为儒家哲学从来是道不离术 ,术不

重明退奸进良之术”。

离 道的。 如“`民德归厚’ 是道 ,用 `慎终追远 ’ 的方 法

二是处 世之术 ,主 要是 教导士 君子 如何与 君主

造成他便是术。`政者正也’ 是道 ,用`子帅以正’ 的方

打 交道 ,如何在 社会中 成功。 可分 为“中道 之术”与

法造 成他便是术。” (《儒家哲学是 什么》 )这当然都 说

“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集中在《儒效》《荣辱》《不

得很 对 ,但孔子基 本上 还是从 容中 道、率性而 行 ,没

苟》《臣道》《大略》等篇中。中心意思是守礼 ,恭而敬、

有走过用术这种脑子。孟子提过“仁术” ,也是悦近来

明而哲 ,与圣 君、中君、暴君 该分别 用怎 样的姿 态与

远、仁者无敌思 路上的话头。 惟荀子大 讲“术” ,若 用

方式 ,总之是教人聪明又正直而已 。什么“隐而显 ,微

电 脑统计 ,《荀子》一书 中的术 字肯定 是个可 观的 数

而 明 ,辞 让而胜” (《儒 效》 )等 以少胜 多的 道理 ,多少

目。 孔学到了荀子这里终于有了初具规模的儒术 。

有点道家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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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是治 气养 心之术 ,就 是思想 修养 的方 法。 在

不知 道他教 李斯的 “帝 王之 术”是些 什么内 容 ,

《修身》《劝学》《致仕》《君子》等篇中有较为集中 的论

当不会有极端主 义、阴谋诡 计的东西 ,因 为他是个特

述。他吸收了老子“虚壹而静”的思路 ,还称“道经曰:

别强调心术必须正的真儒。他曾警告那些逞私欲、不

人心之危 ,道心之微”。那口吻已像后世的道学家了。

讲 道义 的小 人: “故 以 贪鄙 背叛 争 权而 不危 辱 灭亡

大旨 是“仁者之思 也恭 ,圣人 之思也乐。 此治心之 道

者 ,自古及今未尝有之也” (《解蔽》 )。他最自信的“天

也。”这 种修养 术与处 世术不 同 ,主要 是料理 自家 心

下之术”也只是克己尽忠而已。

思的。

君

四 是心术 ,即 广义的 思想 方法、逻辑 能力 ,包 括
“师 术”“谈 说之 术”等 。 散见于 《解 蔽》、《劝学 》、《正
名》、《正论》等篇。 基本上属于学术之术。

道

翻开《荀子》 ,满眼都是人君 该如何如何 ,似乎不
是业余 君主在 写回忆 录 ,就 是君主 培训 班的老 师在

人们 常说的 儒术 主要指 的是 治国 术、处 世术 所

写讲义。 想想也是 ,飞扬的孟夫 子更像君之诤 友 ,而

指涉的内容。荀子相信“儒 术诚行 ,则天下大富 ,使而

谦谨雅正的荀 子才像正格的帝王 师。 他 总强调尊师

动。” (《富国》 )他 讲的 儒术简 言之 就是 礼治的 方法 ,

贵傅 ,也体现着他当帝王师的潜意 识。但他并不以其

又参 酌了法 家的权 威主义 和黄老 权变 精神、屈伸 之

道术去换取 爵禄 ,他最蔑 视“仰禄之 士” ,他宁肯在稷

道。 用中庸 之道将这些东西兼综 到一个合理主义 的

下学宫当自由撰 稿人、当教 书先生 ,以弘 扬他认定的

框架之中 ,这种做法 本身就是儒术 ,也是一种理性 的

“人类的理性”。

态度。他相信历史存在着合理性: “有益于理者立之 ,
无益于理者废之。”“失中”即是“奸道” (《儒效》 )。

荀子并 不像法 家、黄老 派那样 承认 君主的 天然
合理性 ,也不 像他们 那样围 绕着如 何坐 稳君位 的问

不过 ,荀 子的中 道之 术再也 难有 孔夫子 那种 中

题献 计献策 ,也就 是说荀 子不 是个君 主本 位者。 首

庸至 德的牧歌情调了 ,它历史地变成 了一种“兼 术”。

先 ,他 提出了著名的“天人相分”说 ,腰斩 了君权神授

荀子 的中庸 就是兼 综 ,他 本人也 因此 而成为 集大 成

的神话。 其次 ,他提出了著名的“载舟覆舟”说:

的一代宗师。 “贤而能容罢 ( pí ) ,知而能容愚 ,博而能
容浅 ,粹而能容杂。夫是 之谓兼术” (《非相》 )。这与他

君者 ,舟也 ; 庶人者 ,水 也。 水则载舟 ,水则
覆舟。 (《王制》 )

多次 标榜 的 “群 居 和一 之 道” (《荣 辱》 )正 成道 术 一

他曾 在历数暴 君罪行 之后指 出: “臣 或弑 其君 ,下或

体。 运用“兼 术”要有“衡”的 功夫 ,不能 “蔽于一 曲” ,

杀 其 上 ,鬻其 城 ,倍 (背 )其节 ,而 不死 其 事者 ,无它

蔽于一曲是“心术之公患” (《解蔽》 )。

故 ,人主自取也。” (《富国》 )第三 ,他的“富民论”就是

所 谓 的“兼术”就是要 求能够 做到“分 而一”“不

在当时普遍重 民的气氛中也有着 夺目的光辉。 儒家

同而壹”。荀子对壹极有感觉 ,什么“壹德”“壹民”“壹

从 来都是 主张“下富而 上富”的 ,孔子有 著名 的“庶、

天 下”等 等 ,而“不 以夫 (彼 )一害此 一 ,谓之壹 ” (《解

富、教”之论 ,孟子的仁政思想更是极而言之 了。荀子

蔽》 )。 大而言 之 ,他的治国 方略就是分出 科层 ,各 司

的特 色还在 其“精于制 度”: 他从生 产是 财政的 基础

其职 ,除 了君君、臣 臣之 外 ,他 又添 了农农 、士 士、工

讲起 ,生产发展 ,财 政才能充足 ,若出现“田 野荒而仓

工、商 商之 类 (《王 制》 ) ; 又要 “齐 言行 ,一 统类 ” ,“一

禀 实 ,百 姓虚而 府库满”这种 “伐 其本 ,竭其 源”的情

天 下 ,财万 物 ,长 养人 民 ,兼 利天 下。”等等 。 他讲 的

况 ,国将丧 ,君将危。 他有个尖锐的提法:

“兼能”就是兼术的发用: 人君该“均遍而不偏” ,人 臣
该 “忠顺 而不懈”等等 ,做到了“兼能” ,就“动无不当”

王者富 民 ,霸者 富士 ,仅存 之国富 大夫 ,亡
国富筐箧实府库。 (《王制》 )

了。 兼术要 求执两用中 ,他自言“此道也 ,偏立而乱 ,

这几句 话不但 总结了 春秋战 国的兴 亡规 律 ,也 为尔

俱立而治” (《君道》 )。

后三千年兴衰 更替的王朝结了总 帐。 似 乎每家王朝

荀子 是个了 不起 的逻辑 学家 ,他 讲术具 有学 理

都经历了这四个 阶段: 开国 时重民富民 ,前几个皇帝

上的深度 ,充满了逻辑技巧。什么“以类行杂 ,以一行

一般都 雄才大 略重视 精英 ,尔后便 是大 夫贵族 们富

万 ” (《王制》 ) ,就是用一般 (“类”、“一” )去 把握、处 理

足安逸的守成时 期 ,到了最 后就该卖官鬻爵、横征暴

“个别”。 “不同而 壹”之类的 “而”字结构则是中庸 之

敛、竭泽而鱼了。

道的 标准话 语形式 ,比后 人说一 方面 另一方 面要 整
体化、动感一些。 这些还真是天下之公器。

荀子 讲“君道”的主 题就 是劝皇 帝修 身诚意、以
礼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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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为国。曰: 闻修身 ,未尝闻为国也。君者

劝

仪也 ,仪正而景 (影 )正。 … … 君射则臣决。 楚王
好细腰 ,故朝有饿人。故曰: 闻修身 ,未尝闻为国
也。 (《君道》 )

学

有人因 荀子谈 礼说 法而 说他是 硬心 肠思想 家 ,
其实 ,他是个心软、敏感、反 应型的人。 看他说“有争

他给 君人者 布置了 一系列 作业 ,为了 不显得 强加 于

气 者 勿与 辩也” ,“色 从而 后 可与 言道 之 致”之 类的

“学生” ,从正名开始:

话 ,就可 以知道他是个时刻 与外界发生着信息、能量

君者何也? 曰: 能群也。能群者何也? 曰: 善

转换的人。 他分辨有 狗彘之勇者、贾盗之勇者、有小

生 养人者 也 ,善班治 人者 也 ,善显设 人者 也 ,善

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 者 (《荣辱》 ) ,也能 感觉他身

藩饰人者也。

上有着文明人那种“理性的怯懦”。他居然去总结“持

做 到了第一条“人亲之” ,做到了第二 条“人安之 ” ,依

宠处 位 ,终身不厌 之术” ,“擅 宠万乘 之国 ,必无 后患

次 是“人 乐之”、“人荣之” ,“四统者俱 ,而天下归 之”。

之术” (《仲尼》 ) ,也从 一个侧面透露出他对 这个世界

这才叫“能群” (《君道》 )。这与黄老、法家让皇帝自我

的恐惧。也许可以倒 过来说 ,他正因为心软才特别感

神秘化、坐享其成 ,推罪于臣的南 面之术有本质的 区

到了秩序 (礼 )的重要性。

别 ,也是荀子之君道本位在民的必然体现。
荀子从 各种角度论证在君之 外有一个独立的 世
界: 在君 的对面 有民 ,在君人 术之 外有天 道 (不为 桀

在纷乱 诡变的 时代 ,他 几乎关 注了 当时所 有主
要问题 ,并始终保持着合理 主义的思想姿态 ,可以说
皆因他智高而心软也。

存 ,不为尧亡 )。 “得道以 持之 ,则大 安也 ,大荣也 ,积

他的论说风格 也不像孟子那样盛 气凌人。 讨论

美之 源也。 不得道以持之 ,则大危也 ,大累也 。” (《王

任何问 题 ,他 都保持 客观、冷 静的分 析态 度 ,突 出的

霸 》 )但是 ,荀子 照样是 个标 准的人 治主 义者。 什 么

是理性本身而不是主观感情。他是个命名专家 (这也

“有治人 ,无治法” (《君道》 ) ,“治生乎君子 ,乱生乎 小

得力于他的敏 感与精细 ) ,他能用平实 的语言作出简

人” (《王制》 ) ,都教会了后世说评书的人。
黄 老、儒、法 都是 讲人治 的 ,区别在 于儒 讲仁 义
德治 ,靠 思想教育 去规 范人们 的观 念、行为 ; 法讲 刑
罚 ,玩权术 ,搞得人人自危 ,从而让人小心 老实起来 ;
黄老讲少折腾、上无为而下有为。荀 子的方略可以称
之 为“半步兼综 主义”。 他将儒门 的德治深化为君 子
之治 ,同 时融合了 法家 论功行 赏的 办法 ,以显 设人、
藩饰人。他想将君子楔入官僚体制中 ,从而抵制刻薄
残 忍的 法家、变 诈 阴险 的纵 横 家混 入朝 中 成为 “篡
臣”。在列强竞争的时代 ,容易唯才是举 ,但荀子强聒
必 用仁 智 兼备 的君 子 ,他 特意 讲慎 择 宰相 的问 题:
“知 (智 )而不仁不 可 ,仁而不知 不可 ,既知 且仁 ,是 人
主之宝也” (《君道》 )。

明透辟的判断。大的 话题就不说了 ,一些细小的定义
更 有趣些 ,如“是是 非非谓之 知 (智 ) ,非 是是非 谓之
愚。… … 伤 良曰谗 ,害良曰贼 ,… … 保利弃义 ,谓之至
贼 ,… … 少 见 曰陋 ,难 进曰 亻是 ,易忘 曰漏 ,少 而 理曰
治 ,多而乱曰耗” (《修身》 )。荀子本人是个享受着“公
养”待遇的 士 ,他又既是 士人 思想家、也 是教士 人的
老师 ,所以对 士这个 角色 ,他 辨察入 微 ,不妨稍 作展
示: 通士、公士、直 士、悫 士、劲士、仰禄 之士、正 身之
士、仕士、处士、法士… … 不过 ,荀子说得最 多的一个
词儿是“ 士君子”。 士君子是介乎士与圣人中间的一
个宽泛 的集合 ,如何 使士成 为君子 是荀 子极为 倾心
的一 个主题。 因 为君 子是个 聚焦 点 ,是 人文 (礼 ,道
统 )的 秉持者、人治 (法 ,治统 )的 执行者 ,“无君 子则
天地不理 ,礼义无统 ,上无君师 ,下无父子 ,是之谓至

荀 子还专 门写了 《臣 道》 ,也 主要 是给君 人者 看

乱” (《王制》 )。 他讲的“君道”是如 何使用君子 ,他讲

的 , 让他们 学会区 分“大忠” (以 德复君 而化之 ) ,“次

的 “臣 道”是如何 做个君子 ,他 之“劝 学”则是培 养君

忠 ” (以 德调君 而补之 ) ,“下忠 ” (以是谏 非 ) ,“国贼”

子 —— 为 学 之 义 , “始 乎 为 士 , 终 乎 为 圣 人 ” (《劝

(偷容苟容 ,持禄养交 )。 他告诫君人者:

学》 )。 因为社会比过 去发达了、复 杂化了 ,暴力性更

用圣 臣者 王 ,用 功臣 者强 ,用篡 臣者 危 ,用
态臣者亡。 (《臣道》 )

突出了 ,所以培养君子的难 度空前加大了 ,由士成圣
之路成了漫漫征途。

荀 子意犹未尽 ,又专门写了一篇《致仕》 (有的 版

与“人性恶”的 判断相一致 ,荀子认为“人之生固

本作《致 士》 ) , 诚恳地敦请君主以 极大的诚意

小人 ,又 以遇乱世 ,得 乱俗 ,是以 小重小也 ,以乱得乱

招徕贤士君子 ,真够诲人不倦的。

也” (《荣辱》 )。若无师无法 ,不学习诗书礼乐 ,不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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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不国 ,而且人亦将变为非人。他是 个坚定的理性主

当然 ,一 涉及利禄 ,便 避不开 “以 利导义 ”的后遗 症。

义者 ,不相信神秘的天启或非理性的感悟。孟子相信

这不用多说。 要说的 是这种学成君子从 而变成士大

性善 ,所以主“气” ,扩充即可。荀子相信性恶 ,所以主

夫的道路 ,不仅是个士子的 出路问题 ,它 折射出政教

“节 ” ,强调“外铄”: 一是通 过礼法 来限 制 ,一 是通 过

合一这个上层 建筑的总特征。 荀子设计 的礼法治国

学习来“化性”。他认为“性 也者 ,吾所不能为也 ,然而

的政治模式与君 子— — 官人百吏的组织 形式成龙配

可化也” (《儒效》 )。

套 (君 子设计出符合礼义的 良法美政 ,并领导监督官

怎 样“化”呢? 简言之就是由 智生德 ,先 确立“为

人百吏去执行 ) ,从 而上续了春秋之前 的政教合一的

己之 学”的志向 ,能使礼乐诗 书的精义“入乎耳 ,箸 乎

大一统、下启了秦汉的政教合一的 大一统。荀子还曾

心 ,布乎 四体 ,形 乎动 静” ,积 久入 道。 有了 “生乎 由

自觉地将圣与王、师与君并 举齐观 ,想直 接打通学与

是 ,死乎 由是”的德 操 ,“能定”“能应”就 叫“成人 ”了 ,

政的内在联系:

就可以“使乎四方”不辱使命了。荀子这种先讲“为己

圣也者 ,尽伦者 也。王也者 ,尽制者也。两尽

之学” ,敦实 了品行并有了扎实 的学问根柢之后再 来

者 ,足 以为天下极矣。 故学者以 圣王为师 ,案以

“学以致用”的程序是正确而深刻的。许多人因从“为

圣王之制为法。 法 其法 ,以求其 统类 ,以务象效

人之学”下手而变成了仰禄之士。可 叹的是荀子也居

其人 ,向是而务 ,士也。类是而几 (能通权达变 ) ,

然 有 从改 变命 运这 个功 利性 的角 度 来“劝 学”的 时
候:

君子也。 (《解蔽》 )
政与学的关系打通了 ,孔学就变成 儒术了。以道抗势

我 欲贱而贵 ,愚而智 ,贫而富 ,可乎? 曰: 其

的道统也便步入了借势行道的两难之境。

唯学乎。 (《儒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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