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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本文综合分析了2017年在韩国发表的有关《中国：明清代儒学》学术
论文的研究成果。论文索引对象是以韩国研究财团正式收录的论文和
个别大学的博士论文为标准。

韩国研究财团收录的论文是指从2017年1月至2017年12月这一年
期间发表的论文。为了完成此报告、此论文集是按照研究财团的分类
方法整理的。具体来讲、哲学专门登刊杂志(含候补杂志)25篇、儒教
学4篇、其他人文学1篇、汉语和文学1篇。

根据以上对学术杂志和学位论文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有关
《中国：明清朝儒学》研究的论文总共26篇。为了能够一目了然地了
解论文的整体情况、下面按照人物的不同汇总如下。

2. 按照人物分类

1) 有关王阳明的论文(21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李相勳 王阳明成己成物工夫的涵义 东西哲学研究 韩国东西哲学会

2 韩定吉 王守仁的经世思想——以“治道”的新发现和
理论化为中心 阳明学 韩国阳明学会

3 宣炳三 如何理解王阳明的致良知学习论——与朱子
的性本体论作对比 东洋哲学 韩国东洋哲学会

4 朴成浩 对王阳明“无”和“善恶”概念的考察——以
《传习录》为中心 阳明学 韩国阳明学会

5 李相勳 阳明学的无善无恶义——以意义、发展和批
判为中心 阳明学 韩国阳明学会

6 朴炳振 阳明哲学的生态伦理的含义 孔子学 韩国孔子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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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7 朴平善 王阳明的圣学论和其现代的意味 儒教思想文化
研究

韩国儒教学会/ 
成均馆大学儒教
文化研究所

8 宣炳三 阳明学的道统论研究 退溪学研究 岭南退溪学研究
院

9 崔载牧 对东亚阳明学研究新局面的摸索 儒学研究 忠南大学儒学研
究所

10 许江辉 王龙溪对“良知信仰”解释——以 卡尔··雅斯
贝尔斯的哲学信仰为媒介 阳明学 韩国阳明学会

11 李宇镇 泰州学派王艮的亲近平民教育思想——以讲
学活动和平民弟子为中心 阳明学 韩国阳明学会

12 李相勳 王门对阳明学的理解——以南中、楚中、北
方和元民王门为中心 儒学研究 忠南大学儒学研

究所

13 金慧璟 李卓吾的礼艺思想 中国学报 韩国中国学会

14 申贤胜 对作为感性哲学的阳明学进行的考察——以
李卓吾的思想为中心 儒学研究 忠南大学儒学研

究所

15 金旻载 对王守仁工夫的道德教育性解释 哲学论丛 新韩哲学会

16 李胜哲 有关阳明的人类本性和本性社会实现的教育
理解——以与卢梭的对比为中心 阳明学 韩国阳明学会

17 杨善振
超越至性中心的思考、探索哲学商谈的可能
性——以王阳明和伯格森思想的相似性为中
心

东西哲学研究 韩国东西哲学会

18 杨善振 王阳明和伯格森的哲学商谈和人性教育 范韩哲学 范韩哲学会

19 郑甲任 王阳明哲学中身体的意义 阳明学 韩国阳明学会

20 杨善振 从空间思考到时间思考的转换——以王阳明
和伯格森的思想为中心 东洋哲学 韩国东洋哲学会

21 权英华 胡塞尔现象学和阳明哲学的心的指向性 东洋哲学研究 东洋哲学研究会

总共26篇论文中、有21篇是有关阳明学(王阳明、阳明后学、阳
明学与西方哲学或西方思想的比较)的论文、占总数80%以上。2016
年总共有13篇论文、就有12篇是有关阳明学的论文、占比90%左右。
虽然2017年的占比不如2016高、但可以看出篇数大幅度增加的趋势、
即由12篇增加到21篇。从篇数来看、2015年9篇、2016年12篇、2017
年21篇、由此可见有关阳明学的研究正在稳步增长。综上所述、在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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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界、有关明清朝中国儒学的研究仍然是以阳明学的相关研究为中
心的。

下面将按照内容进行分类介绍。第一、1-7篇是分析阳明学哲学思
想的文章。第二、8-9篇是从纵向(道统论)或横向(东亚)来对阳明学进
行探讨的文章。第三、10到14篇是有关阳明后学的研究。第四、14到
18篇是从教育学(商谈学)层面来探究阳明学的文章。第五、19-21篇是
将阳明学和西方哲学、西方思想进行比较的研究。可以说、随着篇幅
的增加、研究的范围也日益宽广。

第一、李相勳在论文《王陽明成己成物工夫的涵义》中概括了王
阳明哲学思想的全貌。正如题目所展示的那样、成己成物理便是内
圣外王。本文详细论述了心即理、即知即行的知行本体、静以见体的
默坐澄心、事上磨炼、尊天理去人欲和致良知的含义和内容、正心诚
意、格物致知、万物一体、大同社会等内容。这体现了长期研究阳明
学(阳明后学)专家们的见解。但是本文也存在着是一丝不足：因为要
把众多的内容压缩成论文的形式、所以语言表达上亲切感不足、并且
和以往的论文相比差异性也不够凸显。

韩定吉在论文《王守仁的经世思想——以“治道”的新发现和理论
化为中心》中、试图打破对于阳明学思想的固有观念。众所周知、宋
明理学是以宋代朱子学和明代阳明学为中心的。一般来讲、宋明理
学追求圣学、称圣学的内容为内圣外王学。我们为了区分两者、会称
宋代朱子学为理学、明代阳明学为心学。但作为心学的阳明学在内
圣外王学中特别强调内圣学。据说在明朝灭亡之际、阳明左派无视名
教、猖狂放肆。所以人们批判阳明学的内圣学、并指出阳明学无视外
王学。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韩定吉在他的论文中对此予以了反驳。

宣炳三在论文《如何理解王阳明的致良知学习论——与朱子的性
本体论作对比》中、试图寻求对阳明学的核心命题——致良知的理
解。众所周知、阳明学的宗旨便蕴含在“致良知”这三个字里面。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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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在于、一旦有人提出“致良知”到底该如何理解时、人们就会陷入混
乱的境地。这一部分的内容将在论文评论部分予以详细的论述。

朴成浩《对王阳明“无”和“善恶”概念的考察——以<传习录>为中
心》和李相勳《阳明学的无善无恶义——以意义、发展和批判为中
心》都对四句教进行了论述、并试图在文章首句就把心体解释成“无
善无恶”。然而根据作者的观点、如果直接就把心体解释成无善无恶、
这就会和孟子性善说产生冲突、并且无善无恶可逾越鸿线最终成为至
善。事实上、在以往的研究中这样的解释已被充分提及、所以并无太
多新意可言。但是朴成浩把“无”、“善恶”和阳明学连接起来、并以此
为基础进行论述、这种做法是十分新颖的。李相勳的研究介绍了有关
无善无恶的争论、这对不太了解此内容的韩国学界来讲大有裨益。

朴炳振《阳明哲学的生态伦理的含义》和朴平善《王阳明的圣学
论和其现代的意味》的论文、是从现代的视角来研究阳明学的论文。
众所周知、在运用生态伦理学来研究阳明学的学者中、金世正是代
表。朴炳振正是借鉴了金世正在先行研究中的框架。在这里有必要探
讨一下这个问题、即生态伦理学和阳明学之间的结合是否是一种优秀
的组合认知。生态伦理学对文明持一种批判态度、即批判以理性主义
为基础的启蒙人类中心主义。按照这种脉络来看、生态伦理学是注重
西方思想的。但是生态主义者在注重西方思想的同时、也更注重佛教
和老庄、而不仅仅是儒教。事实上、因为阳明学特别强调道德实践、
并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所以人们会觉得生态伦理和
阳明学的结合不太自然。因此只有注重阳明学的理气一元思维和真诚
惻怛的天地生物之心、才能够真正展现两者结合的可能性。

第二、宣炳三《阳明学的道统论研究》和崔载牧《对东亚阳明学
研究新局面的摸索》是从纵向(道统论)和横向(东亚)来对阳明学进行
考察的文章。韩国国内有关道统论的研究、主要以宋代理学道统论
的研究为主、而针对阳明学道统论的研究相对来讲还没有受到太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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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是因为从朱子学和阳明学(在学术上努力维持紧张感和对立感)
那里、很难将道学和道统联想在一起。但是在明朝中后期、随着阳明
学在学术势力和政治势力的日益强化、道统论作为能够确定本派指向
性和本体性的理论、自然也被纳入了体系之内。道统是一种可以结合
道学和法统两者含义的用语。王阳明把心学作为道学的标准、并提出
道统的族谱是按照尧-舜-禹-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濂溪-程
明道-陆象山的顺序一脉相承、发展而来的。值得一提的是、王阳明
认为道统论的特征是：颜子的地位高于曾子、能与周程相媲美的只有
北宋五子当中的周濂溪和程明道。

崔载牧在其论文中首先强调、要是能够对朱子学 “语言文字的立
场=语言·文字文化的人性探讨” 方向和象山学或阳明学 “人声·声音的
立场=声音文化的人性探讨” 方向、进行更为详细的探究、可就再好不
过了。他认为在东亚各国逐步发展的阳明学都是以各自的固有性来作
为评价标准的。所以他主张、像“日本阳明学不是原来的阳明学、而
是被歪曲的阳明学”这样的固有评价、就应该被果断地摈弃。

第三、这五篇论文都是研究阳明后学的论文。许江辉在《王龙溪
对“良知信仰”解释——以卡尔··雅斯贝尔斯的哲学信仰为媒介》的论
文中、便把王龙溪的“信仰良知”和卡尔··雅斯贝尔斯所提出的哲学信
仰连接起来、进行论述。在西方的“知省事”中、哲学和信仰相互对抗。
卡尔··雅斯贝尔斯试图寻求哲学和信仰的和谐；许江辉则以哲学信仰
为媒介、来说明龙溪的“信仰良知”。

李宇镇的论文《泰州学派王艮的亲近平民教育思想——以讲学活
动和平民弟子为中心》、选取了广为人知的研究主题、即泰州学派是
通过讲学活动来使致良知大众化、平民化的。具体来讲、王艮以“百
姓日用之道”为基础、开展亲近平民的教育思想。论文的主张虽然是
大家耳熟能详的、但是作者运用统计资料来证实观点的做法、正是本
文的优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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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相勳在2016年期间、发表了很多有关阳明学的论文。《王门对
阳明学的理解——以南中、楚中、北方和元民王门为中心》便是其中
的杰作。首先、本文的主题很少有人研究。在韩国学界、阳明后学的
研究主要以王龙溪、李柬和李贽这些熟知的人物为主。南中王门、楚
中王门、北方王门和元民王门、基本上无人问津。事实上、这篇论文
是根据《明儒学案》里收录的内容进行论述的、所以有一定的不足。
作者把这些既是不足也是特色的内容、都浓缩在这一篇论文中。但是
不可否认、虽然有这样的不足、这篇论文却把不为韩国人熟知的阳明
后学介绍到韩国学界、这本身来讲就是一件有意义的尝试。并且、此
论文提供了从学术角度讨论理气论构思下的阳明学研究。中国阳明学
的特点是对理气论的构思几乎避而不谈、而是从心性论的角度展开议
论。但是韩国阳明学的研究却与之不同、即是通过理气论的构思来展
开论述。因此、从理气论构思的角度来研究中国阳明学的论文颇为少
见；而此论文研究了阳明后学、正好可以弥补此项空白。实际上、中
国大陆有关阳明后学的研究也是以上述主要人物为中心展开的、而有
关其他人物研究的原典资料却很难寻觅。目前、以中国浙江社会科学
院为中心的阳明后学原典出版计划正在进行中。希望通过此项计划、
能够完善阳明后学诸学派的原典、并能推动理气论层面阳明学的研
究、进而形成阳明学研究新局面。

金慧璟《李卓吾的礼艺思想》和申贤胜《对作为感性哲学的阳明
学进行的考察——以李卓吾的思想为中心》都是有关李卓吾的论文、
但两者呈现出一种互补的关系。申贤胜的论文论述了近现代学者对李
卓吾现代思想意识的关注；金慧璟则有别于以往研究、深入探究李卓
吾思想中的“礼”意识。这与通常评价李卓吾是否定礼教的 “时代另类”
有所不同。此内容将在后续的主要论文评论部分详细论述。

第四、下面的四篇论文是从教育学(商谈学)的层面来对阳明学进行
分析的文章。金旻载是一位年轻的研究者、他从伦理教育角度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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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谷学、并因此取得博士学位。他目前是伦理教学哲学的专家、并在
此领域发表了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对王守仁工夫的道德教育性解
释》正是一篇研究如何在实际教育环境中运用阳明学的论文。具体来
讲、论文阐述了阳明学“工夫”是如何运用在道德教育实践中、并提出
了具体实施的三个阶段——“立地的道德课程”“静坐的道德课程”和“致
良知的道德课程”。整篇论文犹如作者自我的告白、是从诗论的层面
进行论述的、所以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这篇论文在阳明学研究方面
给予了我们很多的启示。众所周知、阳明学是一门十分强调道德实践
的学问。它以道德实践为基础、批判朱子学的世俗化。为此、如果我
们想在21世纪重新呼唤阳明学、势必要以科学验证的方法来确定道德
实践的具体内容。换句话说、就是要在标榜自由民主主义的韩国、摸
索出一种可以使阳明学在实际教育环境下得以应用的具体方案。

李胜哲《有关阳明的人类本性和本性社会实现的教育理解——以
与卢梭的对比为中心》和杨善振《超越至性中心的思考、探索哲学商
谈的可能性——以王阳明和伯格森思想的相似性为中心》《王阳明和
伯格森的哲学商谈和人性教育》这三篇论文都是通过西方哲学(思想)
来探索阳明学教育特色的论文。李胜哲和杨善振都是以西方哲学为基
础来研究阳明学的学者、他们对西方哲学(思想)的理解不仅极其准确
也富有创意。但是他们都显现了对阳明学理解深度的不足。如果李胜
哲和杨善振两位学者能在日后提升对阳明学理解深度的话、相信他们
一定可以取得更加丰硕的研究成果。

第五、下面三篇论文都是通过西方哲学来解释阳明学的论文。郑
甲任《王阳明哲学中身体的意义》论述了不太为人熟知的主题。他试
图通过身体性的、动作中心的表现艺术、来重新定义王阳明哲学作为
身体的中心法则。具体来讲、他是通过托马斯身体核心概念之一的“一
字观点”、安娜·哈普林的治愈观 和达莉娅·哈普林的三个层面意识的
自省来重新解释王阳明哲学身体的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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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善振在《从空间思考到时间思考的转换——以王阳明和伯格森
的思想为中心》中认为、伯格森和王阳明的思想在时间上具有共性。
伯格森作为一名法国哲学家、自称是生哲学家。他批判以科学主义和
理性主义为基石的启蒙主义人性观和世界观。王阳明反对朱子的格
物致知(知性主义)、主张心即理。从杨善振其他的论文中也可以看出、
杨善振理解的朱子和阳明学都呈现出了一种两极的面貌。本论文中、
作者认为朱子学注重空间图式、阳明学则注重时间图式的阐述、便是
很好的佐证。但人们会产生这种分类是否可行的疑问。可以说这种两
极分类的构思、突出了阳明学的特性。但是他却付出了客观性不足的
代价。因此必须做好遭受内伤的准备。

权英华《胡塞尔现象学和阳明哲学的心的指向性》通过胡塞尔的
现象学来阐释阳明学“心即理”的论题。王阳明的“心即理”直面众多批
判发展而来。其中代表的观点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我主义。之所以会
产生这样的评价是因为运用西方哲学认识论图式来理解王阳明的“心
即理”。但事实上王阳明的“心即理”并不是认识论命题。“心即理”可
以理解成三个部分。第一、如果重回“龙场悟道”觉悟本身、“无论是
谁都可以成为圣人”的自我确信和断定。第二、从“心便是理”得出“心”
就是“理”。朱子学的基本言法是性即理、心合理气(心即气)。但是王
阳明却认为“心”即是“理”。这里运用的法则是“虚灵明觉、天理昭明
灵觉”。第三、把道德实践的动机主义强调为心外无理。如上所述、
“心即理”不是认识论的命题。虽然如此、现象学却与主观唯心主义和
唯我主义针锋相对、这成为现象学适度支持阳明学主观主义的重要西
方哲学依据。从这个观点来看、运用现象学来论述阳明学的先行研究
还有不少。权英华的这篇论文便是在这样的框架之下展开议论的、并
特别突出了对阳明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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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宗羲(1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金东贤
刘欣宇

有关批判黄宗羲《易学象数论》的《河
图》、《洛书》的研究 哲学· 思想· 文化 东国大学 东西思

想研究所

论文中理解黄宗羲思想的方法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是《明儒学
案》。《明儒学案》作为明朝思想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著作之一、论
述了黄宗羲继承恩师刘宗周的思想、批判性支持阳明学的内容。他把

《明儒学案》的中心设定为阳明学(《姚江学案》)、并一直对阳明左派
人物持有批评态度。可以说、明代阳明学对后世的功劳不容忽视。二
是《明夷待访录》。它淋漓尽致地展示了黄宗羲的现代性和革命性、
为此黄宗羲被世人成为中国的卢梭。据推测、金东贤的这篇论文是和
学位有关的论文、但是他称黄宗羲为“易学大家”的说法能引起我们的
注意。即黄宗羲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阳明学和近代性上、也体现在易
学上。可以说这篇论文引起了对黄宗羲易学理解不深的韩国学界的注
意。

3) 王夫之(1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李相华 有关王夫之生死观的研究 东洋哲学 韩国东洋哲学会

有关王夫之的研究、每年都至少会有一篇在学术界发表、在明末
清初的大儒中也是被议论最多的内容。李相华的这篇论文探讨了一个
崭新的议题——王夫之的生死观、并以此阐述了他的气哲学。即有关
生死观的本体性大致可以概括成两类。灵魂同一说是指个人的本体性
是由灵魂来决定的。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灵魂死后、个体也是永远存
在的。肉体同一说是指个人的本体性是由肉体来决定的。持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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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认为随着肉体的死去、人也不复存在。随之、王夫之提出了“气”
理论、里面既有聚集状态的气、也有散落状态的气。所以人生在世、
有多少气的清和浊、就有多少宇宙气的清和浊。因此有人评价王夫之
的生死观是克服灵魂本体性的来世中心主义和肉体同一性的虚无主义
的一种尝试。

4) 梁启超(1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黄宗元 有关梁启超格义西方哲学的研究 儒学研究 忠南大学儒学研
究所

有关梁启超的研究是自2015年本报告发布以后首次刊登的论文。
梁启超被称作民国初期真正的文化巨擘。梁启超自从1900年代初叶戊
戌变法失败以后、就被迫逃亡日本。在日本流亡期间、他受到了极大
的刺激、因为他发现日本已经积累了许多西方先进成果。为此、他先
后在《请议报》(1898~1901)、《新民业报》(1902~1907)上、刊登介
绍西方思想的文章。其中便有几篇介绍培根、笛卡尔、霍布斯、亚里
士多德和康德等西方哲学家思想的文章。他以案语的形式强调、上述
列举哲学家的思想同我国儒学、佛教思想相类似。他甚至以中国哲学
的方式批判西方哲学、同时也会以西方哲学的方式指出中国哲学的瑕
疵。

5) 三轮执斋(1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郑之旭 三轮执斋的思想初探——以和阳明学的相
关性为中心 阳明学 韩国阳明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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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研究阳明学的专家们来讲、《标注传习录》是极其重要的文
献学研究资料。研究《传习录》相关版本、可以提供重要的研究资
料。假设这里提供的是有关閭東本的资料。有关三轮执斋的研究也是
自2015年本报告发布以后首次刊登的论文。三轮执斋(1669~1744)是
一位十分有名的日本阳明学研究者。他出生在伊藤仁齐(1627~1705)
的古义学和崎门学派的朱子学并驾齐驱的时代。继中江藤树(1608~ 
1648)和熊泽蕃山(1619~1691)之后、三轮执斋力图复兴处在衰退之路
的阳明学。特别是他的著作《标注传习录》、为阳明学在日本的广泛
普及、提供了重要的契机。然而、三轮执斋一开始并不是阳明学的拥
护者。相反、他是朱子学的强烈信奉者。那么他是出于何种缘由对朱
子学产生了疑问、又是出于何种契机选择了阳明学作为替代方案？这
是他核心思想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朱子学和阳明学之间
又有着怎样的差异？此问题也需要进行确认。这些也都囊括在他的思
想之中。实际上、虽然他的思想大致可以分为转向阳明学之前和转向
阳明学之后这两个阶段、但是只要和日本最大的朱子学派——崎们学
派相比较、便可知晓答案。值得一提的是、关注《大学》中的“格物
说”和“知行说”是十分有必要的。

6) 其他(1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金泰龙 明太祖《道德经》语注的“无为”观念研究 中国学报 韩国中国学会

在论述明朝学术中三教合一的倾向时、必定会提及明太祖三教合一
的统治术。有关明太祖的研究是自2015年本报告发布以后首次刊登的
论文。历代中国都十分关注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据了解、亲自对

《道德经》进行注解的皇帝就有四名之多。其中一位皇帝便是朱元璋。
明太祖不把《道德经》评价为金丹和方术的经典、而是把其评价为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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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根本、君主的老师、臣下和百姓的至宝。他为了从《道德经》中
寻找治国的理论、亲自运用“治国”的观点对《道德经》进行注解。因
为国家的根本就是百姓、所以只有百姓生活安定、国家的根基才能坚
如磐石。因此君主要在百姓意识到问题之前、遵循百姓自然的本性、
做到积极有为。只有通过此方式才能让百姓安定、并达成“无为而治”
的政治目标。明太祖还强调、这种积极的统治行为即使在统治目标达
成之后、也要继续坚持。他认为只有得“道”的君主、才能在实际中做
到“无为”统治。他还主张、“大德”的君主可以遵循百姓自然本性、并
积极实施统治行为、即通过此途径寻求民生安定的方法称为“无为”政
治。

3. 主要论文分析及评价

首先我们先从韩定吉的论文开始分析。韩定吉是《传习录》的翻译者、
也是现在韩国国内延续研究的重要核心人物。他从王阳明的哲学研究
入手、扩宽了韩国阳明学和实学研究的领域。近来、阳明学新的研究
领域备受关注、其中《王守仁的经世思想—以“治道”的新发现和理论
化为中心》就是新领域研究的产物。

其中最受关注的一部分便是对阳明学固有的批判、并且着重批判
了阳明学缺少外王意识。本论文中主要分析韩定吉论述王阳明的经世
思想带来的划时代变革是什么、又是怎样将其理论化、并怎样通过实
践表现出来的等问题。也就是说有阳明学“內圣外王”的理想、并探求
实现这一理想的方法。对于这一点、不仅是作为阳明学的创始人王守
仁(1472-1528)、继承衣钵的阳明学后者也展现出了相同的面貌。他
们想成为圣人的愿望和意志、都内在于对王守仁的朱子学的学习和
反省中。但是对于王守仁来说、成为圣人不是自我完成、也不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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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人事情、而是有着救济世人的社会意义。所以王守仁对于朱子理
学的批判也就是对“为圣”和“为政”方法的批判。他提出的新理论都是
对“为圣”和“为政”新的方法的重新解读。为了理解阳明学的基本宗旨
和整体思想以及发展态势、必须关注“这不只是在学习如何成为圣人、
更是在钻研统治世界的经世治民之道”的方法。阳明学也有致力解决
用心还原问题的趋势。这是因为阳明学受到了偏向于“內圣”而不能

“外王”的批判。目前为止关于阳明学的研究也只是偏重于“內圣”。阳
明学的主要理论也是关于成为圣人的一些理论性基础、以及实践方法
和终极境界、也就是说这些理论是以论述本体、学习、境界等问题为
中心。相反的、阳明学的核心理论具有经世思想的意义、但是关于阳
明学的经世原理和具体的实践方案等研究还很不足。解决现有研究倾
向于“內圣”方面的局限问题、使阳明学具有平衡的立场来研究问题、
这需要从阳明学的经世思想的层面来解读。只有从阳明学的主要理
论和经世思想方面来审视、才能充分了解阳明学的基本要义和整体思
想。

这样的话、韩定吉又是如何来说明自己的远大抱负的呢？本论文
主要的框架不是以韩定吉的观点来论述、而是以余英时的“得君行道”
和“觉民行道”的思想来论述。像余英时的关注点一样、如果考虑到儒
学和现实政治具有紧密相连的关系的话、就会了解到宋代理学和明代
心学被分开的依据、以及了解到宋朝和明朝的政治文化要素。这里的
得君行道是指通过君主来实行政治主张、而觉民行道是指通过让百姓
觉悟来实行政治主张。如果是因为宋代的士大夫和君主一起来实施政
治权利、而称为得君行道的话、那么明代(清代)在专制统治的下、士
大夫也不是绝对君主、而是让民众觉醒来实施政治权利的、也就是主
张实行觉民行道。觉民行道一词来源于余英时著论的可能性很高、事
实上单看内容的话、也应该出自于讲会运动。即便是这样、余英时提
出的觉民行道的构式对于理解阳明学也是有很大的帮助。首先朱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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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指出阳明学的任情纵欲、猖狂放恣、放弃工夫、躐等工夫等弊端、
并且对此提出了有效的辩论。再者也充分阐明了阳明学标榜的讲会运
动、圣学简易的意义。

现在来具体分析一下韩定吉的思想。韩定吉从龙场悟道开始论述
的。阳明的龙场悟道不仅仅是成为圣人的方法、对于经世的方法也有
划时代的变革意义。现有的经世之道主要有“得君行道”和“觉民行道”
两大主流。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以后通过“亲民”和“觉民”来提出实施政
治主张的新的经世之道。阳明学主要的理论蕴含着经世思想、叙述了

“心即理”“知行合一”“天地万物一体”“致良知”“事上磨练”等经世思想的
概念。

韩定吉的论文从宏观层面来看、用经世思想来解读阳明学、无论
从内容上还是意义上都被肯定。从微观层面来分析的话、论据和论据
的分析又是怎么样的呢？

现在分析一下作为本论文主要线索—龙场悟道的叙述。龙场悟道
的核心是“吾性自足”。就是说、圣人的意图是以我的本性满足、不需
要走出外部的事物。那么、我的本性是什么、本身就满足了呢？阳明
在龙场中发现的其本性又是什么？阳明在龙场中领悟出他人和我、我
和万物的界限、人生和宇宙的大本看作为“仁心真体”。……这也是在
程颢识仁教授的基础上重新解释“格物致知”的线索。也就是“致知”的

“知”不是朱子理学中所说的对事物的知识、而是仁心的感知能力可以
称之为良知。这种良知是人类出生后自有的明朗的品德、是心灵的本
体。这样的话、成为圣人之路再也没有必要到接触外部事物、因为其
本身就足够了解自己的本性[心之本体·仁心真体·良知·明德]。通过龙
场悟道、阳明认为可以通过寻求圣人的内部基础[本体]和方法[学习]
来提出内心哲学。

龙场悟道的核心就像韩定吉指出的吾性自足。根据韩定吉论文中
的论述、悟性也就是本性、他人和我、我和万物的界限、人生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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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本则是仁心真体、以此来解释良知。也就是说将天地万物一体之
心或者万物之心的良知与为民的经世论联系起来。

韩定吉对龙场悟道的解释是正确的吗？模棱两可的评价是难免的、
龙场悟道的意义也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哲学思想的特点本来就是这
样、所以也就了解了龙场悟道的本意。如果想通过龙场悟道提出的心
即理的主张来理解本意的话、需要更加严谨一些。虽然在前面已做了
叙述、但有必要清楚地了解一下阳明学的心即理主张。心即理主要
可以分成三点：第一点如果把龙场悟道的领悟回归自身的话、主要是
“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圣人”的确信和决断。第二点是心便是理、即心就
是事理的意思。第三点是心外无理、即强调道德实践的动机主义。

把《年谱》和《传习录》的记录综合来看的话、龙场悟道大体上
有以下内容。阳明制作石棺躺在里面、思考死亡之惑、自此之后便对
生死之事看作平常、找到了内心的安定。从此也不再只埋心于自己的
事情、也关注到外界事物。不仅为生病劳累的奴仆做饭、还会解答他
们内心的疑惑。那么如果是圣人的话、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会有什么
不同呢？“如果是孔子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是怎么做的？”、这使我不
禁扪心自问。这也是我遇到这样的情况下需要自省的、也忽然明白了
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像孔子一样做事的话、我也会成为孔子的。借
用《年谱》的表述、“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只是在于个人”。

现在开始分析一下阳明学中最基本的要义——致良知。如果提到
阳明学、大家也许都会认为致良知是它的中心要义。但是具体分析致
良知的话、立刻就会陷入混乱。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严格来
说是因为朱子理学和阳明学自身的内在问题。也就是说、以朱子理学
的视角来理解致良知的方法和以阳明学的视角理解致良知的方法、这
两种方式都是可以被适用的。宣炳三的《如何理解王阳明的致良知方
法论—与朱子的性本体论作对比》就是在论述这一问题。

宣炳三是朝鲜时代最优秀的阳明学者、也是郑齐斗的老师、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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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国18贤的其中一员。他通过对朴世采的致良知的理解撰写论著。朴
世采指出、“致良知单指理解道义的话、也就是为了上根人来设置教
育、如果按致良知的兼论说、正如《大学》讲的致知、也就是为了中
根以下的人来设置教育”。这是什么意思呢？良知是本体、致良知则
是学习。上根人因为自出生就具有优良的气质、王阳明称之为良知本
体、中根以下的一般人因为具有某些缺陷、所以需要致良知的学习。

宣炳三把朴世采的理解方式看作朱子理学构式的话、也是很妥当
的。但是看作是阳明学的学习论的话则不是很合适。因为良知本体关
乎致良知学习。致良知学习按照良知学习、上根人和中根以下都是按
照良知学习、这样上根人和中根以下的人就没有区分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宣炳三的说明。从本体和学习的立场来分析阳明
的致良知说、可以细分为良知本体和致良知学习。根据一般的说法、
本体原来是体段(状态)、学习是恢复原来状态的修养手段。相同地、
良知本体是原来的状态、致良知学习是恢复原来状态的修养手段。所
以如果只讨论良知、不谈论致良知的话、对学习是无益的、算是抛弃
了学习。这样的想法是对致良知普遍见解、这也是最普遍的理解。但
是如果忽视良知主宰致良知学习的话、这样就违背了致良知的本意。
正如上面所述、阳明所说的致良知的本意是良知本体原是一种状态、
致良知学习是良知本体的需求(命令)、也是恢复到原来状态的修养手
段。

这样的话朱子理学和阳明学的差异如下所述。朱子的性本体虽然
是学习的根据、不直接主宰学习、阳明的良知本体是学习的根据、并
且直接主宰学习。所以、用朱子的理论构式来解读阳明学的学习论的
话、阳明学会被认为妨碍了学习而受到批评。只有上根机的少数才能
被认为是学习论。因为朱子学中的本然之性虽然是学习的实践性依据、
但是事实上本然之性一直会受到气质的影响。所以学习的人会深刻认
识到：别人做一件、我需要做百件；别人做十件、我需要做千件、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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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才能恢复到原来的本体。事实上这不是心即理而是心与理一。
这也是朱子学习论中的基本立场。

现在再来探讨一下阳明后学。首先先来介绍一下和李卓吾相关的
两篇论文。其中有金慧璟的《李卓吾的礼艺思想》和申贤胜的《对作
为感性哲学的阳明学进行的考察—以李卓吾的思想为中心》两篇论著。
如果说申贤胜的论著是近现代研究者对李卓吾思想中出现的近代性因
素的展开叙述、那么金慧璟的论著则是不同于现有的研究观点、主要
阐述了李卓吾思想中重视礼义的层面。

申贤胜的论著是对李卓吾现有研究中的观点的进一步阐述。事实
上这篇论著中讨论的阳明学、正如属于左派的李卓吾思想中表达的一
样、程朱理学中的天理是具有道德性和统治性的。所以以这样的角
度来看、现有的程朱理学的真理观和基督上帝的天都是彻底抛弃人
欲、私欲等感情的强制性机制。在程朱理学天理支配的社会中、李卓
吾和阳明学左派中的人一样、重新觉悟到人的欲望和感情、推翻了儒
学史上被打上消极烙印的欲望的残渣。作为欲望的主体的个体或者私
欲的发现都是对感情上的人欲的积极肯定。引起个体觉醒的原动力是
儿时的内心、也就是在自我哲学中宣扬纯粹的童心。从纯粹又不够理
性的童心出发、释放没有过多且适当的欲望、用“存人欲”来代替程朱
理学主张的天理、存有平常的朴实之心。其实这更是对理性的天理作
为感情上的人欲的再发现。所以崇高的儒教真理和道义不是理性的天
理、这可以被认为是开始认识到人类的纯粹感情的存在。结果在明代
末期、统治的动荡和资本主义商业经济萌芽的产生、都被李卓吾目睹
到了人类欲望的释放。根据他的描述、主张作为哲学性答案的纯粹感
情的童心说和欲望是积极的哲学。

另一方面、金慧璟从申贤胜介绍的李卓吾典型的理解方式中脱离
出来、从李卓吾其他的方面来加以介绍。卓吾提出的“各遂千万人之
欲”是大同世界里最高的目标和期待、所以是不可以实现的理想、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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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是看做体制转换的近代性思维角度、也不能很容易被受用的。所以
这样看来、卓吾是对体制转换或者至少对改革的问题没有太多的关
注。……他生活的社会与近现代西欧不同、不是把个性和内心的自由
看作权利的地方。在那个时期、正如卓吾苦思冥想的、保障个人的自
由和西欧民主主义的思考这在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所以忽视时间空
间和历史性的脉络差异、用现在的基准来评价卓吾、或者现有的传统
和不切实际的思考方式来要求或者评判、就像是用现在所处的时代来
看待自由和民主、这是一件很不严谨的事情。李卓吾思想意义是在说
明价值的起源、他没有从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理想世界的描写中寻找、
而是具体探讨能够实现与否、也不是轻描淡写一番。……也就是说、
不是用传统性的格式、而是用其他角度来考察现有的礼义。通过礼义
的概念来了解儒家的本质和特征并且进一步明确。每个人都被孔子提
出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性的目标所引导、从社会层面来说、每
个人憧憬着可以施展自己的能力和个性的“至人之治”的大同世界。最
终可以从最根本的层面来探讨儒学、但是现在在这个已经变质了的社
会里会被认为是异端、是被钉上逆行的烙印。虽然比谁都进步、也不
是从传统中挣脱出来的卓吾也算是提高了当时的思想水准、尽到了自
己的责任。“无论是执政者还是任何人、只有把自身的道德水准提高、
才能打开大同世界的大门”、无疑都是从卓吾的礼法理论中总结到的。
他唤醒人们、什么对维持社会秩序最为紧要、即使是现在也会认为是
不褪色的言论。所以就好像预测到了未来一样、卓吾的礼义思想也尖
锐地指出了现在的社会问题、同时也做出了对不常见情况的解答。

申贤胜想通过感性准则来解读李卓吾、金慧璟想通过礼教来分析
李卓吾。李卓吾蒙受了是名教(礼教)的破坏者的罪名、在牢狱中自己
结束了悲惨的人生、但是近代学者赞赏他是时代的先驱者。申贤胜用
感性来解读近代准则、金慧璟呼吁大家要明确李卓吾所说的虚门名教
是什么的真相、这也唤起了大家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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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阳明后学中、具有争议的人物中的其中一位、
他叫做王龙溪。王龙溪可以被称为阳明左派的宗主。李卓吾追崇王龙
溪、甚至称他为圣人。王龙溪在《明儒学案》中以贤圣良知说和先天
正心之学为中心论述了致良知。贯穿贤圣良知说和先天正心之学的主
题中的其中一个论点便是信仰良知。信仰良知便是相信良知、并且展
示出了良知学的宗教性的特性。许江辉既是神父也是阳明后学的研究
者。他认为、王龙溪的信仰良知确实与他人不同。许江辉在《王龙溪
对“良知信仰”解释——以卡尔·雅斯贝尔斯的哲学信仰为媒介》中提
到过。本论文是以卡尔·雅斯贝尔斯的“哲学信仰”为媒介来分析龙溪
的信仰良知意味着什么。借用卡尔·雅斯贝尔斯的表达来说、“信仰”
虽然是信仰“什么”、但是同时也包括信仰的“主体”的行为。也就是说、
在包括主体和客体的现实中、活着便是广义上的信仰。像这样的现实
中、活着的时候、主体没有沉没于现存在或者意识精神里、而是自身
成为实存性的决断。龙溪多样的言论也阐明了关于良知的信仰也是存
在于这样的现实中、或者说指出活着是现存的。正因为这样、龙溪的
思想的所有命题都可以总结为信仰良知。

这是什么意思呢？许江辉提到“哲学信仰不顺从于现存在或者意
识、精神给出的确实性和明证性之中、遵从着无制约性的命令、具有
自由的决断的特性。并且不能占有的实存牵扯到超越者、所以不能对
象性的来理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实存和超越者的关系是浮动的存
在”。如果提到王龙溪所说的贤圣良知、“良知是我自己内心的意思作
用。但是我的内心顺从这个良知”。正如基督教所说的圣灵一样、具
有类似的运转原理。“我祈祷着。但是这个祈祷是圣灵引导而做的。”
许江辉的论文在探寻王龙溪的信仰良知的本质、也提出了重要的核心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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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价和展望

本论文一共26篇、其中涉及到的有王阳明(阳明学)的研究21篇、占有
较大比重。从着手本论文的2015年开始、(2014年发表论文基准)、关
于王阳明的研究也一直占据多数。比如2017年关于王阳明(阳明学)的
研究一直占据着全部比重的80%以上、这一点也确实感到很特别。这
也展示出了在韩国学界明清代儒学史研究中、备受关注的人物到底
是谁。另一方面、相比2016年、不知道是不是增加的论文篇数的原
因、以前不怎么受关注的研究也重新登场。阳明学论文篇数15年的21
篇、16年的13篇、以及17年增加到了26篇。也正是因为研究论文的增
加、阳明学的研究也迎来了全面扩展。

以明清代为基准选出的26篇论文在开始制作成报告形式的2015年
以来、数量也是非常多的。但是大多都是一直局限于明代阳明学(心
学)的研究。这也说明了现在韩国东洋哲学界探讨的人物一直没能多
样化的事实。同时也反映出了韩国国内研究领域窄小的状况以及研究
者层次不够多的局面。

本论文26篇的篇幅中、正如增加的篇幅、主体也相对多样、虽然
也有该问题意识的论文、但是上乘之作不是很多。如果一定要挑选出
来一篇的话、许江辉的《王龙溪对“良知信仰”解释——以卡尔·雅斯
贝尔斯的哲学信仰为媒介》虽然叙述不够完美、论点展开的过程中也
发现有破绽、但是在对王龙溪的信仰良知的先天正心之学的理解上、
是值得推荐参考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