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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本文主要分析2018年度韩国学界关于韩国阳明学研究的论文、 其对象
主要是韩国研究财团登载志（KCI）收录论文和韩国国内的博士学位论
文。 所遴选论文的发表时间是2018年1月至12月。 本论文分析的期刊按
照分类主要如下：哲学类专门登载志（含候补期刊）25本、儒学类1本、人
文学其他学科1本、中文以及文学类1本。 
在以上期刊杂志中、 与韩国阳明学相关的论文总共19篇。 为了让读者对
所分析论文有清晰的认识、 本文将先按照作者分别介绍相关论文的内
容、 然后再对其进行分析和评价。 下文主要按照江华学派、近现代阳明
学以及其他论文三类来逐一分析。 

2. 人物分类

1) ��李滉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贤正 霞谷郑�斗的体用观研究 儒学研究 �南大学儒学研
究�

2 ��� 霞谷郑�斗的《大学》�释与�物�知论 阳明学 韩国阳明学�

3 柳贞� 郑�斗和中江�树的《大学》�释�较 阳明学 韩国阳明学�

4 金��
�鲜�期朱�学和阳明学的知行论辩及
其��：�郑�斗及其�友的知行论辩
为中�

东�哲学研究 东�哲学研究�

5 金�� 试论霞谷学和茶�学的思想关联性：�
��和��为中� 东�哲学研究 东�哲学研究�

6 李南� 霞谷郑�斗的�脉关�—���关�和
墓道文�为中� 阳明学 韩国阳明学�

7 陈晟� 霞谷郑�斗的�女��：�《�儿说》为
中� 阳明学 韩国阳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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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8 千�� �期霞谷学�的实�精神 阳明学 韩国阳明学�

9 金�� �期霞谷学�的真假论和实学 儒学研究 �南大学儒学研
究�

10 金�真 阳明学文�的流传：郑�斗手�阳明学
文�的发��证 阳明学 韩国阳明学�

11 沈庆� 关于江华学�的编� 阳明学 韩国阳明学�

韩国阳明学论文19篇中、 如果把近现代阳明学的朴殷植、郑寅普和
李建芳都包括在内的话、 江华学派的研究成果有16篇、 占整体比重的
80%。 与2017年相比、 篇数和比例都有明显提高。 由此可见韩国阳明学
研究中江华学派的重要性。 另外、 今年阳明学（阳明后学）的研究论文篇
数减少、 霞谷学研究的篇数增加、 这也是一个显著特征。 

朴贤正的《霞谷郑齐斗的体用论研究》主要分析了霞谷的体用观。 朴
贤正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 其博士论文也是研究阳明学的、 近些年发
表的论文也多与此相关。 而郑齐斗作为朝鲜时期代表性的阳明学者、 
所以也是其主要关注的范围。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 其特点在于揭示郑
齐斗阳明学的独特性。 韩国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其与中国阳明学的差
异性、 体用论便是其中之一。 如果将研究的基础置于“良知即天理”以及
“明觉的即体即用”来看、 那么郑齐斗的特点就在于、 其理论具有有体有
用的“体用先后”的特征。 因为即体即用的逻辑容易被误认为是良知的
情识、 容易流向放纵。 所以、 由此来看、 朴贤正的研究与既有研究成果
相比也是大同小异。 

朴贤正的主要观点如下：郑齐斗的思想特征从体用论角度可以分
为两方面看。 第一、 郑齐斗的体用观主要以王守仁的基本思维为框架
展开、 那就是“即体即用、即用即体”。 第二、 霞谷的思想结构在“即体即
用”的基础之上又以本体为中心而展开。 这可以理解为是强调本体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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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优先性以及质方面的不同性、 可以说是以本体为中心的体用论。 
换言之、 霞谷一方面主张“即体即用、即用即体”、 另一方面又主张以本
体为中心的体用观。 本研究主要通过体用论的分析来考察霞谷的思想
特征、 以及与其他阳明学派相比、 郑齐斗体用论所具有的的工夫论的
差异性。 这是本研究的重点及其意义所在。 

朴贤正的用意是阐明霞谷阳明学的特征、 但是这一意图究竟是否
经得起推敲、 我们留作下文讨论。 

姜宝承的《霞谷郑齐斗的大学解释及格物致知论》主要考察了郑齐
斗的《大学》观。 本研究以郑齐斗的《大学说》为中心展开。 郑齐斗的《大
学》观主要是以《古本大学》为主、 他不是以朱子的“即物穷理”为中心、 
而是以“诚意”为中心展开。 《大学》是拥护朱子性理学“至诚主义”的经
典依据、 这一依据也促成了阳明心学的成立。 朱子认为《大学》的核心
是格物致知、 《大学补亡章》中将其解释为“即物穷理”。 阳明以《古本大
学》为依据、 认为其核心在于诚意。 以上是姜宝承论文中讨论的主要关
注点。 

那么、 郑齐斗《大学》观的特征究竟是什么？可以总结为至善和孝悌
慈。 这里所谓的至善就是“知者心之本体、 即至善之发也”、 其具体内容
就是“仁敬孝慈信者、 此心之至善也”。 这同时也是孝悌慈。 特别是、 孝
悌慈是《大学》中“齐家”的条目、 也是“治国”的依据、 所以郑齐斗尤其关
注这一点、 并且赋予了孝悌慈的意义。 因为至善可以将“明明德”（内圣）

与“亲民”（外王）实现统一、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至善。 
柳贞延在《郑齐斗和中江藤树的《大学》解释比较》一文中主要分析

比较了17世纪韩国与日本思想界两位学者郑齐斗和中江滕树对《大学》

解释的异同。 郑齐斗是朝鲜时代阳明学的代表人物、 中江滕树是引领
日本阳明学界的代表人物、 因此两人具有很强的可比性。 

柳贞延的观点是：中江滕树认为“意”是“心之所倚”、 认为其是“恶
念之源”、 这一点与郑齐斗有很大的不同。 他将《大学考》中的“诚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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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绝意”与“母意”两个领域来看。 郑齐斗将“明明德”和“亲民”看作是经、 
而将“止于至善”看做是纬、 并且将他们的关系看作为“经纬说”。 中江滕
树认为、 三纲领中只有“明明德”是重要的、 而“亲民”和“止于至善”不过
是实现“明德”的用。 虽然将日韩这两个学者进行比较研究非常有意义、 
但是这种比较性的解释似乎有些臆测的意味。 

金允景的《朝鲜后期朱子学和阳明学的知行论辩：以郑齐斗及其
亲友的知行论辩为中心》一文是一篇关于知行论的文章。 金允景近些
年发表了大量江华学派的研究论文。 自阳明主张“知行合一”以来、 知行
问题就成为宋明理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但是现实中有太多“知
而不行”的例子、 由此看来、 阳明的“知行合一”似乎有些违背常识。 但
是阳明学一直强调道德实践、 “知行合一”是阳明学的重要精髓。 

金允景的观点是：当时知行论辩的争论点是先知后行与知行并进
的问题。 朴心、崔锡鼎等人都认为道德活动的主题是心、 但是通过穷理
和涵养可以实现客观道理与内心道理的协调。 他们坚持与朱子一样、 
从穷理和涵养相须的层面来坚持知行并进。 郑齐斗关注主体能动性的
道德活动、 并由此关注良知。 他认为、 知行不过是良知体用的合一。 

金允景《试论霞谷学和茶山学的思想关联性：以四端和四德为中
心》一文主要着眼考察了郑齐斗与丁茶山二者四端与四德的相似性。 
朱子学认为“性发为情”、 并据此指出、 因为有四德、 所以四端之心才会
显现出来。 但是阳明学认为、 四端之心就是四德。 如果没有四端、 四德
更是无从谈起。 所以在阳明学这儿、 很自然就将良知看作是天理明觉。 

金允景的观点如下：他们共同的观点是、 将四端与四德的概念问
题以及四端七情的善与不善之问题。 关于四端和四德、 霞谷和茶山都
将“端”视为“始”、 认为四端是本源的始点、 四德是行事之后四端扩充的
结果。 他们都否认了性是固定的且是形而上学的实体这一点。 关于四
端七情的善与不善之问题、 二者的答案是一致的。 四端也可以不善、 七
情也可以善。 不善的原因不是因为气质、 天理和人为引发的原因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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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因此、 解释善与不善的部分就在于对人性的规定而引发的差异。 霞
谷认为、 不善的状态是性和良知的区分点、 四端的扩充是在道德判断
和行为中、 取决于志的作用。 相反、 茶山认为、 善与不善是自主权的选
择、 它取决于是否遵从天理之公还是人欲之私。 

李南旭的《霞谷郑齐斗的人脉关系―以婚姻关系和墓道文字为中
心》主要考察了霞谷的人际网络、 从实证的角度综合考察了阳明学系
谱形成的过程。 陈晟秀的《霞谷郑齐斗的子女教育：以《名儿说》为中
心》主要考察了霞谷的对子女的教育、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当今教
育的反思。 千炳敦《后期霞谷学派的实践精神》主要从历史角度考察了
霞谷学的实心精神。 通过考察李建昌、李建承、李建方以及郑寅普等人
的思想、 重点分析了西势东渐以及日本殖民时期阳明学对社会现实的
反应。 

金允景《后期霞谷学派的真假论和实学》主要讨论了实学派的真假
论问题。 在韩国思想史上、 真假论一般出现在社会转型期、 如丽末鲜初
就曾经出现过这一讨论。 金允景从实心实学的角度出发、 认为后期阳
明学是“一真无假”。 

金允景的观点如下：从普遍意义来说、 阳明学派的思想特征是实
心实学。 这是因为霞谷的嫡传或者再传弟子都重视实心、 而且认为霞
谷哲学的要旨就在于强调实、 是实学。 但是到了中期霞谷学派以后、 开
始强调真假概念。 特别是后期霞谷学派。 他们虽然也重视实、 但是开
始较多地使用真假概念。 而且他们使用的实学的概念也与前期学者有
些许的差异。 换言之、 初期霞谷学派的实学是实践实心的学问、 相当于
圣学。 但是到了后期实学派这儿、 他们继承了霞谷所提出的本心的主
体性、真实性、完全性的真、 以及借用别人的理论或者权威的假、 接受
了“假道义论”以及“实事求是论”、 将实学的概念发扬光大。 李建芳认为、 
真不能脱离人的日常伦理以及日常普遍性的情绪、 他强化了真的社会
意义以及真假论的社会批判性格。 郑寅普将虚的概念转换为实、 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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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上的实学、 认为真正的实学是人们日常行为的道理、 要为民众谋
求福利。 由此来梳理了柳馨远、李翼以及茶山丁若镛的实学系谱。 特别
是郑寅普的实学概念从“专内实己”到“一真无假”、 体现了对霞谷学的
继承和发展。 这并不是单纯为了适应社会现实或者追求实用、 而是说
与追求主体性和感应性的本心的作用相符合、 最终是为了追求精神的
落脚点、 实现与人民大众的感通。 

金秀真《阳明学文本的流传：郑齐斗手抄阳明学文献的发掘考证》

综合分析了2017年发掘的奎章阁所藏郑齐斗抄录的文献。 众所周知、 
《霞谷集》并没有正式出版发行、 今天所流传下来的都是手抄本。 不可
否认、 在这过程中会有很多遗失或者漏掉的资料。 

金秀真发现了郑齐斗所抄录并整理的王阳明的资料、 并且对此进
行了详细分析。 通过这些抄录、 我们可以找到研究阳明学的很多端绪。 
而且这些抄录所流传的过程也与学界的论争有关。 根据金秀真的调查
研究、 现在所掌握的有关郑齐斗的阳明学文献、 手抄本有9种、 主要是
《阳明学庸说》系列和《阳明学录》系列。 其中、 前者系列主要有奎章阁版
本和国中版本、 后者《阳明学录》系列主要有奎章阁版本、国中版本以及
藏书阁版本。 这些文献的共同点是、 网罗了《传习录》的有关内容、 同时
对编纂的顺序进行了重新排列、 对现有的文本进行了主观能动性的整
理。 但是内容的选择、收录的顺序等继承了原有范本的模式。 

沈庆昊《关于江华学案的编纂》一文提议编纂《江华学案》并指出了
江华学派的特点。 江华学派和阳明学派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 江华学
派内部的思维体系并不是对阳明学派的单纯继承。 如同郑寅普的《阳
明学演论》中所指、 江华学派的成员在进行个人活动时、 并不提江华学
派、 他们只是学问上沿着这个传统发展：第一、 对虚假的批判；第二、 
对实心的唤醒；第三、 对感情的重视。 因此、 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摆脱了
传统朱子学以及性理学的教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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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现代阳明学论文(6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金用久 白岩���《王阳明先生实记》的内�
及�征分析 阳明学 韩国阳明学�

2 黄�� 梁�超的儒�观����的�响：�
儒�的近代�和���问题为中� 儒学研究 �南大学儒学

研究�

3 金友� 朱�学和阳明学�及国学的形成：主
体性和实�的�谱学 韩国哲学论� 韩国哲学史研究�

4 ��� 郑��诗文中的�学�识�及实�问
题 东⻄哲学研究 韩国东⻄哲学�

5 韩正吉 兰谷李��的阳明学理�和现实�应
伦理 阳明学 韩国阳明学�

6 金�贞 韩国近代阳明学的研究现状和展望 儒学研究 �南大学儒学
研究�

金用久的《白岩朴殷植《王阳明先生实记》的内容及特征分析》一文主
要分析了朴殷植所著《王阳明先生实记》。 《实记》主要以编年体的形式
记录了王阳明的主要人生轨迹和思想特征、 然后以“按说”的形式加上了
朴殷植自己的想法和思考。 “按说”是考察朴殷植思想的重要史料。 金用
久在现有的30条“按说”的基础上又补充找出2处、 总共有32条“按说”。

黄宗源的《梁启超的儒教观对朴殷植的影响：以儒教的近代化和宗
教化问题为中心》主要考察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对儒教的见解
所具有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对朴殷植在探索儒教近代化和宗教性问
题上起到了何种影响之问题。 

黄宗源的主要观点是：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 梁启超主张推
翻封建的国家体系、 实现向近代社会的转化、 从而重建一个更加强大
的中国。 他综合比较了东西方思想、 并提出了实践性的理论基础。 康有
为是梁启超的老师。 康有为将儒家的仁、民本主义、大同社会之理想、 佛
教的慈悲和重生、春秋公羊学的三世说等与西方基督教的博爱和救世
精神、近代民主政治的自由和平等理念、发展的历史观等结合起来、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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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梁启超几乎全盘继承了老师的思想。 朴殷植在
青年时期是正统的朱子学徒、 倾向于斥邪卫正思想。 后来到了40岁左
右、 逐渐成为开化思想家。 再后来面对日本的侵略、 国势岌岌可危、 从
1905年开始他又称为爱国启蒙运动和儒教革新运动的核心人物。 这个
时期他开始接触梁启超的著作和思想、 这成为他思想和行动转换的重
要契机。 梁启超对于儒教和近代化的认识、 朴殷植是基本赞成的。 但是
对于儒教的宗教化、 二者存在观点的不同。 梁启超主要以近代化的有
用性出发来判断宗教化的价值、 而朴殷植则主张、 作为道德宗教的儒
教的理想在近代也具有普遍价值。 

金友亨的《朱子学和阳明学以及国学的形成：主体性和实心的系谱
学》主要是考察了郑寅普的国学思想中所体现的主体性与实心精神的
历史系谱及其特征。 金友亨的博士学位是关于朱子认识论、 本论文是
在此基础上扩充而来的。 

金友亨的观点如下：主体性和实心在近代东亚思想史上成为话题
是始于中国宋代的新儒学。 程颐是强调主体意识最早的思想家、 朱熹
和王阳明继承了程颐的这种主体思想、 只是在方法论上存在差异而已。 
朝鲜时代的郑齐斗和江华学派充分发扬了新儒学的主体性和实心精
神。 郑寅普虽然在血脉上隶属于江华学派、 但是其在实心的自觉以及
实践方面发挥的更有效果、 在方法论上实现了积极活用。 特别值得瞩
目的是、 主体性的原理使得郑寅普形成了朱子道德论的基本框架。 当
利己的欲望认为自己是对的时候、 要通过自觉的心（实心）来统制它。 也
就是说、 当朱子的人心和道心发生矛盾时、 人心应该听从道心的命令、 
应该服从道心。 郑寅普在这一点上跟朱熹是完全一致的。 这种伦理学
重视行为的动机和义务、 这一点在朱熹和王阳明那儿也并无根本性差
异。 由此来看、 近现代的韩国学并非是儒教传统的断绝、 而是其延续。 
总之、 认为郑寅普的韩国学是儒教传统的断绝这一点并非是主流、 因
此这一评价有待于继续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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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泰旭的《郑寅普诗文中的美学意识以及实心问题》主要考察了郑
寅普的文学观。 郑寅普不仅是一位阳明学者和历史学者、 在文学方面
也具有很深的造诣、 诗文功底非常了得。 

朴泰旭如此来阐述郑寅普的美意识：他的美意识的特征主要有三
点。 第一、 将实心用刚柔来表示。 郑寅普认为、 用实心能实现自主和进
取的现实意识、 并在此基础上可以改造自我和世界、 为此应该倾尽全
力。 这其中体现了奋进的精神和温柔的人间情怀。 第二、 他强调清真美
感。 他认为美丑和清浊的美感来自于心的作用。 在他的诗文中、 有很多
表现美丑和心灵清浊的句子。 第三、 感通的人间美。 郑寅普所强调的实
心能够超越个人和世界的领域、 其终极目标是实现感通、 进而与宇宙
成为一体、 有儒家参赞化育之美。 

韩正吉的《兰谷李建芳的阳明学理解和现实对应伦理》主要考察了
韩国近代阳明学者代表李建芳的阳明学思想、现实对应策略以及其社
会进化论思想。 

韩正吉的观点如下：李建芳的阳明学源自于霞谷学。 但是与霞谷
学不同、 李建芳的阳明学具有经世学的特征。 这一点也如实传授给了
郑寅普。 他认为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 他认为朝鲜亡
国的原因不应该从当时的局势来找、 因此批片开化派和守旧派。 他阐
明了道义的实质、 认为应该启发民众、 用道义的实践来寻求救国之路。 
他试图解决朝鲜社会面临的时代问题。 他批判弱肉强食、 认为强者应
该包容弱者、 试图实现一种和平主义。 李建芳对社会进化论的吸收引
起了当时学术界的新风气。 

金世贞的《韩国近代阳明学的研究现状和展望》主要整理并分析了
截至2016年韩国学界近60年来近代阳明学研究的成果、 并在此基础上
指出了近现代韩国阳明学研究的课题以及未来展望。 

金世贞认为、 韩国近代代表性的阳明学者主要有李建昌（1852� 
1898）、朴殷植（1859�1925）、郑寅普（1892�未详）。 过去60年间对他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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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研究可大致整理如下：综合各种专著、译著、硕博士学位论文、研究
论文来看、 李建昌是7本、2本、 13篇、 1篇、34篇；朴殷植是12本、7本、54
篇、9篇、 165篇；郑寅普是3本、 1本、6篇、3篇、84篇。 就李建昌而言、 1897
年出版了《李建昌全集》和《党议通略》翻译本共7种。 关于朴殷植的研
究在量上最多、 研究领域也比较深。 1975年出版了《朴殷植全书》、 后
来有出版了有注解的《王阳明实记》（2010）和《王阳明先生实记》（2011）。 
后来也出版了《韩国通史》翻译本7种等15种翻译类丛书。 关于郑寅普
的研究相对薄弱。 主要有《薝园国学散稿》（1955）、《薝园郑寅普全集》
（1983）、《阳明学演论》（1972）等。 就学术专著来看、 只有金三雄所著《郑
寅普评传》一本。 韩国近现代阳明学研究今后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第
一、 对这些近现代阳明学者的研究、 在哲学领域要实现活性化；第二、 
要将朴殷植和郑寅普的研究与中国和日本的学者结合起来、 阐明他们
之间是否受到了影响以及区别在哪里；第三、 要实现韩国近现代阳明
学与现代问题的相结合。 

3) 其他论文(2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申香林 卢�申与何�的�望论和��论 阳明学 韩国阳明学�

2 金�载 韩国阳明学研究的�质问题 ��学论� �南��学研究院

申香林的《卢寿申与何均的欲望论和修养论》主要阐明了二者思想
的相似性以及这种相似性都是吸收阳明学的产物这一点。以前学界虽
然有关于何均与阳明学的研究论文、 但是卢寿申与阳明学的研究却不
是很多。

申香林的观点如下：卢寿申认为欲望是人的本性、 并非是受礼教管
束而向道的方面倾斜。 何均主张视域和性欲都是本性、 礼教不能约束
这种正常的欲望。 卢寿申认为、 所有人所具有的良知都包含万物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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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因此是自足的存在、 可以治理天下国家并成为圣人。 而且天下之事
都在良知之内、 无不网罗其中。 何均认为、 上天给人的都是平等的、 没
有什么身份的差异。 因此《中庸》所认为的只有圣人才能实现本性的说
法是不对的。 卢寿申和何均都认为、 未发状态下体验本性是工夫论的
核心。 欲望是人的本性、 任何人都可以体验本性并且来实现良知并成
为圣人、 这也是他们吸收阳明学的成果所在。 由上可见、 申香林的观点
具有偏向性。 他没有充分理解阳明学的本质。 他所认为的卢寿申否定
朱子学即物穷理的观点也是令人怀疑的。

金容载在《韩国阳明学研究的本质问题》一文中整理了学界霞谷学
研究的成果、 同时也指出了其意义和局限。 特别是研究韩国思想的很
多学者经常忽略原典文献、 只关注二手的研究论文或者著作。 如果不
关注原典资料本身的价值、 那么这种研究就如同沙上楼阁、 没有基础、 
容易塌陷。

3. 主要论文分析与评价

树立霞谷郑齐斗研究的独特性、 是韩国阳明学者的宿命和使命。这项任
务与中国阳明学也是异曲同工的。 郑齐斗曾经用“任情纵欲”四个字来
指出阳明学的弊端、 因此这就需要从朱子学的立场上来客观树立霞谷
式的阳明学、 代表性的概念就是物理、生理、真理等。 如果简单区分一下
的话、 物理是朱子学、 生理是阳明学、真理是霞谷学。

生理和真理主要使用了体用一原的理论框架。 朴贤正指出、 郑齐斗
的体用观主要是以王守仁“即体即用”“即用即体”的逻辑框架为基础而
展开的。 郑齐斗在即体即用的基础上、 又以本体为中心、 具有这种倾向。 
可以说是一种以本体为中心的体用论、 主要强调了本体对作用的优先
性和质的区别性。 换言之、 郑齐斗虽然也说即体即用、即用即体、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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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核心是重新以本体为中心。

朴贤正的观点与将此理论正式介绍给学界的金教彬的观点是完全
一致的。 金在“阳明学者郑齐斗的哲学思想”一文中指出、 王阳明的“致
良知”学虽然非常精湛、 但是其弊端在于“任情纵欲”。 这四字确实是阳
明学的病。 与之不同、 霞谷将良知区分为体用的根本原因是、 果断纠正
阳明学“任情纵欲”的这一弊端。

那么、 郑齐斗究竟有没有向金教彬和朴贤正所说的那样用体用论
呢？李相皓在《郑齐斗的阳明学特征》一文中继续延续并扩展了金教彬
的这种观点。 他以理的几种结构（物理、生理、真理）为基础、 进一步分为
真理之心和生理之心、 并认为二者是体用关系。 同时还指出、 真理和生
理的关系类似于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 并且还指出、 本然之心和气质
之心的体用关系与朱子学的“性情体用”是同一个思路。

但是也有人主张、 真相与李相皓所主张的有所不同。 闵以知指出、 
《良知体用图》是为了校正以往对良知的理解、 体用是一原、 只有通过
用、 体才会显现出来。 用体用来阐明良知的原因是为了阐明体用一原、 
而不是区分体用二者的关系。金允景在《关于16�17世纪韩国阳明学成
立过程的工夫论研究》（成均馆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0年）一文中提出
了与金相皓不同的观点。 她认为、 郑齐斗将理分为三个方面来阐述、 其
宗旨不是为了阐明理的真体、 而是在朱子学的性情关系中排斥主体性。 
这一点是郑齐斗体用观念的特点。 另外、 真理和生理在本质上也是不
同的、 真理的概念中并没有排斥气这一存在。

如果用体用论和解释良知、 那就是天理明觉。 天理是本体、 明觉是
体用。 天理相当于朱子学的性、 天理明觉相当于良知。 从直观上来讲、 
性和良知的差异就是明觉是否有。 为了肯定良知、 就需要肯定天理和
明觉的相即性。 那么这样来看、 阳明学就必然主张即体即用。 如果为了
克服阳明学“任情纵欲”的弊端而抛弃即体即用的话、 就不能避免矫枉
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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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分析论文与批判

韩国阳明学论文在2014年是8篇、 2015年12篇、 2016年15篇、 2017年
16篇、 2018年19篇、 每年都呈现递增趋势。 从韩国阳明学研究的立场
来看、 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好现象。

这一年期间在韩国主要学术杂志上刊登的阳明学的论文篇数不能
说是少的、 从中也可以看出阳明学在朝鲜儒学史上所占据的比重。 虽
然2018年总体文章篇数有些增加、 但仍然还有不少问题。

为了更好地提升未来阳明学研究的活力、 我们学界需要继续挖掘
阳明学研究的新人以及阳明学研究的新主题、 从而扩大研究的深度和
广度。 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探究的。 但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文献的制约。 
这需要研究者进行持续的关注和付出不懈的努力。

2018年的论文作者中比较醒目的是金允景。 她不仅写了关于江华
学派的论文、 而且发表的篇数也是最多。 其中、 最有代表性的是“试论
霞谷学和阳明学的思想性关联―以四端和四德为中心”。 这篇论文主
要从四端和四德的方面来考察了郑齐斗和丁若镛思想的关联性、 虽然
只是试论阶段的成果、 但是却起到了连接阳明学和实学的作用、 是一
项非常好的学术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