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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与美育研究

论蔡元培美学的“万物一体"精神

潘黎勇

摘要：万物一体是宋明理学的核心理念之一，集中反映了儒家的道德精神和政治理 

想。在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蔡元培立足人道主义话语框架，使儒家万物一 

体论的思想义理在美学创构和美育实践中获得继承和转换，而其美学思想所标举的人 

道主义则是对万物一体论政教精神的现代倡扬，这使得蔡元培美学以及以他为代表的 

中国现代美学与古典传统在“一体之仁”的价值平台上得以交流贯通，由此产生的思想 

新义被融铸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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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开创者之一，蔡元培的美学叙事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尤其他对传统资源的化用 

方式及由之转化而来的理论形态构成了中国现代美学的重要话语范式之一。在蔡元培这位末代翰林所 

赖以承受和汲取的传统思想中，宋明理学的知识系统与道德精神对他影响极大，蔡元培体之最深，发挥 

也最多。①其中，理学的“万物一体”论构成他美学创述和美育实践至为重要的思想渊薮与价值源泉，无 

论是对西方美学的阐发、对美学启蒙宗旨的倡扬，还是对美育的社会政治意义的寄寓，皆可从中剥离出 

万物一体的精神内核。万物一体成为蔡元培美学（美育）的重要精神旨趣之一。

一、宋明“万物一体”论的义理内涵

宋明理学的思想实践持续六百余年，围绕宇宙自然、人格生命、社会历史等问题，展开了天理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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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识与德性、本体与工夫的思想激辩，创造了精致而庞大的理论体系，是中国两千多年古典哲学发展 

的最后高峰。尽管人物众多，理论繁复，更有因朱陆之异同、程朱一陆王之抨格而将理学分判理学、心学 

两大阵营。然而，之所以用“理学”之名总冠宋明六百年间的新儒学思潮，乃因后者确然存在一套共享 

的义理系统和价值准则，在纷纭众说之中贯穿着具有决定作用和根本意义的思想共题与精神公法。其 

中，万物一体就被认为是宋明理学家“全体一致的见解”。①海外汉学大家陈荣捷先生说：“万物一体之 

理论，为宋明理学之中心。由二程子经过朱子陆象山以至于王阳明，莫不言之，而阳明之说此观念与仁 

之关系，最为直接。”②除程、朱、陆、王之外，北宋五子之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后学之谢良佐、杨时、胡 

宏，阳明后学之王艮、王畿等，皆有关于万物一体的深刻言说。可以认为，万物一体论贯穿了宋明理学史 

而成为理学的思想枢要之一。在诸多论述中，程颜、王阳明代表了宋、明两代万物一体论的思想高峰，是 

该学说的话语范式和价值精神的奠基者。故下文将以程、王两家为中心，对“万物一体”论的思想机括 

作简要剖决，以昭明蔡元培美学精神渊源之所在。

正如其对于理学的奠基性贡献一样，程顾对万物一体的言说具有典范意义。先看以下一段著名 

论述：

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 

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故“博施济众”，乃圣人之 

功用。仁至难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观 

仁，可以得仁之体。③

在程颖这里，万物一体论与仁的解释直接相关，准确地说，万物一体是对仁的一种哲学定义或被视为仁 

者（圣人）的一种精神境界。不只程颜，“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或“万物一体之仁”实是宋明儒者论 

仁的惯用话头，同样也是阐说万物一体思想的普遍话语形式。此处值得注意的是程颛采用以身取譬的 

阐释策略，以血气贯通的身体来喻示万物一体之仁的主体性态，说明一体境界在存在论意义上的某种切 

身性。而一体之仁的内涵首先来自对“不仁”的反证。医家称手足麻痹为不仁，不仁源于血气不畅，导 

致人的感知机能无法通达于四肢，不能感受其痛痒冷暖，虽手足在我，却“疾痛不以累其心”，由是四肢 

便支离于身体之外而“与己不相干”。反推得知，“仁”自然是四肢百骸因血气周流贯通而达致浑全一体 

的状态。关键在于，仁之一体性并不限于一己之身，而是要将这种一体之感推己及人，将他人视为己身 

之一部分，他人之痛痒便是己身之痛痒，这就从作为身体感知形式的仁转化出了“博施济众”的道德政 

治维度，内圣之体必要施诸外王之用，亦即程额所说“圣人之功用”。然从“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这 

一命题本身来看，一体之仁的内涵不止于将一体之感及其道德关怀由个体己身推及他人社会，而更是把 

自己与宇宙万物紧密深切地关联为浑然之整体，达到“至仁”境界。程顾言道：“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 

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夫人岂有视四肢百体而不爱者哉？”④“至仁”之境就是把宇宙万 

物都感受为自己的身体，并像关爱自己的身体一样去关爱万物，个体则在这种仁爱境界中完全超脱了私 

己小我而成为“天地一身”“万物一体”的宇宙大我。故程颜说：“人只为自私，将自家躯壳上头起意，故 

看得道理小了它底。放这身来，都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⑤

程顾将万物一体视为仁者的精神境界，虽必然包含博施济众的政教实践诉求，但其一体之仁更多是 

一种内在化的心理体验和精神觉解，突出的是儒学修身为己的道德意义。相较程颜，张载的“民胞物

① 钱穆：《阳明学述要》，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② 陈荣捷：《王阳明与禅》，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12页。

③ 程颍、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页。

④ 程顾、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4页。

⑤ 程顾、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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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说则表达了直接而强烈的社会现实关怀和亲亲仁民的政治伦理情感。在《西铭》（又名《订顽》）这 

篇对理学万物一体思想作出开创性贡献的文献中，除开篇寥寥几字张构岀宇宙本体论的形而上的思想 

始基之外，文中通过阐扬老老幼幼、奉孝施仁的理念，以天下一家之义解说万物一体精神，较多地发挥了 

后者的外王内涵。

两宋之后，万物一体思想在明代迎来了另一波高峰，这自然得力于王阳明的标举。王阳明集成通摄 

前贤诸说，经由简易直截的心学理路将之通融点化，为万物一体开出新的思想境界。

按阳明说法，“圣人之求尽其心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心尽而家以齐，国以治，天下以平。故 

圣人之学不出乎尽心”。①即是说，万物一体乃圣人尽心所致境界，②而此境界不唯是内在精神的，更具 

体表诸现实的政治伦理效用中。尽心是通达一体之仁的工夫路径，其义在扩充本心、发挥人先天本有的 

良知良能。在阳明看来，之所以尽心能达万物一体，正因心体本然如此，故尽心实乃复心体之本然。 

《大学问》对此说得最透彻：

阳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 

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 

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苟无私欲之蔽，则虽小人之心，而其一 

体之仁犹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则虽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犹小人矣。故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 

去其私欲之蔽，以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③

依阳明心学义理，良知心体人人同具、圣愚无间，但当处身于经验世界中时，人心往往为私欲所蔽，以致 

人我相分、万物区隔，所以，对于经验个体来说，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必要落实在去私欲、复本心的工夫实 

践中，这也是阳明对《大学》“明明德”的解释。

王阳明发《大学》万物一体之旨，不仅从“明明德”之体上说，更注重发挥“亲民”之用。如其所言： 

“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 

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 

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 

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 

体矣。”④虽然王阳明指出明明德、亲民是体用关系，但无论从逻辑表述还是语义倾向来看，阳明都更注 

重“亲民”之用的意义。明明德必体诸亲民之中，唯有亲民才是明明德意义之所在，才是一体之仁的实 

践途径。正如此，阳明每论万物一体之旨，皆流露出对苍生苦难、黎民痛楚的悲悯之情，进而表达救世济 

民的迫切意愿。如其言：“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 

于吾身者乎？ ”⑤“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 

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⑥“我”能对生民困苦荼毒感同身受，是因天地万物 

与吾身已成精神流畅、气血贯通之整体，而不复有人己之分、物我之间。他人之痛痒便是吾身之痛痒，他 

人之饥溺便是吾身之饥溺，由此产生的自然反应是要去关心、解决他人的痛苦，犹如这种痛痒饥溺发生 

在自己身上而必然做岀的本能性反应一样，这也是浑然与物同体之仁者从一体之感而自然生发且须承

① 王阳明：《重修山阴县学记》，《王阳明全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86-287页。

② 王阳明晚年“致良知”教精熟之际，有类似却更直截圆融的表述：“良知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 

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然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 

（《答聂文蔚一》）

③ 王阳明：《大学问》，《王阳明全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6-1067页。

④ 王阳明：《大学问》，《王阳明全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7页。

⑤ 王阳明：《答聂文蔚一》，《王阳明全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89页。

⑥ 王阳明：《答顾东桥书》，《王阳明全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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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的一体之责。陈来认为，王阳明把“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与“亲民”联系起来，“凸显出儒学诚爱恻 

怛的悲悯情怀和对于社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①这种政治伦理情感与程颜、张载的万物一体精神一脉 

相承，而其救民济世的情感更加强烈，行动意愿也更加迫切。

尽管宋明之际阐发万物一体思想的学者众多，但程颜与王阳明赋予该论题以深博的思想义理与典 

范的精神价值。根据二人的论说，我们可以概括出“万物一体”层层突进的三个意义向度。首先，万物 

一体是一种实在的、当下的身体感知经验。它要求主体知觉必须具备感通无碍的能力，达致“元气充 

周、血脉条畅”“痒疯呼吸、感触神应”②的状态，如此方能由己身之感通而通联他人以至宇宙万物。正基 

于此，万物一体发展出作为该理论核心题旨的第二层意义向度，即一种诚爱无私的道德精神。一体之境 

表达的是个体与他人及天地万物之间浑融整全、妙合无垠的存在关系，但关键落在以“仁者”、“大人”为 

主体视角的人与人的道德关系上，是儒家“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大同理想以及据此对君主和士大夫 

阶层所要求的道德能力、伦理责任的集中体现。最后，万物一体带有强烈的践履意愿，必然要落实到博 

施济众、救民淑世的实践层面。既然天地万物与“我”已成一体，则“我”不仅能感知己身的痛痒饥溺，更 

会对痛痒饥溺作出当下直接的反应（如痒了要去搔，饿了要寻吃），故万物一体必是包含了“身体”和“力 

行”两个维度。

二、人道主义：万物一体论的现代申说

蔡元培的政治理想、文化经验与学思经历决定了他既是西方思想观念的鼓吹者和宣介者，同时又努 

力在学术理论与文化实践方面为传统寻找出路。可以说，在顺应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历史情势下，如何重 

证传统的价值合法性并将之融筑到现代中国的道德生活和精神世界中是蔡元培这一代知识分子无可推 

卸的文化使命。蔡元培的思路是在东西方文明中寻找“媒合的证据”，按他的说法，是从传统中“寻出与 

现代科学精神不相冲突的”内容。“媒合”的方法是“先要领得西洋科学的精神，然后用它来整理中国的 

旧学说”，并从中生发出“新义”，③而这种“新义”必然能够参与到现代中国的价值重建进程中。

那么，蔡元培是立足怎样的语义框架来阐说万物一体论的？这一传统理论又是藉由何种“媒合”的 

渠径而转发出新义呢？搜阅蔡氏著作可知，直接讨论“万物一体”的文字虽不多，但宣发其精神义理的 

论述比比皆是。尤其用儒家的义、恕、仁类比阐发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蔡又谓之“亲爱”或“友爱”） 

观念时，一体之仁的政道精神更是昭显无疑。蔡元培引用孔孟、宋儒的相关语论解释“博爱”：“孟子曰： 

鳏寡孤独，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也。张子曰：凡天下疲癮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亲爱之谓也。古者盖谓之仁。”④此处以“仁”证博爱，文理所涉实已涵盖自由与平等之义。在另一处，他 

又引孟子道：“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此 

博爱之道也。”“博爱者，以己所欲，施之于人。是故见人之疾病则拯之，见人之危难则救之，见人之困穷 

则补助之。”⑤不难发现，蔡元培对“博爱”的解说正是援用了宋明万物一体论的道德理想主义及其践履 

学说的思想材料，而这些材料自先秦以来就构成了儒家所持续宣扬的那个建立在严实道德地基之上的 

社会乌托邦的核心论述。此中亦可见出，蔡元培倡导的现代价值观明显浇裹着儒家伦理的语义内核。 

另则须强调的是，自由、平等、博爱是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而于法国大革命之后普及成熟的欧洲人道主 

义精神的基本理念。蔡元培是人道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他说：“人类共同之鹄的，为今日所堪公认者，不

①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页。

② 王阳明：《答顾东桥书》，《王阳明全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2页。

③ 蔡元培：《杜威六十岁生日晚餐会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16页。

④ 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蔡元培全集》第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1页。

⑤ 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蔡元培全集》第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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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乎人道主义”；①“一切文明形式，都是各国民在各时代，超越自己，而创造一种实现人道的系统的”。② 

他由此认为，人道主义也应成为未来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道德建设的最高目标，究极言之，亦是人类历 

史发展的最后意义之所在。

蔡元培以儒家义、恕、仁对释作为人道主义基本要义的自由、平等、博爱，以此探求中西文化的价值 

共域。蔡元培相信，人道主义并非西方近代文化所专有，它更是内生于华夏文化场域之中的由儒家主导 

的传统道德教育和政治文化建构一以贯之的精神理则。③蔡元培对人道主义的阐发是经由对义、恕、仁 

的诠释来展开的，而其有关义、恕、仁的理解又直接与万物一体论相对接，于是，人道主义与万物一体论 

藉此实现了某种价值接驳和思想汇融。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人道主义获得了深层的本土化论证，更重要 

的是，作为儒家精神共识的万物一体论亦通过人道主义话语在20世纪中国开辟出了一种现代叙事路 

径。正因此，要正确把握万物一体论在蔡元培思想中的言说方式及其指向的文化政治意图，从深解细剖 

人道主义理论入手应不失为一条合理的阐释路径。

蔡元培将人道主义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类。先从狭义说。“人道主义之狭义，为人类全体”，④以人类 

世俗幸福为关怀对象和追求目标，其中包括个体健全人格的培养、民主共和国家的建构以及世界大同理 

想的实现三部分。蔡元培认识到培育个体主义、发展个性自由之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然他对个体性的倡导终究不以个体价值本身为归宿，强调群体的优先性在他看来具有不证自明的合理 

性。质言之，便是首先要照看社会、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为国家民族计，“虽牺牲现在国民多数之权 

利以经营之，亦所不惜”。⑤蔡元培希望让中国人认识到，国民个体不能“各顾其私”，应当不顾一己之利 

害而谋求社会幸福，唯此方可在尽其道德“本务”的同时成就社会国家之公益，这种道德“本务”就是他 

强调的“舍己为群”的人道主义精神。“ 一人作如是观，则得舍己为群之一人；人人作如是观，则得舍己 

为群之众人。”⑥蔡元培企望的自然是“人人作如是观”，人人如是，便可谓“中国一人”，而若世界各国各 

民族都能为人类公益超越国家界限，消除民族隔阂，那便是“天下一家”。事实上，蔡元培多次引用“天 

下一家，中国一人”这句话表达对中国社会的批判性态度和对某种理想政治的期待。⑦他用春秋三世说 

举证儒家人道主义理念时，借何休《公羊传解诂》里的说法，将“升平世”理解为“内诸夏而外夷狄”，太 

平世则是“夷狄进至于爵（与诸夏同），天下远近大小若一”，⑧这恰是对“中国一人”和“天下一家”两种 

理想社会的精确描述。

“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语出《礼记•礼运》（原文是：“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是 

儒家关于社会乌托邦的经典论述，更成为后来宋明万物一体论中经世主义思想的价值核心。王阳明有 

言：“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⑨万物一体真正意愿之所寄就 

是对于家国天下一体同仁的关切，这种关切是政治的，也是道德的，堪称儒家政道实践的终极理想。子 

夏“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孟子“仁民爱物”（《尽心章句上》）、张载“民胞物与”（《西铭》） 

等说法皆表达了这一理想，它们与“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异说而同理，共同构成万物一体论的家族相似 

观念。与西方近代人道主义通过追求个体解放、个性自由来实现生活幸福、社会进步的思想逻辑不同， 

蔡元培所谓的儒家人道主义是将人的生存境遇置入公序良俗的社会共同体中加以观照，人的价值是在

① 蔡元培：《哲学大纲》，《蔡元培全集》第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40页。

② 蔡元培：《简易哲学纲要》，《蔡元培全集》第五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28页。

③ 蔡元培：《华法教育会之意趣》，《蔡元培全集》第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81-382页。

④ 蔡元培：《哲学大纲》，《蔡元培全集》第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37页。

⑤ 蔡元培：《哲学大纲》，《蔡元培全集》第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36页。

⑥ 蔡元培：《华工学校讲义》，《蔡元培全集》第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86页。

⑦ 蔡元培为《中国与中国人》特刊的题词即是“中国为一人，天下为一家”，见《蔡元培全集》第八卷，浙江教育出版 

社1997年版，第408页。

⑧ 蔡元培：《华法教育会之意趣》，《蔡元培全集》第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81-382页。
⑨ 王阳明：《大学问》，《王阳明全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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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而规整的伦理结构中得以确立的。《礼记•丧服小记》：“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人道之大者 

也。”亲亲、尊尊的道德践履扩充开来，自然就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一体之仁。蔡元培的人道主义聚焦于他所说的“群”，即国家、社会乃至整个人类世 

界，确实与其所标举的儒家“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人道理想更为契合。

如我们所知，在儒家语境中，理想政治的实现主要不在制度的建构，而在一体之仁的道德关怀，在于 

统治者视人犹己、视民如子的道德情感及其践履效果。具体说，就是将主体的道德条件视为社会治理和 

政治实践效果的决定性因素，把心性修养和人格塑造看作解决政治问题的必由手段，由内向外、推己及 

人，以内圣之教成就外王之道。在此过程中，对圣贤人格的追求成为实际的中心主题，修身的目的是成 

圣。王阳明所论“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问题是谁“视”，何以能“视”，如何“视”，这当然需借助 

克欲穷理的修身工夫。蔡元培所倚赖的文化经验和精神资源决定了他对儒家道德一元论的继承与发挥 

是顺理成章的，只不过解决问题的方案由个体修身被普及化为国民教育。蔡元培主张由“改造教育去 

改造社会”，通过教育的思想启蒙为民主国家与共和政体建设奠定人格心理基础，其概之曰：“养成健全 

人格，提倡共和精神”。①若说蔡元培期冀的民主共和国家是以他信仰的人道主义为精神宪法，则通往 

此人道主义国家的道路只能由人道主义教育所开辟，而依前文所论，人道主义教育必然含具一体之仁的 

价值关怀。

蔡元培对人性抱持一种并不乐观的基本认识：“盖人类之恶，率起于自私自利。”②特别是身处物欲 

横张的现代世界，尤能“助长人我的区别、自私自利的计较”③，而他构想的民主共和国的国民特性在于 

“能牺私利以举公益”，④故可理解蔡元培关于人道主义的这一判断：“人道主义之最大阻力，为专己 

性。”⑤人道主义教育的目的便是消除人的专己性，即自私自利之心，专己性不仅与健全人格相矛盾，其 

根本上乃与民主共和国家的道德要求相妨害。于是，我们看到蔡元培不厌其烦地说明教育的直接目的 

是：“泯营求而忘人我”；⑥“破人我之见”；⑦“把人我的分别，一己生死利害的关系，统统忘掉”。⑧蔡元 

培的“专己性”表面上是一个指涉普遍人性的道德概念，但就此概念所赖之中国语境而言，其语锋所指 

正是当时知识分子竭力批判的自私自利的国民劣根性。蔡元培对传统中国把艺术或美视作家庭、个人 

的私财这样的观念就持严厉批判态度，却对西方的公共审美理念赞赏有加。⑨而通过消灭私利之心来 

破除人我界限的人道主义教育观与理学克私除欲以达万物一体之境的修身旨趣是一致的。二程说： 

“人只为自私，将自家躯壳上头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它底。放这身来，都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 

活。”⑩王阳明说得更简明：“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 

本然而已耳。”⑪只有去除个体私欲，方可消解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壁障，使万物成为息息相通的整体， 

这也是为贤成圣的不二法门。蔡元培在《中学修身教科书》中讲如何做有德之人：“一举一动，循良知所 

指，而不挟一毫私意于其间，则庶乎无大过，而可以为有德之人矣。”⑫此中话语风格及语意逻辑显然属 

于阳明心学一路。

（D蔡元培：《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与社会〉社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四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 

82页。

② 蔡元培：《传略》（上），《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74页。

③ 蔡元培：《美育与人生》，《蔡元培全集》第七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90页。

④ 蔡元培：《余姚汝湖乙种农学校记》，《蔡元培全集》第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87页。

⑤ 蔡元培：《哲学大纲》，《蔡元培全集》第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40页。

⑥ 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蔡元培全集》第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⑦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

⑧ 蔡元培：《美育与人生》，《蔡元培全集》第七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90页。

⑨ 蔡元培：《美术的进化》，《蔡元培全集》第四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03页。

⑩ 程颖、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34页。

⑪王阳明：《大学问》，《王阳明全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7页。

⑫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蔡元培全集》第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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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同是以修身育德为首务，但古典万物一体论与蔡元培的人道主义教育观的理论思旨还是存在差 

异。前者一体之境的达成在于将一己之仁心仁德推而及人以及天地万物，所谓万物一体，实由某一身之 

体扩充延伸岀来，故在此同体结构中，始终存在一个含纳联结一切存在的中心主体，他背负着与之关联 

的所有道德责任。显而易见，在儒家政道世界中，这个中心主体就是圣王君子。与此不同，蔡元培的人 

道主义教育虽然重视个体价值意识的培养，但国民个体的道德进步旨在服务于民族精神的重构和国家 

意识形态的再塑。专己性的克服不仅只是个体道德从“营私”到“为群”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将这种个体 

意义上的“为群”观念普及成一种“群为”的道德实践，以个体为价值起点的人道主义教育终究还是以国 

家社会为价值归宿。如果说，理学的万物一体是由一主体联通含纳众体而成一大体，这表现为一个持续 

提升、无限接近的个人化的修身过程，是儒家追求的成己成圣的最高境界。那么在蔡元培这里，一体之 

仁就被转换成了“人人作如是观”的“群”体之德（人人如是，亦如一体），“群”体之德融铸为总体的国民 

性，依靠国家教育来实现。本着克私除欲的相同目的，万物一体论是视人如己而将小己扩充为大己，如 

此便无人己之分;蔡元培的人道主义则是合人成众、消己成群，通过将个体归整到群体中来消解私利之 

心。从一体到“群”体，从有“己”到无“己”，从个体修身到国民教育，蔡元培承继了儒家万物一体论的 

政治信念和道德理想，同时根据中国现代性进程的精神文化需求，又对之进行了概念重置和价值更新。

狭义人道主义关心政治实践和道德教育带来的世俗幸福，而蔡元培赋予人道主义的广义内涵则具 

有超越世俗价值的宇宙本体论和存在论意蕴，这尤能反映蔡氏人道主义与万物一体论在原初语义上的 

亲和性。人道主义“其广义则以凡识论为标准，自动物而植物，以至于无机物，凡认为有识者，皆有相关 

之休戚。如是，则一切小己，虽推之无涯之远，无穷之久，而无不包括于此主义之中。”①“凡识”者，指一 

切动物、植物和无机物，蔡元培认为它们都具有盲目而混沌的生存意志，是一种“有识”的存在。“凡识 

论”要求人道主义不止践行于人类社会，而且推及无穷无尽的宇宙万物，在人道主义精神的普照下，人 

与万物联结成一个休戚相关的整体。不难发现，这种具有宇宙论意涵的广义人道主义并不存在于以人 

为本、以人为全部思考和实践对象的近代人道主义思想中，却是“天理”架构下的宋明万物一体论的题 

中应有之义。在二程那里，“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②，人与天地万物之能关联一体，是因为他们拥有 

“理”这样一个共通性依据。王阳明把人、动物、植物以及蔡元培说的“无机物”（瓦石）都纳入到仁的情 

感关照之下而使之联通一体：

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 

鸟兽之哀鸣殽棘，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 

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 

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③

当然，在王阳明的心学语义中，天理、仁最终要从良知处说，故言：“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 

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 

为天地矣。”④良知一念，本心朗显，人与天地万物便是一体无间。蔡元培的人道主义与宋明万物一体论 

在关于人与万物一体性存在机制的看法上是一致的，人和天地万物在某种价值本体的作用下联结成一 

体，这种价值本体在蔡元培那里是人道主义精神，在宋明万物一体论中是天理或良知。而且更可指出的 

是，蔡氏人道主义的价值指涉与万物一体论一样，具有某种由近及远的层级性，其从拘囿于家国利益与 

世俗幸福的狭义人道主义扩延到关切天地万物的广义人道主义，在观念结构上与宋明万物一体论遵循

① 蔡元培：《哲学大纲》，《蔡元培全集》第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37页。

② 程颜、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页。

③ 王阳明：《大学问》，《王阳明全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6页。

④ 王阳明：《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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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由民到物）的意指逻辑是等同的。

但亦如万物一体论所构设的宇宙本体论旨在为内圣外王的政道实践提供形而上基础，蔡元培标立 

的“推之无涯之远，无穷之久”的广义人道主义，虽大大拓展了该学说的精神域限和价值高度，然而这种 

观照无限之域的人道主义乃是为世俗世界的道德关怀提供终极依据，故他说：“吾人道德之行为，以是 

（指广义人道主义——引者注）为鹄的，则庶乎所致力者，永无消歇之顾虑矣。”①不要忘记，思想文化改 

革和社会政治变革才是蔡元培真正要关心的问题。至此，我们有理由判断，人道主义与万物一体论存在 

一种异式同构的思想关系，人道主义是蔡元培在中国社会文化问题驱使下，借用西方理论资源对万物一 

体论进行改造、转化和重构的产物，其话语表达之隐微幽曲，思想阐发之层叠环构，在20世纪中国普遍 

开展的古典传统现代转化的学术实践中颇具启示意义。

三、万物一体论与蔡元培美学的价值诉求

依前文可知，蔡元培并没有过多思考如何将人道主义落实到具体的组织、制度创建中，而更关心如 

何从意识观念层面去体会、普及人道主义精神，为未来的中国政治创造道德心性条件。而我们可以发 

现，蔡元培融具万物一体精神的人道主义无论是追求个体道德的升华、理想政治的实现，还是无涯无尽 

的终极探寻，都依循于一种情感体验机制而非理性的知解方式（如他对儒家人道观的解释），故他说： 

“此主义者，吾人尚止能以情感迎合之，而不能以概念把握之。”②然而何种情感才能体会和把握人道主 

义呢？答案很清楚，不是浸染欲望、汲汲于功利的“专己性”的情感，因之与舍己为群、视人犹己的人道 

主义或一体之仁的道德原则完全背离，而是一种不计得失、超脱利害的无私的情感。于是蔡元培有此论 

断：“愿舍一己的生以救众人的死；愿舍一己的利以去众人的害，把人我的分别，一己生死利害的关系， 

统统忘掉了。这种伟大而高尚的行为，是完全发动于感情的。”③而要陶养纯粹无私的情感，只能寄托于 

审美活动，因审美能够克服专己性的弊害:“美感之超脱而普遍，则专己性之良药。”④这就为审美活动参 

与人道主义的价值建构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其价值成果毋宁借由这样一种实践途径来获得：通过改变情 

感来改善道德和升华人性，而蔡元培自然是把这项情感培育工程托付给了“以陶养感情为目的”⑤的 

美育。

然关键须说明：美感（审美）何以是“专己性之良药”？这是美育能藉由陶养情感来培育道德人格的 

教育原理之所在，而答案就在蔡元培阐发的“普遍性”与“超脱性”这两种美感特性。试看以下论述：

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⑥ 

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 

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 不复有人我之关系，遂亦不能 

有利害之关系。⑦

既有普遍性以打破人我的成见，又有超脱性以透出利害的关系；所以当着重要关头，有"富贵 

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甚且有“杀身已成仁”而不"求生以害仁”的勇敢；这是完 

全不由于知识的计较，而由于情感的陶养，就是不源于智育，而源于美育。⑧

① 蔡元培：《哲学大纲》，《蔡元培全集》第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37页。

② 蔡元培：《哲学大纲》，《蔡元培全集》第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37页。

③ 蔡元培：《美育与人生》，《蔡元培全集》第七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90页。

④ 蔡元培：《哲学大纲》，《蔡元培全集》第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40页。

⑤ 蔡元培：《美育》，《蔡元培全集》第六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99页。

⑥ 蔡元培：《自写年谱》，《蔡元培全集》第十七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61页。

⑦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0页。

⑧ 蔡元培：《美育与人生》，《蔡元培全集》第七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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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性与超脱性来自蔡元培对康德的审美判断四大契机的提炼和重释。康德指出，关于美的评判是 

“既没有感官的利害也没有理性的利害来对赞许加以强迫”，它所给予人的是“一种无利害的和自由的 

愉悦”，①且这种无利害的纯粹的审美愉悦具有人人同感的普遍性。而在愉快和不愉快情感的名义下， 

这种普遍的无利害的审美判断是完全关联于主体的，它并不直接指向诸如家庭、社会、国家、世界等外在 

的价值实体。

蔡元培显然并不打算执守于对审美特性的知识论言说，而更关心其对人格心理、社会文化的实质效 

用。他由是径直将审美的无利害性与普遍性特征作了功能化的阐发，普遍性是为“破人我彼此的偏 

见”，超脱性是为“破生死利害的顾忌”，陶养情感的目的不在情感本身，是为了改良道德、升华人性。② 

值得注意的是，审美的道德意求尽管首先着眼于个体人格的完善，但如我们所知，蔡元培对个体的期许 

乃是其宏大叙事的一部分，是通往某种集体主义政教理想的价值阶梯。超脱性固然是要让个体克服私 

利以养成“舍己为群”的道德品质，但个体“舍己为群”品德的培育最终是为塑造人人若此的整体国民素 

养，所以超脱性不止于自我指涉的主体趣味，它指向一种普遍性的精神期待，而正是美感的普遍性使得 

具有相同心性质素的个体有可能联结为一个情感的、道德的乃至政治的共同体。这个“无人我差别之 

见”“打破人我成见”的共同体就是前文所论之蔡元培人道主义的思想主题，也与由人道主义话语所表 

达的古典万物一体论的价值旨趣是一致的。只不过，万物一体基于道德主体施发的一体之仁经过现代 

美学的语义转换，变成了全体同此一仁的国民精神，个体的独特性由此隐没在家国政治所主导的“群” 

体实践中。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种消己入群、合人成众的意愿就更加迫切，似也更具合 

法性了。蔡元培在抗战时期就希望通过提倡美育来培养全民族的抗战精神，他说：“抗战时期所最需要 

的，是人人有宁静的头脑，又有强毅的意志”，③美感“超利害之计较，泯人我之界限”的功能正能实现此 

需要。显而易见，“宁静的头脑”和“强毅的意志”其价值落脚点不在个体道德，而是由共同具备此品德 

的每个国民所凝聚成的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

讨论蔡元培美学或美育思想，“以美育代宗教说”是一个绝对无法绕避的论题，蔡氏美学包含的多 

元复杂的知识元素、思想要义及价值旨趣皆蕴藉于这一命题中并由之显映出来。循此认识可以发现，万 

物一体论同样构成了“以美育代宗教说”的思想意蕴和精神根柢，这一儒家文化精神对蔡元培美学的深 

层范导意义从中可见一斑。

不可否认，在蔡元培的阐释与倡导下，美育成为现代中国一种典型的启蒙主义话语，但美育启蒙叙 

事及其与“宗教”构成的文化逻辑却是肇建于深厚的儒家思想根基之上。作为儒家文化的符号象征，蔡 

元培对孔子的评判代表了他对儒家文化乃至传统文化的基本认识。他概括出孔子精神的两个特点： 

“一是毫无宗教的迷信;二是美术的陶养。”④孔子与宗教被完全划割开来：“孔子之说，教育耳，政治耳， 

道德耳。……孔子自孔子，宗教自宗教，孔子、宗教，两不相关。”⑤从另一方面看，先秦儒家已发展出卓 

绝的艺术精神，孔子将音乐看作“纯粹美术”，闻《韶》而“三月不知肉味”，其“对于音乐的美感，是后人 

所不及的”。⑥因为宗教的缺席，中国人的道德生活从“诗”“礼”“乐”构成的艺术世界及其教化实践中 

发展出来，所谓“诗教”“乐教”便成为陶养道德人格的主要手段。蔡元培由是相信，儒家非宗教的入世 

理性主义和深厚的美育传统其实孕含了“美育代宗教”的可能性逻辑，而宗教缺位与诗乐之教的兴盛已

①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② 关于蔡元培对现代美学原则的功能化阐释问题可参看拙文：《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中国现代美学的一种 
逻辑范式》（与王德胜合著），《文学评论》2009年第4期；《中国现代美学的美育化叙事——以蔡元培美学为中心》，《郑 

州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③ 蔡元培：《在香港圣约翰礼堂美术展览会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八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22页。

④ 蔡元培：《孔子之精神生活》，《蔡元培全集》第八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62页。

⑤ 蔡元培：《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蔡元培全集》第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94页。

⑥ 蔡元培：《孔子之精神生活》，《蔡元培全集》第八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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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构成“美育代宗教”的文化事实。前言蔡元培将万物一体的人道主义理想诉诸美育，其因由不仅在于 

审美活动自身具备的齐物我、合天人的功能，更在于美育本来就是抱含一体之仁的儒家文化的重要实践 

形态，这也是蔡元培将审美之普遍性与超脱性的功能目的与孔孟“杀生成仁”“不淫” “不移”“不屈”的 

道德意涵径直关联起来的根本原因。如果说，儒家内圣而外王的政道践行模式首要是诉诸主体心性条 

件的达成，那么心性教化和精神修养自然有赖于诗歌、礼乐等美育活动。①这说明，美育在儒家这里是 

一种具有强烈现实关怀和道德政治意图的人文教化活动，其体现的正是视人如己、仁民爱物的万物一体 

论的淑世主义。与美育不同，在蔡元培看来，宗教尽管能够涵育人的“信仰心”（他认为这是宗教的最后 

价值），②给予个体以终极意义的应许，却是以完全弃绝现实世界、否定世俗生活为代价的，③这显然不符 

合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总体要求，更与自己遵信的经世主义相违背。况且，蔡元培认定宗教与中国文化 

“没有甚么深切的关系”④，故一体之仁的人道关怀本身就与“强制”“保守”“有界”⑤的宗教无涉。毫无 

疑问，蔡元培对宗教的理解失于片面,该问题可容别处再论，值得指出而以往未能充分认识的一点是，他 

对宗教的否弃虽有据于科学理性的判断，但根本上是基于文化政治心性的价值选择，质言之便是儒家一 

体之仁的政道实践何以可能，美育抑或宗教，蔡元培的答案十分清楚。

结语

在20世纪中国学术语境中，基于现代性规划的总体要求，传统不再是不证自明的思想系统和行为 

模式，而变成了一种有待检讨的知识对象,一种被谨慎归置的文化资源，一种需要重新安放的价值信仰。 

蔡元培美学立足人道主义的话语框架，不仅在思想义理上继承和转换了儒家的万物一体论，使后者在现 

代中国价值重建进程中焕发出新义，更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场域中接续了万物一体的政道精神和经世 

诉求，使中国现代美学的学术旨趣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美学而与古典传统贯通起来。在北大平民夜校 

的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如此解释办学宗旨：“大学生为什么要办这个平民夜校呢？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有 

了学问，看见旁的兄弟还没有学问，自己心中很难过，好像看见一家的弟兄都饿着，许多的兄弟姊妹都还 

饿着没有饭吃，自己心中就很难过一样，觉得他们很苦，所以就立刻办这个平民夜校。”⑥此处所论平民 

教育宗旨，其核心意蕴便是万物一体的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道德情感，这种道德情感融筑于蔡元培的 

精神世界当中，构成其一切社会政治实践和学术文化活动的生命驱力。

（责任编辑：若峦）

① 儒家意义上的美育活动自然包含强烈的道德目的，这符合蔡元培对美育宗旨的认识，他认为美育是“与智育相 

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见氏著《美育》一文，《蔡元培全集》第六卷。

② 蔡元培：《非宗教运动》，《蔡元培全集》第四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91页。

③ 蔡元培说：“（宗教）以提撕实体世界观念之故，而排斥现象世界。……吾以为不然。”见氏著《对于新教育之意 

见》一文，《蔡元培全集》第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④ 蔡元培：《关于宗教问题的谈话》，《蔡元培全集》第四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80页。

⑤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蔡元培全集》第六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86页。

⑥ 蔡元培：《北京大学平民夜校开学日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四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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