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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树芝/王鸿生:牟宗三理论体系中的良知与科学

Conscience and Science i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Mou Zongsan

　　作者简介：崔树芝(1989- )，男，江苏沭阳人，贵州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科

学思想史。贵阳 550028；王鸿生(1954- )，男，甘肃景泰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研究方向：科技史，中国文化。北京 100872

　　原发信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第20181期

　　内容提要：“内圣开出新外王”是牟宗三理论的核心，“良知坎陷论”则是其“内圣开出新外

王”的关键，但此说受到两个不同方向的质疑：一个是顺着良知坎陷的逻辑，质疑良知为何坎陷、能

否坎陷以及如何坎陷；另一个是逆着良知坎陷的逻辑，质疑这是“良知的傲慢”，是本质主义的思维

方式。这两个质疑都有一定道理，但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论”试图在儒学的理论体系中打造一个接通

并融摄科学的思想结点。据此，良知不能代替科学，故不应束缚科学的自由发展；科学在自由发展的

前提下，也不能背离和失去良知。

　 　 "Inner Sageliness opens new Outer Kingliness" is the core of Mou Zongsan's

theory,to which the thought of conscience self-negation is the key.But this thought

is criticized from two different aspects:one is to follow the logic of Mou and to

question why,whether could or how conscience self-negates; another is to be against

the logic of Mou and to treat conscience self-negation as the arrogance of

mind,which follows the mode of essentialist thinking.There are some reasons for

these two doubts,but Mou Zongsan's theory of conscience self-negation is trying to

create an ideological junction to connect and integrate science in the Confucian

theoretical system.Accordingly,conscience can not take the place of science,and

thus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should not be shackled; under the premise of free

development,science can not deviate from and lose conscience.

　　关键词：牟宗三/坎陷/良知/科学　　Mou Zongsan/self-nagation/conscience/science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工程正义视域下‘邻避冲突’及其防范研究”(15BZX031)。

 

　　牟宗三是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其核心关切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化问题。面对强势的西方文

化，如何在保存传统的前提下，吸收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成为其念兹在兹的任务。他对该问题的解决

是以“良知坎陷”为关键，由此实现“内圣开出新外王”，也就是从中国文化的根源处接通并发展科

学与民主政治。就此而论，“良知坎陷”作为牟宗三处理儒学与科学关系的重要论断，作为当代新儒

学如何融摄科学的理论表述，对认识和评价当代新儒学的价值有重大意义。但“良知坎陷论”也引起

了诸多争议。这里试对其中的主要争议进行评述，并对“良知坎陷”的表述做多角度、多层次的剖析

阐发，以求澄清牟宗三理论体系中良知与科学的关系，初步勾勒出儒文化与现代科学民主文化接轨的

思想通路。

　　一、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论”

　　牟宗三早在1942年《阴阳家与科学》一文中便开始运用“坎陷”一词，这可以看作是“良知坎陷

论”的准备。后来在1947年出版的《王阳明致良知教》中，他首次提出“良知坎陷”，其后他对这个

概念的理解还有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

　　什么是“良知坎陷”呢?在《王阳明致良知教》“致知疑难”一节中，牟宗三曰：“吾心之良知决

定此行为之当否，在实现此行为中，固须一面致此良知，但即在致字上，吾心之良知亦须决定自己转

而为了别。此种转化是良知自己决定坎陷其自己：此亦是其天理中之一环。坎陷其自己而为了别以从

物。从物始能知物，知物始能宰物。及其可以宰也，它复自坎陷中涌出其自己而复会物以归己，成为

 首页 >> 哲学 >> 科学技术哲学

 标题 

2018年06月27日 10:09 来源：《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作者：崔树芝/王鸿生 字号

http://www.cssn.cn/qt/ydkhd/
http://www.cssn.cn/qt/wzdh/
javascript:SetHome('http://www.cssn.cn/')
http://sscp.cssn.cn/tgxt/zgshkxtg/
http://weibo.com/u/2201275590
http://t.people.com.cn/19801521/profile
http://www.cssn.cn/
http://www.cass.cn/
http://casseng.cssn.cn/
http://english.cssn.cn/
http://french.cssn.cn/
http://www.csstoday.net/Category_143/Index.aspx
http://pic.cssn.cn/
http://stv.cssn.cn/
http://mall.cssn.cn/
http://news.cssn.cn/
http://spec.cssn.cn/
http://orig.cssn.cn/
http://intl.cssn.cn/
http://scho.cssn.cn/
http://tt.cssn.cn/
http://joul.cssn.cn/
http://mil.cssn.cn/jsx/
http://lcl.cssn.cn/gd/gd_rwhn/
http://ex.cssn.cn/
http://db.cssn.cn/
javascript:window.print();
javascript:void(0)
http://www.cssn.cn/
http://www.cssn.cn/zhx/
http://www.cssn.cn/zhx/zx_kxjszx/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doZoom(18)
javascript:doZoom(16)
javascript:doZoom(14)


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李秀伟）

自己之所统与所摄。”[1]39这一观点他到晚年仍然坚持，[2]3因而这可以看作是其对“良知坎

陷”的经典描述①。但这一简单的描述若没有进一步的解析，总会让人摸不着头脑。实际上，牟宗三

确实在多处做过解释，但往往越说越复杂。比如，他曾用多组概念来疏解良知与科学，其中有所谓理

法界(物自身)、事法界(现象界)；道德主体、知性主体；存在之理、形构之理；无执、有执；理性的

作用表现、理性的架构表现等等。这些成组的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常常有不同的表现。有些情况下，

他利用佛教“一心开二门”来统合良知与科学。有时候，牟宗三把良知与科学看作不同意义和层次的

问题。比如他在《从陆象山到刘戢山》一书中就认为“象山之‘心地工夫’……此是内圣之学之端绪

问题，第一义问题，正是绍孔孟之统……‘穷理细密工夫’则是知识问题，是第二义以下

者”[2]32。

　　那么，良知坎陷又是如何可能的呢?“原来天心与了别心只是一心。只为要成就这件事，天心不能

一于天心，而必须坎馅其自己而为一了别心。而若此坎馅亦为良知天理之不容已，则了别心亦天心

矣。”[2]162他以“造桌子”和“知桌子”、“事亲”和“知亲”来做比喻，前者必然要求后

者。“造桌子”必以“知桌子”为前提，即造者必有知也。“事亲”自身也是知识行为，即必须知什

么是“事亲”、如何去“事亲”。总之，“良知既只是一个天心灵明，所以到致良知时，知识便必须

包含其中。知识是良知之贯彻中逼出来的”[2]162-164。简而言之，良知属于本体界，是德性主体与

物无对，天地合德。科学属于现象界，是知性主体与物对待，执持客体而成知识。然科学又是良知自

我实现不容已的要求，毕竟光有善良意志是不够的，能够在现实中实现才算圆满。这实际上也就规定

了科学的界限，即科学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与客观性，从而摄智归仁，避免了“科学一层论”，避免

科学理性的滥用，又实现了良知的全体大用。

　　实际上，“良知坎陷”就是要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开出“知性主体”，能否开出“知性主体”乃是

西方率先发展科学而中国却没有出现科学革命的深层文化原因。牟宗三认为在中国文化中内圣之学吸

住了人心，“知性形态”不能转出，而吞没于圣贤的独体人格中，现在则要转出“知性主体”，这既

是时代的要求，亦是良知于今日实现其全体大用之必须。如此，牟宗三说道：“儒家思想并不排斥科

学也。故在今日观之，言第三期之转进，有名数之学之融摄。若谓儒家重人道，妨碍科学之发展，因

而归咎于儒家，则不知道之实现本有其时代之限制与夫历史发展之形态。徒归咎于以往，何若从发展

上观其将来之转进。”[3]8可见他是从发展的观点看待这一问题的，即儒学虽在近代以前未开出科

学，但儒学并不排斥科学，科学的开出必是儒学第三期发展所要函摄的。如此，便有其“良知坎

陷”一说。

　　可见，“良知坎陷论”是牟宗三从中国文化传统中融摄科学的哲学诠释，意在说明儒学进一步发

展的方向。当然，这完全不意味着科学是源于良知的。实际上，科学作为人类文明中的理性是有其独

立价值的，其起源可直接归诸人对天地万物的好奇心，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已有很好的论述。可以肯

定，牟宗三是看到、承认并理解这一点的，但他只是把思考力用在了良知和科学的结点上，而没有进

一步越过这个结点，去彻底追问良知和科学在人性层面的独立来源。正因为如此，他的一些论述也在

人们理解科学和良知的起源方面造成了一些误解和谜团。当然，这一点也恰好显示了新儒家和科学家

的不同，并非常清楚地体现了新儒家的特点和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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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树芝/王鸿生:牟宗三理论体系中的良知与科学

　　二、对两个批评的回应

　　“良知坎馅”被提出之后，在学界受到了一些批评，其中比较有价值的有两个：第一个是顺

着“良知坎陷”的方向发难，质疑“良知为何坎陷、能否坎陷以及如何坎陷”；第二个则是逆着“良

知坎陷”的方向发难，质疑这是“良知的傲慢”，是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这两个批评恰好是从“顺

逆”两个方向进行的②，确实揭示了“良知坎陷”面临的一些理论困境，以至于成了某种无法回避的

问题。

　　就第一个批评而言，其核心在于质疑“良知坎陷是如何可能的”。对牟宗三而言，良知需要坎

陷，否则知性主体出不来，而知性主体的呈露是科学得以成立的关键所在。现在的问题即在于“能否

坎陷”以及“如何坎陷”这两个问题。比如蒋庆就认为良知“不该”也“不能”坎陷。“不该”是因

为“儒家若能开出科学民主的‘新外王’，必以丧失自性为前提”。“不能”则是因为良知乃是“智

的直觉”，不可能变成与其本性相反的“思”的范畴，不能由“无执”变为“执”以成就知识系统，

也就是说异质的东西无法转化，中国的心性之学不能开出科学民主。他认为近代以来之所以会产

生“科学一层论”，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就是基督教“良知坎陷”的结果，因而必须防止“良知

坎陷”。因此，可以认为牟宗三对王阳明存在误读，当下必须回到王阳明，才能避免科学理性的滥

用。这似乎是说，良知不但不应坎陷，甚至也不能退步，而且必须实现，然后才能救时弊。他

说：“儒家现代发展的另一当务之急就是复兴儒家的‘内圣之学’，而复兴儒家‘内圣之学’的关键

则在于复兴阳明的‘致良知教’，以阳明的‘良知心学’造就出一代未被‘理性化’异化的新人，再

由这些新人本着良知之明去建树中国的外王大业，并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4]168-181这

就是其以“新人”为中间环节，把良知实现于现实世界的基本思路。

　　蒋庆的上述观点具有代表性。其核心是认为良知与科学既属异质，二者不可能实现相互转化。其

次，蒋庆还担心良知因坎陷而不返，以及坎陷之后将丧失儒家的自性，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也

需要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在这方面，蒋庆引用了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以证明牟宗三对“良知

学”进行了过度发挥。他认为，王阳明的“良知”不但从不坎陷为科学，而且还包含有对知识的非

议。但这也是蒋庆的一家之言。其实王阳明在此并未说良知与知识不能兼容，他只不过是说执着于知

识、沉迷于功利而放弃致良知是不对的。在这一点上，其实牟宗三的思考更加深入，他实际上也正是

在“执”与“无执”的这个关节点上，试图用“两层存有论”加以疏通，从而为良知与科学的融通提

供可能的理论空间。

　　具体看，“拔本塞源论”出自《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在这封书信的前半部分，王阳明答复

东桥关于求磨实用知识时说：“‘节目时变’，圣人夫岂不知?但不专以此为学。”[5]42比如“尧命

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于‘敬授人时’也。舜‘在璿玑玉横’，其重在于‘以

齐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养民之政，治历明时之本，故在于此也”[5]46。如此

可见，圣人关心、重视知识但“不执”于此，因其目的不在知识本身，而是出于仁民爱物之心。另外

王阳明还认为成圣与知识多寡无关，比如“羲和历数之学，皋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尧

舜之知而不遍物’，虽尧舜亦未必能知也”[5]46。如此可知，圣人乃是良知呈现者，与技能知识多

寡无必然关联。况万千学问，圣人不可能尽知，所谓“今学者之学圣人，于圣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学

而知之，而顾汲汲焉求知圣人之所不能知者以为学，无乃失其所以希圣之方欤?”[5]47可见王阳明之

教乃是人首先要成其为人，这是其学说之根本，可却终不能正视知识的正面价值，这成了阳明学根本

的不足。正因为看到了这个根本上的不足，牟宗三才试图再进一步，提出了“良知坎陷”，试图打造

一个接通良知与科学的思想结点。根据牟宗三的观点，人执而无执地追求知识，亦是良知之不容自

已，是善良意志在现实中实现自己的一环。这实际上也是现代新儒家发展其理论的一个重要尝试。

　　由此可见，牟宗三的理论发展并非是完全背离了王阳明，良知亦非“不能坎陷”，而“坎陷”也

并非“丧失”。其实蒋庆所提出的以“新人”为中间环节，将良知实现于现实世界的思路，也可以说

正是牟宗三“良知坎陷”的本有之义，即异质的良知与科学通过人的实践而连接起来，良知之教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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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一个完整的“新人”，进而由“新人”从事更加深远的科学活动。因而，如果把蒋庆所言的新人

实现良知于世界的过程说成是良知的“坎陷”也未尝不可。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蒋庆所讲的

新人的“良知”，还是牟宗三所讲的坎陷的“良知”，都不可能直接地转化成科学，而是只能“曲

通”科学，进而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成为其背景与底色而已。

　　再看第二个批评，如果说顺之一路的批评是对“良知”情有独钟，但却质疑其“坎陷”的话，逆

之一路的批评则是直接视“良知坎陷论”为“良知的傲慢”，认为这是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这个批

评以牟宗三的弟子林安梧为代表。林安梧认为牟宗三其实没有搞清楚“理论的次序”与“学习的次

序”之间的不同①，相信以理论次序的安排，即能“开出”民主与科学等外王事业。因此，牟宗三在

对“良知”的理解上，脱离了历史的、社会的总体因素，而直入其本质，并以此本质作为一切生长的

起点。基于此，他批评牟宗三的“良知坎陷”乃是下贯的路线，良知成了一最高而不容置疑的顶点，

是一切放射的核心，是整个中国儒学中存在的存在，本质的本质，一切都由此转出，这乃是本质主义

的思维方式。他指出，要正视人的“有限”性，再由此“有限”进而去探索无限，并不是一下子将自

己上升到“无限”，再问如何地“由无限以开有限”。因而，林安梧提出了儒学由“心性论”转向

到“哲学人类学”的必要性，认为儒学需要直面历史实践与生活世界。最后，他指出，“良知坎

陷”是为了安排科学与民主的曲折转化，这乃是后设的，回到理论根源的梳理，并不是现实实践的理

论指导。因此，儒学与科学和民主并不是开出的关系，而是学习与适应的关系[6]11-26。

　　林安梧的批评确有见地，他对发生、学习及理论三次序的分疏确实可以澄清一些真相，而牟宗三

的确也因为在此处没有清晰的界定而引起了很多误会。平心而论，“良知坎陷论”确实是理论的反

思，当然不能对事实上能否开出科学负责，这需要老老实实地在民族的历史实践中通过学习与适应来

完成。实际上，这一点牟宗三并非不知道，例如牟宗三在回应山东大学某教授批评新儒家经世致用的

比例不够时就说过：“我不是政治家呀!我上哪里去经世致用呢?科学不是耍魔术，不是说我要科学，

科学就来了。这种问题是大家的问题、民族的问题、历史运会的问题。我们能从哲学上疏通其道路，

这就是新儒家的贡献了。”[7]449就此而论，如何去“学习”自然是在现实中发展科学的一种途径，

与“良知坎陷”并无必然的冲突。

　　至于林安梧所提出的下贯与上行的不同路线，亦非不可兼容。其实若只是下贯而没有上行，可能

会流于空疏；反过来，如果只是上行而没有下贯，恐怕最后也是无上可行，竟至丧失理想而物化矣。

所以，也许以上行来批判下贯是不当的，但以下贯兼顾上行却是恰当的。在这方面，牟宗三在评述象

山简易和朱子支离时就曾提到过孔子的“下学而上达”，他说：“人狃于常情，不知道德践履之本性

为何物，乃以外在知解为平实，美其名曰‘下学而上达’，殊不知对道德践履之本性言，此正为歧出

而不平实，而亦未必真能上达也。孔子固云：‘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然孔子之‘下学’岂只

是空头之下学乎?不然，彼何必念念于仁乎?若非洞悟生命之源(仁)，沛然莫之能御，未必能‘不怨

天，不尤人’，亦未必能至‘知我者其天乎’之与天地生命为一也。”[2]55-56在这里，牟宗三正是

通过对孔子的理解批评了朱子，实际上是特别强调了儒学之本。林安梧是牟宗三亲炙弟子，然于此段

忽焉不察，是不解其师也。

　　总体上看，以上两个批评，若分别以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欲坚挺良知使其不坠，另一个则欲绕

开良知而直面现实；一个因担心良知丧失自己而高扬理想色彩，另一个则担心良知的傲慢而凸显现实

特色。然而，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还是可以绕开这两个不同方向的批评，既保持道德的理想主义，

又不失理性的现实关怀。当然，要说明这一点，还需对“良知坎陷”做进一步的分梳，如此才可能较

彻底地澄清牟宗三理论体系中“良知”与“科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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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树芝/王鸿生:牟宗三理论体系中的良知与科学

　　三、良知与科学的关系

　　上文的简要回应表明，对“良知坎陷”两个方向的批评均有一定的道理，但却都未必与牟宗三的

观点无法调和，而且这两个批评其实都未接触到问题的关键。其实牟宗三所谓的“良知坎陷出科

学”并非如字面上是直接开出的关系，而是一种“曲通”的关系。“曲通”在牟宗三的理论体系中是

表达一种精神的辩证发展，是指良知在人面临科学的问题时要先让开一步，从而把“知性主体”解放

出来，这样方能达到科学的认识。关于这一点，牟宗三还从世界科学史的角度做了思考。比如他在论

述从古希腊科学经由中世纪的神学而产生近代科学时，就将此视为一种“曲通”，并同样使用了“坎

陷”这个词。他认为“希腊哲学毕竟是质的，而不是量的，其心灵是依于审美精神而向上，而不是转

为冷静的理智落于‘实然’而向下。由希腊的审美精神转到中世纪的宗教精神，这都是向上的，其本

身俱不足以形成自然科学……这一步冷静，我们依精神之辩证的发展说，也可以叫它是一步坎

陷”[8]120-121。

　　进而言之，牟宗三完全承认良知与科学自有其领域，良知本身并不是科学，亦不能直接开出科

学。“良知坎陷”只不过是“良知”在面对“未知”时先放下自我，正视知性的独立地位，以便科学

在中国文化的生命中得以发展。在这里，“良知坎陷”当然不是良知自身的坠落乃至丧失，而是良知

在心之人不容自已地要实现良知之功而自觉地要求科学知识，执而无执地参与科学活动。这也就是牟

宗三所言的“一心开二门”，这二门在人的实践中得以连接。如果再联系到儒学的本义，也就是

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有良知的人在其生活实践的世界里，完全可以执著地从事科学探索，以

扩展其知识的视野。反过来说，“一心开二门”、“良知坎陷”的目的，无非都是讲科学是人的实践

的一面，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才能扩展现代圣贤人格中的科学文化素养。

　　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比如我们承认爱因斯坦是一个有良知的科学家，他从年青时代起就经常表达

对不义战争和民族迫害的憎恶，但他在建构相对论力学时，所思考的肯定只是速度、质量、引力场之

类的问题。在爱因斯坦身上，一个有良知的人和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就是统一的。一般而言，任何一个

人在面对科学问题时需要表现的都仅仅是其“理知”，此时其“良知”自然处于“让开一步”的“坎

陷”状态。就此而论，无论是讨论有“良知的科学家”，还是考察“科学家的良知”，都是很具体地

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林安梧批评牟宗三，说“良知坎陷”仅仅是理论的次序，似乎是没有注意到牟

宗三的这番用意，至少是没有完全理解牟宗三的理论用心。

　　其实要完整地理解“良知坎陷论”，还需超越这个概念本身，进入牟宗三的整个理论体系，来考

察其对科学的认识。根据牟宗三的说法，中国文化在源头上表现为一种“仁”的文化系统，而西方文

化则表现为一种“智”的文化系统，这两种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相对独立发展的。知性在古希腊

文明中即获得了独立的价值，因而形成了“学之为学”的科学传统。但是在中国的文化系统中，圣贤

人格笼罩一切，“独立知性”一直未能转出，因而要疏通中国的文化生命，必须正视这一不足，从正

面肯定“知性”的独立价值，让占据文化主坐标的“良知”让开一步，这样，科学才能在中国文化生

命的根源处获得支持。当然，牟宗三认为这不仅是个理论问题，甚至不只是现实的学习与适应问题。

比如他说：“你要学习西方文化，要学习科学、学民主政治，这就不只是聪明的问题，也不只是学的

问题，而是你在这个mentality上要根本改变一下。”[9]42说到底，这种改变本身就是要求“良

知”在“未知”面前不再“傲慢”，如此才能转出“知性”，从而发展出科学。在这个意义上，也可

以说“良知坎陷说”是牟宗三“返本开新”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所寻找的也正是新儒家在现代文明

中立足的重要文化支点。

　　从另一个角度，“良知坎陷论”实际上也对科学和良知做了区分和划界。这种区分和划界既承认

科学的客观有效性，又指明了科学的人文限度。这其实和西方现代海德格尔等哲学家对科学技术的反

思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牟宗三看来，虽然中国古代文明没有发展出纯粹的科学，但近代以来在西方得

到张扬的科学理性被滥用也给人类带来了无数的问题。故现代人必须超越科学的理性，在人性的层面

为之找到一种安顿。所谓“名数之学，不能安顿，则利弊相沽，亦同归于尽而已。人不能建其本，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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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之利正不能见其必多于其弊也”[3]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牟宗三的“良知坎陷”并非“良知陷

落”，而是“摄智归仁”，以良知为科学的根本安顿处。如果再结合具体的科学家个人来看，可以肯

定，其科学活动本身只是运用理性和追求事实的过程，但一个有良知的科学家往往会超越科学，对整

个人类的文明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往往可以形成新的文化智慧，从而有助于避免科学理性的滥用。或

者根据牟宗三的说法，“当我们顺科学的学统，‘知性’的解放，而作向外有取的求知时，我们成就

了科学。当我们顺哲学的学统以及道德宗教的道统，逆回来而见本原时，我们安排了科学，而亦找到

了‘实践’的根源”[8]136。

　　这里还必须看到，牟宗三作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秉持的基本信念

是“三统并建”，其中首先是“道统必须继续”，然后才是“政统必须认识”和“学统必须开出”。

牟宗三一向十分强调在文化价值理念的层面要“接通”宋明理学和孔孟的传统。所以，“继续道

统”是“认识政统”和“开出学统”的前提。正是由于这样一个文化的背景和前提，他自然首先要

从“道统”和“良知”的层面来寻找中国文化走向科学的桥梁和思想通路。比较起来，古代希腊的先

哲就不是这样考虑问题的，他们都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直接进入科学殿堂的。如此可见，牟宗三提

出“良知坎陷论”的背后，还是他始终坚持中国传统文化本位的立场和苦心。他的这种坚持其实也说

明，人类文化通往科学的通路不是只有一条，而是可以有多条，其中有直道，也有曲径。这既符合牟

宗三“曲通”的愿意，也正应了一句著名的西方谚语：条条道路通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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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树芝/王鸿生:牟宗三理论体系中的良知与科学

　　简而言之，“良知坎陷”就是在面对世界的“未知”时，“良知”先放下身段，让开一步，

让“理知”做主，不束缚科学的自由发展，这属于牟宗三“三统并建”思想中“学统必须开出”的内

容，是儒学走向科学的认识通路和文化新路。相对而言，继承古代希腊传统的西方科学文化强调在好

奇心的驱使下直接走向科学，用儒家的话说就是直接从“理知”出发的“格物致知”。但科学在西方

的发展过程中也始终不可能排除人文价值的考量和接受社会文化的评价，或者说，西方人的良知并没

有因为科学的发展而自沉不显或者自我放逐。在这个意义上，牟宗三的思路也完全接通了现代文明的

主流价值观，这就是：科学本身应该有自由发展的空间，不应完全被意识形态文化所禁锢；但在科学

自由发展的前提下，人类的良知始终应该审视和规范科学发展的人文空间。或者换种说法：一个文明

的社会应该给科学家以自由研究的文化空间，但科学家本人不能没有良知，科学的发展也不能背离人

类社会普遍认同的良知。

　　从中国文化现代发展的大势看，牟宗三之所以如此重视“良知坎陷”，并把它作为儒学第三期发

展之关键，其实是西方科学强势促逼的结果。如果从儒学本身的发展来看，“良知坎陷”也是当代新

儒学对时代要求的回应。最为难能可贵的是，牟宗三在应对西方科学强势促逼的同时也看到了西方近

代科学发展的弊病，认为现代人类若不本良知而行，仅仅依靠科学的所谓“发展”适成“破坏”。他

说：“然则有坚强之形下成就，而无真实之文化背景者，虽曰日益飞扬，实则日趋自毁耳。”[3]6这

正如王阳明当年提出“知行合一”说一样，既是为了救时弊，也张扬了知行本体不可分之说。古今贤

哲之心有所通也。

　　在中西文化的大层面，牟宗三还有更深广的省思。他在《道德的理想主义》一书中，指认西方文

化为“以气尽理”的文化，顺着生命之发散，把才情气扑向一具体对象而在其中尽理成就文化成果。

而中国文化是“以理生气”，是逆回来以润泽调获安顿此生命之学问。西方人只有顺，而无逆。故有

许多成果，灿烂可观。顺之，则才情气用事，逆之则德性用事，成圣成贤。而圣贤人格非文化成果。

正所谓“‘顺之则生天生地’与‘逆之则成圣成贤’两者之须谐和统一，相资相补，自不待

言”[]178-186。牟宗三通过“良知坎陷”开出科学的理论努力，也正是试图在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之

间找到切入点，以达到疏通融合之妙。

　　如今，伴随着科技的发展，也引发了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网络安全等一系列社会问

题，因而许多学者都在呼吁把科技与伦理结合起来，但如何结合却值得深入研究。牟宗三理论体系中

对“良知与科学”的思考和安顿，无疑为这一研究提供了一些借鉴。显而易见，科学与伦理的结合并

非是二者的直接交融。科学作为人类文明中的理性，自有其独立的价值，但是科学无论如何还是人的

活动，科学的发展始终应该受到良知的价值引领。通过唤醒良知可以塑造人，有良知的人去从事科学

活动，就可以最大可能地减弱人类的“理性”对“理想”的背离。

　　①牟宗三在1979年出版的《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一书中提到，《王阳明致良知教》一书可以作

废，但“致知疑难”一段至今未变。

　　②陈迎年在《牟宗三的“假定”困境：良知坎陷的暴力与无力》一文中提出对牟宗三的批评可以

分为左右两边，但是二者有何区别语焉不详，故在此以“顺逆”取代“左右”。

　　③林安梧区分了“发生的次序”、“学习的次序”与“理论的次序”，西方从无到有历史地发展

出科学民主乃是“发生的次序”；其他民族则学习之而有“学习的次序”；从理论上解释之则有“理

论的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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