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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栗谷《人心道心图说 》中的“图 ”纠错 *
谢晓东

沙日娜

内容摘要： 李栗谷的《人心道心图说》中的“图”存在严重错误。在“说”中对人心的规定是有
善有恶，
而“图”中人心的指向仅仅为恶； 在“说”中对四端的规定是道心及人心之善，
而“图”中四
端仅指道心而未涵盖人心之善。于是，“图”与“说”就存在严重冲突。其实，“图”对人心的描述
属于栗谷人心道心思想的前说，
而“说”对人心的看法则属于其人心道心思想的后说。导致“图”
存在错误的原因，
可以区分为非学术原因与学术原因。“图”之错误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
因而
不应轻视。应该在“图”中的“人心”一词与“善”一词之间加上一条直线，
从而既明确了人心有善
有恶，
又说明了四端涵盖道心及人心之善。一旦这样修改，
就消除了“图”与“说”之间的不一致。
关键词： 李栗谷 《人心道心图说》 人心之善

四端

错误

众所周知，韩国儒学的一大特点就是以图解说 。① 韩国儒者大多喜欢用以图解说的方法来表达自己
的性理学思想，一代大儒李栗谷 （ 名珥，1536 － 1584） 也不例外。 栗谷所作的图说不多，其中著名者为
《性情图说》和《人心道心图说 》。 就本文而言，我们所关注的是《人心道心图说》。《人心道心图说 》是
研究栗谷人心道心思想的核心文本 ，② 因而在东亚儒学的人心道心问题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而熟悉东
亚儒学的学者都知道，人心道心问题是东亚儒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 但是，笔者通过深度阅读发现：
《人心道心图说》中“图 ”与“说 ”存在两大矛盾，前者是关于人心的，而后者是关于四端的。 第一，在
“说”中对人心的规定是有善有恶，而“图”中人心的指向仅仅为恶； 第二，在“说”中对四端的规定是道心
及人心之善，而“图”中四端仅指道心而未涵盖人心之善 。这两大矛盾就意味着“图”与“说”出现了明显
不一致。笔者以为，这么重要的一份文献存在如此严重的问题 ，是值得仔细探究的。本文采纳的论证方
式是以人心为中心而兼顾四端。③ 需要指出的是，李栗谷的人心道心论述所直接针对的是李退溪“人心，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科规划办重点项目“东亚朱子学中的人心道心问题研究”（ 编号： FJ2016A026） 、教育部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东亚朱子学中的人心道心问题”（ 编号： 2016JHQ017） 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朱
*

子学的承传与创新研究”（ 编号： 13＆ZD062）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2 － 43 页。
① 李甦平： 《韩国儒学史》，
《人心道心图说》是绕不过去的。比如，张敏： 《立言垂教： 李珥哲学精神》，北京大
② 研究李栗谷的人心道心思想，
2005 年版； 林月惠： 《异曲
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杨祖汉： 《从当代儒学观点看韩国儒学的重要论争》，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2010 年版； 李甦平： 《韩国儒学史》，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以及一些韩国
同调： 朱子学与朝鲜性理学》，台大出版中心，
1973 年版； 以及《韩国儒学·哲学的展开》（ 中） ，延世大学
学者的论著，比如裴宗镐： 《韩国儒学史》，延世大学校出版部，
1985 年版； 李基镛： 《栗谷李珥·人心道心论研究》，延世大学校大学院哲学科 1995 年答辩之博士论文，李现
校出版部，
任延世大学哲学系教授； 宋锡球： 《李栗谷》，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 1993 年版。上述韩国内外的论著都极为重视通过《人
心道心图说》去研究栗谷的人心道心思想。
③

分析人心比分析四端更为根本，对人心的规定直接决定了四端涵盖范围的大小。如果人心是恶，那么四端就只

能与道心一致； 如果人心一旦兼善恶，在四端指善情的条件下，四端就必然涵盖道心及人心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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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情是也； 道心，四端是也”①的观点。退溪认为道心人心与四端七情之间具有平行对应性 ，而栗谷则试
图否定这种平行对应关系。笔者判断，这应该就是栗谷人心道心思想尤其是《人心道心图说 》的问题意
识所在。基于此，在《人心道心图说》中，栗谷认为四端涵盖了道心及人心之善 ，从而否定了退溪的道心
四端说； 他认为七情包括了道心人心，从而否定了退溪的人心七情说。

一、为何认定《人心道心图说》中“图”与“说”存在矛盾
我们在引言中已经简单指出了《人心道心图说》的问题所在，现在来具体说明为何认定“图”与“说 ”
存在矛盾。
1.《人心道心图说》文本
《人心道心图说》不是李栗谷一时心血来潮的作品 ，而是其奉朝鲜国王（ 宣祖 ） 的命令于壬午年撰写
并上呈的 ②。因而，该文献的严肃性是可想而知的。为了论证的便利，兹录其全文于下。
“臣按： 天理之赋于人者谓之性，合性与气而为主宰于一身者谓之心，心应事物而发于外者谓
之情。性是心之体，情是心之用，心是未发已发之总名，故曰心统性情。 性之目有五，曰仁义礼智
信。情之目有七，曰喜、怒、哀、惧、爱、恶、欲。 情之发也，有为道义而发者，如欲孝其亲，欲忠其君，
见孺子入井而恻隐，见非义而羞恶，过宗庙而恭敬之类是也。 此则谓之道心。 有为口体而发者，如
饥欲食、寒欲衣、劳欲休、精盛思室之类是也。 此则谓之人心。 理气浑融，元不相杂。 心动为情也，
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非气则不能发，非理则无所发，安有理发气发之殊乎？ 但道心虽不
离乎气，而其发也为道义，故属之性命。 人心虽亦本乎理，而其发也为口体，故属之形气。 方寸之
中，初无二心。只于发处，有此二端，故发道心者，气也，而非性命则道心不生。 原人心者，理也，而
非形气则人心不生，此所以或原或生，公私之异者也。 道心，纯是天理，故有善而无恶。 人心，也有
天理，也有人欲，故有善有恶。如当食而食，当衣而衣，圣贤所不免，此则天理也。 因食色之念而流
而为恶者，此则人欲也。道心只可守之而已。人心易流于人欲，故虽善亦危。治心者，于一念之发，
知其为道心，则扩而充之。知其为人心，则精而察之，必以道心节制，而人心常听命于道心，则人心
亦为道心矣。何理之不存，何欲之不遏乎？ 真西山论天理人欲极分晓，于学者功夫，甚有益。 但以
人心专归之人欲，一意克治，则有未尽者。朱子既曰虽上智不能无人心，则圣人亦有人心矣，岂可尽
谓之人欲乎？ 以此观之，则七情即人心道心善恶之总名也。 孟子就七情中剔处善一边，目之以四
端，四端即道心及人心之善者也。四端不言信者，程子曰： 既有诚心为四端，则信在其中矣。 该五性
之性，如五行之土，无定位，无专气，而寄旺于四时。 论者或以四端为道心，七情为人心。 四端固可
谓之道心矣，七情岂可只谓之人心乎？ 七情之外无他情，若偏指人心，则是举其半而遗其半矣。 子
思子以七情之未发者谓之中，已发者谓之和，论性情之全德，而只举七情，则宁有偏举人心之理乎？
此则较然无可疑者矣。性具于心而发为情，性既本善，则情亦宜无不善。 而情或有不善者，何耶？
理本纯善，而气有清浊。气者，盛理之器也。 当其未发，气未用事，故中体纯善。 及其发也，善恶始
分。善者，清气之发也。恶者，浊气之发也。其本则只天理而已。情之善者，乘清明之气，循天理而
直出，不失其中，可见其为仁义理智之端，故目之以四端。 情之不善者，虽亦本乎理，而既为污浊之
［韩］李滉： 《答李宏仲问目》，《退溪先生文集》卷三十六，《韩国文集丛刊》第 30 辑，首尔： 民族文化推进会，
1989
年，第 310 页。
以及正文的开头的“臣按”两字，以及文末的“臣不揆愚僭”五字，可
② 根据《人心道心图说》中“奉教制进”的话语，
①

以得出这个结论。壬午年是 1582 年，一年多以后，栗谷就英年（ 49 岁） 早逝了。故而，《人心道心图说》是栗谷名副其实
的晚年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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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所掩，失其本体而横生过或不及。本于仁而反害仁，本于义而反害义，本于礼而反害礼，本于智而
反害智，故不可谓之四端耳。周子曰五性感动而善恶分，程子曰善恶皆天理，朱子曰因天理而有人
欲，皆此意也。今之学者，不知善恶由于气之清浊，求其说而不得，故乃以理发者为善，气发者为恶，
使理气有相离之失，此是未莹之论也。臣不揆愚僭，谨作图如左。”①
《人心道心图说》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本，它集中阐发了栗谷对人心、道心概念
的界定，以及对人心道心关系的理解。该文一方面正面阐述了李栗谷的观点 ，
1501 － 1570） 的理气互发说。 为了使论文
另一方面又批评了论敌李退溪 （ 滉，
不显得过于枝蔓，有必要将论述聚焦到本文的主题之上 。
2.《人心道心图说》中的“图”与“说”之对比
现在，我们来具体对比一下“说 ”与“图 ”，看看二者的不一致之处。 先看
引文中的第一处黑体字，“道心，纯是天理，故有善而无恶。 人心，也有天理，也
有人欲，故有善有恶。”很明显，李栗谷对道心的善恶之规定是纯善，对人心的
规定是有善有恶。再看引文中的第二处黑体字，“孟子就七情中剔处善一边，
目之以四端。四端即道心及人心之善者也。”可见，四端涵盖了道心 （ 纯善 ） 与
人心之善。接着来看左边的“图”。我们聚焦于“图”的中、下部，②以从右到左
的顺序观察，首先可以发现： “图 ”将道心指向善，这和“说 ”是一致的，故而没
有问题。道心属于四端，是“天理之直出者 ”，这与文本中的语言一致，故而没
有问题。但是，在“说”中对四端的规定是“道心及人心之善者 ”，而“图 ”中四
端仅指道心而未涵盖人心之善。③ 这是第一处不一致的地方。其次可以发现，
在人心与道心所在的两条断线之间，有六个汉字“总名之曰七情 ”，这和“说 ”
中的“以此观之，则七情即人心道心善恶之总名也 ”的看法也是一致的。 换言
之，人心（ 有善有恶） 和道心（ 善） 的总名就是七情，即七情涵盖了人心与道心。
最后来看“图”中部的左边，又发现了一个矛盾： “图 ”将人心全部指向了恶！
这就和“说”认为人心有善有恶的话语直接冲突。 此外，人心之恶是“本仁而
反害仁”等，因而是“人欲之横生者 ”的图示，和“说 ”的内容一致，故而没有
问题。

二、如何解释“图”与“说”的矛盾
到目前为止，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 《人心道心图说 》中的“图”与“说 ”在对人心之善恶的规定性
上，以及对四端涵盖范围的大小上，确实存在着矛盾。但是，在继续这个方向之前，先考虑一下其他可能
性，或许是一种更为稳妥的作法。
《栗谷全书》卷十四，收入《心经注解丛编》（ 二） ，［韩］宋熹准编，大田： 学民文化
① ［韩］李珥： 《人心道心图说》，
2005 年，第 121 － 125 页。
社，
故而本文就不再讨论了。
② “图”的上半部没有问题，
在“说”中，有“四端固可谓之道心矣”的提法。换言之，“说”本身在四端的范围大小上也有内部
③ 需要指出的是，
冲突。其实，这也是本文的论证以人心为主，而以四端为辅的另一基本理由。相对而言，笔者更认可“四端即道心及人心
之善者也”的表述。理由之一，“四端即道心及人心之善者也”前后文有关于该判断的证明过程，而“四端故可谓之道心
矣”则是孤语，前后文没有分析说明。在这种情况下，有证明过程的效力更高。理由之二，“四端固可谓之道心矣”可以
解释为“四端不可只谓之道心矣”之误。假如这样，既消除了该句与前文的冲突，又呼应了后文“七情岂可只谓之人心
乎”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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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假设“图”没有问题，其成立的思想条件是什么？
或许有人会反驳道，李栗谷号称韩国儒学的“双璧”之一，是一位体大思精的哲学家，怎么可能犯这
种错误呢？ 况且，即便是他犯了这个错，难道之后 500 多年的韩国儒家都没有人发现这点吗？ ① 先假设
“图”没有问题，看看其成立的思想条件是什么。 根据“图 ”，道心是善，人心是恶。 那么，李栗谷到底有
没有这种思想呢？ 在笔者看来，答案是肯定的。关于人心道心论，栗谷先后有两说，前说是人心道心相
1535 －
为始终说，后说是道心为主人心听命说。② “人心道心相为始终 ”说，是李栗谷在和成牛溪 （ 浑，
1598） 的辩论过程中得以阐发的，时间是在西元 1572 年。“人心道心相为始终 ”说的原始表述是这样
的： “人心道心不能相兼，而相为终始焉。……人心道心相为终始者，何谓也？ 今人之心，直出于性命之
正，而或不能顺而遂之，间之以私意，则是始以道心，而终以人心也。或出于形气，而不咈乎正理，则固不
违于道心矣。或咈乎正理，而知非制伏，不从其欲，则是始以人心，而终以道心也。”③ 通俗地说，人心道
心是对立的，从道心出发，由于私意的作用，可以走向人心。 而从人心出发，主体予以克制后，可以走向
道心。在东亚儒学的人心道心思想史中 ，栗谷的这个观点非常独特。 其要点有二： 第一，人心道心是对
立不可并存的； 第二，人心道心可以相为始终。由于第二点和本文主题的相关性较弱，故而此处仅仅分
析人心与道心的对立性。就此点而言，栗谷是这么论证的。 在“人心道心不能相兼 ”命题中，所谓不能
“相兼”，指人心道心是“两边说下”，是“相对说下矣”。简单地说，就是人心道心是矛盾对立的。用学术
语言解释，就是人心道心之间不存在逻辑上的包含关系 。其实，相关说法在李栗谷答成牛溪的前两封书
信里多次出现。比如，在第二封答书中，栗谷声称，“盖人心道心，相对立名。 既曰道心，则非人心。 既
曰人心，则非道心。故可作两边说下矣。”④可见，人心和道心是对立的，不可并存的，是非此即彼的。 二
者的对立，当然是道德价值的对立，也就是善恶。栗谷在此处是把人心理解为人欲，从而道心人心等值
于天理人欲。⑤ 这个观点和二程的学说是一致的 ，但是却和朱熹的晚年定论，⑥存在明显不同。 故而，在
作为前说的“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中，人心与道心是对立的，人心是恶，而道心是善。⑦ 就此而言，上文
所引用的“图”中对人心的规定就和李栗谷关于人心道心的前说一致。 因而，可以认为，“图 ”成立的前
提条件是“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
2. 假设“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就是栗谷的定论，则“图”不必修改
但是，该“图”并不是“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的“图”，而是《人心道心图说》的“图 ”。 如果能够证明
《人心道心图说》里所提出的思想是和“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的思想是一致的，那么“图”也是不必修改
的。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本段是对第一种假设的深化与发展。 问题在于，“人心道心相为始终 ”说是

李柬（ 1677 － 1727） 对栗谷的人心道心思想有三处疑问，但是他却认为《人心道心图说》“是晚年定论也，其言至
（ 《巍岩遗稿》卷七，《与玄彦明丙申》） 专门研究栗谷人心道心论的李基镛，
精至粹。凡此三疑，无一毫几微于词句之间。”
①

也没有发现这个错误。韩国儒学研究权威裴宗镐在《韩国儒学·哲学的展开》（ 中） 一书里，大段引用了《人心道心图说》
中“说”的内容，其中就包括人心有善有恶的话语，同时也提到了“图”将人心仅视为恶。遗憾的是，他也并未意识到“图”
与“说”的不一致。具体参阅该书第 95 － 96 页。
《中国哲学史》2015 年第 2 期。
② 谢晓东： 《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是李栗谷的最终定论吗？》，
《栗谷先生全书》卷九，第 123 － 124 页。《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 211 册，景仁文化
③ ［韩］李珥： 《答成浩原壬申》，
1999。
社刊行，
④
⑤

李珥： 《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先生全书》卷十，第 148 页。
李明辉： 《李玄逸的四端七情论与“道心、人心”问题》，吴震主编： 《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学为中

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46 页。
人欲也’，此语有病。虽上智不能无此，岂可谓全不是。”《朱子语类》卷七十八，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年
⑥ “‘人心，
版，第 2010 页。
韩国内外的研究者普遍认为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必须在逻辑上预设道心与人心的相互对立。比如，林月惠：
《异曲同调： 朱子学与朝鲜性理学》，第 319 页。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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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谷一以贯之的观点并且也同时是其晚年的定论吗 ？ ① 我们知道，“人心道心相为始终 ”说是一种不稳
定的学说，是栗谷后来所放弃了的。当时，他把人心与人欲相等同，认为人心是恶，从而将人心污名化。
在《圣学辑要》（ 1575 年） 一书中，栗谷提出： “朱子晚年定论，不以人心为人欲。 盖人心，只是生于形气
者，虽圣人亦有焉。人心为主，不听命于道心，然后乃为人欲。”②此处，栗谷就认为，人心易流于人欲，但
人心本身并不是人欲。在该书里，栗谷解释道，“问人心道心，是情是意。 答曰： 通情意而言也。 发出底
是情，商量底是意。四端，偏指道心。七情，人心道心之总称者也。”此处，栗谷部分赞成退溪的观点，即
四端与道心的同一性，但是以七情涵盖人心道心而否定了退溪的七情与人心的同一性 。 当然了，比较
《圣学辑要》与《人心道心图说》，可以发现栗谷对四端的规定发生了明显变化 。 在前者中四端仅仅指道
心，③而在后者中四端却指道心以及人心之善 。这就说明，在《人心道心图说 》中，栗谷把四端的外延扩
充到了人心之善。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但遗憾的是，这个变化在“图 ”中没有体现出来。 在“人心道
心相为始终”说中，人心是恶，此时四端当然只能指道心。一旦《圣学辑要 》确定人心有善，其后果有二：
一是四端便会涵盖道心及人心之善 ，二则是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就不复成立 。至于七情，栗谷一向的看
法都是认为其是人心道心的合称。据此可以得出结论，“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至少在《圣学辑要 》中就
已经解体了，更不用说七年之后的《人心道心图说》了。
3.《人心道心图说》中的“图”是否是《圣学辑要》中的？
我们再设想一种可能性，就是《人心道心图说》中的“图”是否是《圣学辑要 》中的，而被后人误收进
《人心道心图说》？ 在我看来，这个假设有一定的解释力，即“四端偏指道心”的说法和“图”是一致的，而
七情（ “总名之曰七情”） 涵盖人心道心的说法和“图 ”也是一致的。 但是，《圣学辑要 》中对“人心 ”的规
定是，“朱子晚年定论，不以人心为人欲。 盖人心，只是生于形气者，虽圣人亦有焉。 人心为主，不听命
于道心，然后乃为人欲。”换言之，人心流于人欲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人心也可以上达为道心。 但是，《人
心道心图说》中的“图”则只是凸显了人心流于人欲的可能性，而完全忽略了其也可能上达返天理 （ 道
心） 。从这个角度而言，该“图”也和《圣学辑要 》是不相容的。 此外，要假设《人心道心图说 》中的“图 ”
是《圣学辑要》里面的，也缺乏事实上的依据。这里仅仅指出一点，即《人心道心图说 》与《圣学辑要 》都
是栗谷上呈给朝鲜国王的，其严肃性可想而知。 退而言之，如果《人心道心图说 》中的“图 ”是《圣学辑
要》的，那么《人心道心图说 》这个名称也就无法成立，而应该称为《人心道心说 》。 故而，上述假设不
成立。

三、“图”出现错误的可能原因分析、图错的后果及修正
在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该图的确有误之后 ，我们继续沿着这个理路展开分析 。
1.“图”出现错误的可能原因分析
在笔者看来，出现错误的原因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非学术原因； 第二，学术原因。 就非学术原因而
言，笔者以为，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 栗谷自己的“图”没有问题，而是在出版的过程中刻字的工匠 （ 活字
印刷） 弄错了。我们知道，栗谷的全集是门人在他身后编辑而成 ，没有经过栗谷的审查。 也有可能是栗

韩国学者宋锡球就认为该说是栗谷保持终身的观点，具体论述参阅氏著： 《李栗谷》，第 130 页。
《圣学辑要》（ 二） ，修己上，穷理章。
② 《栗谷先生全书》卷二十，
栗谷就曾经说过，“四端专言道心，七情合人心道心而言之也。”李珥： 《答成浩原
③ 在和牛溪辩论道心人心问题时，
①

壬申》，《栗谷先生全书》卷十，第 149 页。可见，四端与道心的同质性是栗谷长期持有的观点，在其末年的《人心道心图
说》中才最终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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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自己无意中发生了疏漏，从而造成此一大错。① 就学术原因而言，不排除是弟子们因为对栗谷人心道
心思想的理解有偏差，误以为本来是对的图出现了错误 ，故而在编辑过程中擅自把人心指向善的那条连
线删除了。在笔者看来，至少有两种理解偏差可以导致这种结果 ，其中一种是以为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
就是栗谷的定论。其实，在韩国儒学中，主流的看法就是认为该说是李栗谷的主要论点 。② 在这种情况
下，编辑者认为老师的图有问题而擅自删改 ，是完全有可能的。 另一种就是以为在栗谷的晚年定论中，
人心之善其实就是道心，人心之恶就是人欲，故而就没有必要在人心与善之间有一连接线。“许晟甫
问： ‘人心有善有恶，道心纯善无恶，人心之善亦道心也。’振纲答曰： ‘人心之善，亦可谓之道心也。 虽
然，忠于君，孝于亲，道心之属，而原于性命之正。 饥欲食，寒欲衣，人心之属，而生于形气之私。 人心道
心，各有所主而言也。若以人心之善，专谓之道心，则圣人只有道心而已。 朱子何以曰‘虽上智不能无
人心也哉？’③先生曰： ‘是’。”许晟甫秉承善的一本说，认为既然人心有善有恶，而道心纯善，所以可以
得出人心之善的实质就是道心的结论。 如果编辑者有类似于许的思路，那么他就完全可能删除其师
（ 李栗谷） 在人心与善之间原本存在的连线 。就学术原因而言，是否有可能是栗谷有意为之呢？ 在笔者
看来，这种可能性极小。如果将人心之善归入道心的范畴，则人心只剩下恶的属性，这样就与圣人也有
人心（ “虽上智不能无人心”） 的说法相矛盾。此外，栗谷又是明确持有两种善立场的。④ 所谓两种善就
是指人心之善是独立于道心的，因而存在可善的人心与纯善的道心这么两种善 。⑤ 在这种情况下，“图”
将人心只指向恶就不可能是栗谷故意为之。 况且，栗谷在“说 ”中根本没有给
出相应的关于“图”中人心只指向恶的原因说明。
2.“图”错的后果
《人心道心图说》是研究栗谷人心道心思想的核心文本，如此重要的材料
中却出现了“图”与“说”不一致的错误。在笔者看来，上述错误至少造成了以
下严重后果： 第一，显性的后果之一是，“图 ”与“说 ”构成了两张皮，即“图 ”
“说”自说自话，“图”“说”分离。第二，显性的后果之二是，说明栗谷在撰写该
文本时的思维有不够清晰之处。“说”的前后文中对四端是否涵盖人心之善有
不同看法，“图”至少在人心是否有善这一点上和“说 ”唱反调。 第三，隐性的
后果是，相当程度上导致栗谷发展人心道心思想的意图失败。 这是因为“图 ”
对于人心的规定是恶，这点和栗谷的人心道心前说较为接近 ，而和后说有明显
距离。在后说中，他已经对人心的价值属性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 ，进而指出
人心不仅有恶而且有善，因此人心是合善恶的。 此时栗谷的思想实际上已经
从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转变为人心道心统一说，即道心为主人心听命。“图 ”
的错误可能会误导大家怀疑栗谷是否明确发展了其人心道心思想 ，从而认定

①

1681 － 1767） 就是这个看法。他说道： “但人心下一小脉，连于善字边，乃可以明其兼善
韩国儒者尹凤九（ 屏溪，

（ 《宋絅汝栗谷〈人心道心图说〉讲说》，《屏溪先生集》卷三十八） 但是，屏溪只是
恶之意。而无其小脉者，或失照勘耶。”
“人心”
“善”
与
之间缺乏一条连线，其原因可能是偶然的失误。本文却对此予以了系统而深入的论证，同时还辅
怀疑在
以四端亦涵盖了人心之善的论证，从而得出较为可靠的结论。
第 304 页之注释 4。
② 林月惠： 《异曲同调： 朱子学与朝鲜性理学》，
金振纲所录。
③ 《栗谷先生全书》卷三十一·语录上，
④
⑤

谢晓东： 《精微之境： 李栗谷对人心、道心的诠释》，《学术月刊》2015 年第 11 期，第 26 － 34 页。
1682 － 1751） 的《人心道心说》
（ 《南塘先生文集》卷三十） 中，他非常清晰地阐释了李栗谷的这
在韩南塘（ 元震，

个思想。具体分析可以参阅拙文《韩南塘论道心人心之关系》，《厦门大学学报》（ 哲社版） 2016 年第 6 期，第 31 －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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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是他的终身不变的观点 。①
3. 如何修改？
那么，如何修改“图”与“说”之间的不一致呢？ 笔者认为，只需在“图”中的“人心 ”与“善 ”之间加上
一条连线，②以补充其对应关系。一旦这么修改，就既明确了人心不是纯恶的而是有善有恶的，又同时
满足了四端不仅指道心也指人心之善 。为了形象化这个修改，可以参阅左图。仅仅一条简单的连线，就
同时消除了《人心道心图说》中“图 ”与“说 ”之间的两处不一致。 可见本文有巧合之处： 两个不同的矛
盾，解决方法却是同一个。于是在修改后，“图”错所导致的一些后果就得以避免，从而对于正确理解栗
谷的人心道心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栗谷先生全书 》即将交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笔者建
议相关方可以考虑修改原图，或者加一个脚注提醒读者原图可能有误 。对于栗谷学、韩国儒学以及东亚
儒学研究之深化，希望本文能够起到一点促进作用 。
（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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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召开
2016 年 12 月 25 日，冯友兰研究会于太阳城召开理事会 ，研究会会长陈来主持了会议。会议回顾了
前一阶段研究会工作，并对下一阶段工作进行了讨论。 冯友兰先生的女儿宗璞女士针对冯学研究的现
状和冯友兰研究会未来的发展，作了讲话。
会议确立了新的学会领导机构： 余敦康、牟锺鉴、蒙培元、李中华、陈战国为顾问。 陈来任会长，胡
军、李景林、乔清举、陈鹏任副会长。 乔清举兼任秘书长，赵金刚任副秘书长。 常务理事为： 冯锺璞、单
纯、陈晓平、陈鹏、范鹏、柴文华、陈来、陈少明、高秀昌、胡军、干春松、刘爱军、田文军、李景林、李翔海、聂
振弢、程志华、乔清举、张志强

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林月惠研究员也认为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就是栗谷的定论。那么，其观点的依据之一是
否就是该图呢？ 换言之。她是否受到了该图的影响呢？ 在我看来，完全有这种可能性。林的观点可以参阅氏著： 《异曲
①

同调： 朱子学与朝鲜性理学》，第 304 页。
当然了，从逻辑上也完全可以倒过来，即认为《人心道心图说》中的“图”没有错，而是“说”错了。不过如果这么
假设的话，那么整个“说”就崩溃了，而“图”也无法独存。
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