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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海瑞的浩然之气 

赵轶峰 

[摘 要)海瑞在训谕士子、论学、谏诤、为官四个方面的具体言论显示出，他的心胸、人格、作为受孟子及陆 

王心学影响至深，一生追求“集义以生浩然之气，为贤为圣”的通儒境界，尊德性而道问学，以天地仁民之心为 

心，故能清俭廉明，威武不阿，爱民如子，勇于兴革。从此角度看，海瑞是一位以儒者学识心胸 出仕的志士，故其 

气象超拔于普通循吏、清官之上，更非酷吏之属可以比拟。此外，海瑞的心胸思想亦折射出当时心学无可忽视的 

社会形塑力以及士大夫阶层对于陆王心学与朱熹理学之异同的深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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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字汝贤，号刚峰，海南琼山人，先世曾居 

番禺，中举后出任福建南平教谕，官至南京右都御 

史，卒后谥忠介。他在世的时候，就因清廉、爱民、 

遏制豪强、刚直敢言，以及推行一条鞭法的改革和 

疏通东南水利的功绩，名动朝野。《明史》记载，当 

其卒时，居所“葛帏敝篇，有寒士所不堪者”，赖同 

官为之“醵金为敛”，人民为之罢市。“丧出江上， 

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①同时代 ， 

已有多人为之作传。后世史籍，更是书之不绝 ，以 

至于今。帝制时代的一位官僚，出生于当时的偏远 

地区，无显赫家世，于科场中仅取举人名目，为官亦 

非出将人相、玉堂金马，著作也不称宏富，何以能够 

在五百年世事推移中，巍然不朽?今逢海瑞诞辰五 

百周年，回顾他的作为，缅怀他的业绩，梳理他的思 

想，体察他的精神，对于深化明代历史人物研究，汲 

取海瑞身上具有积极意义的文化遗产，都有重要的 

意义。不过，迄今研究海瑞的著述，多关注他为官 

清廉刚正的作为业绩，很少关注他的心胸思想。循 

吏、清官、建德立功者，代而不绝，而能如海瑞那样 

凛然震铄古今者，凤毛麟角，故其精神必然别有境 

界。本文认为，海瑞学问、精神，源于孟子学说，涵 

泳得之陆九渊、王阳明思想，清廉刚正仅其表用，尊 

德性而道问学是其旨归。今人如欲有所汲取于海 

瑞精神，固当了解其表用，尤当揣摩其旨归。 

一

、海瑞训谕士子说中的浩然之气 

海瑞出仕之前著有《训诸子说》。从文意看， 

是教导从学弟子的口气，表明他年轻时曾经做过塾 

师。②从内容上看，这篇文字不仅表达了海瑞对学 

生施教的方法，尤其表达了青年海瑞胸中的气韵。 

其说云： 

二三子之从游于吾者，何为哉?天之生此人也 

而百责萃焉。古之人所谓通天地人日儒。《大学》 

之八条目，知所先后其事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 

能了此无惑，故从其先得者而问焉。其不免 日程课 

于文艺者，盖有司须此以贡士，发挥而涵泳之，于此 

有力也。其售与不售不与焉。【1] 

这就表达了对于士子求学之本义的一种超乎 

功名利禄的理解。在海瑞心中，为人求学之本义， 

是为通达天地人，成为能够承担天赋责任的儒者。 

在他看来，当时的许多人已经失离了这样的正道： 

“今之从事于学，有以圣贤自许者乎?而决状元进 

① 张廷玉等：《明史》卷226(海瑞传》，北京：中华书局，I974年，第5932页。本文引出晚近标点本文献时有对标点方式做改动处，不一 
一 注明。 

② 有学者认为海瑞此文是对县学中同学而追随者而发，但文称《训诸子说》，毕竟不是对同学语气，而且文中有“瑞于诸子有一日之雅， 

于经授或未尽焉 ，而饬躬励行，人之模范，敢侈然 自谓足以当之而无歉者。”应是师生关系写照。故且做此说。见海瑞：《训诸子说》，《海瑞 

集》上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页。本文所引《海瑞集》皆为此版本，不另注。 



 

士于科第者，人恒壮之。此学奚 自而来哉?”(2]海 

瑞立心有以正之。他自认教授经典未必尽达善美， 

“而饬躬励行，人之模范，敢侈然自谓足以当之而 

无歉者。”这是身体力行，引导学生将“尊德性”作 

为“道问学”的基础，进而“以识真诲人”，使学生良 

知发现，日新日进。他接下来告诉学生，修身问学， 

不可为流俗左右而生畏怯之心。能够躬行圣贤之 

道而无愧于心，志气充盈，然后可以如“仲由不耻 

绲袍之立，孟轲藐大人，伯夷之敢于非圣人”。“不 

然，徒缀酸文、识陈语，为后日富贵故乡之计，视百 

责于我何如!纵其一举而进立于卿相之列，吾为二 

三子丑之矣。”[3]以僻远之地教授二三子弟的一介 

士人，竟然以学通三才、担当天萃“百责”为心，取 

法子路、孟子、伯夷之流，视科场功名为不足道。青 

年海瑞，已有荦荦不群的气象了。 

海瑞中举后得委任为福建延平府南平县儒学 

教谕。他并不以此职为卑微，就任后兢兢业业，以 

为践行其心志的机缘。上任后，他发布了一份对本 

县生员的《教约》，凡十六款，申明自己担任此官的 

一  理念和对生员的要求，在表达其士子教谕思想的同 

三罟 时，以更具有实践指向的方式申说了他培养士子浩 
= 然之气的追求。 

= 其首款即指出，求学问需先明立身行事的基本 

詈言 道理，然后学问自有进境，“勿以恶小而为之”，行 
三2 事无所愧于心，就能“集义以生浩然之气，为贤为 

三 圣，异日为国家建伟业无难矣”(4]。这表明，海瑞 

===_̂ 追求的浩然之气，基于立身以义，为善无恶，自然理 

直气壮，上与圣贤心志相同，出而为仕，自然有所作 

为。其下款强调知行合一，真读书人必不可“弃身 

于小人之归”。所谓小人，一为“乡愿”——“居之 

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之谓；一为“义气人”——傲 

慢、猛悍、不逊、不悌之谓。乡愿的含义，其要在一 

“似”字，含糊虚伪，真正的忠信廉洁反而为之混淆 

泯灭。海瑞一生批评乡愿，不曾稍懈。“义气人” 

是刁悍之人，气息根于情欲，而孟子所云养浩然之 

气，气息端正刚毅，二者不可同El而语。继而要求 

学子作文章，须得以“平日体认道理明白，立心行 

己，正大光明”为神，涵养所至，文章“流之胸中”， 

自然着实，日后方可“为天下用”。在进而申明以 

朱子教人六法——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 

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为学子读书致 

知之进径之后，海瑞要求士子留心经术致用，不可 

徒以帖括章句为事。说云： 

体用原无二道。明经体也，以之商榷世务，必 

有道矣。第经术概言其理，世务非一一自其事而讲 

求之，有不能中肯綮而尽事情者⋯⋯诸生如经史稍 

通，堪居仕列者，量将边防水利等事每月讨论一二。 

本职就中命策考试。否，亦于背复时诘其所以 

然。[5] 

这段话表明，海瑞严格督责士子修身立德、读 

书致知的目的在于用世，他完全能够体察读圣贤书 

与经邦济世之间的关系，绝非困守故纸旧说不通世 

变的迂腐者，也非失离根基、自用聪明的狂妄者。 

学界对明代经世致用之学或称“实学”研究颇多， 

大多认为是更晚时期针对王学“空谈心性”、“束书 

不读”流弊而起的学术倾向，甚至是有启蒙色彩的 

学术倾向。海瑞推崇王阳明心学，他的此处说法表 

明，王学本亦有讲求经世致用的思路，且其追随者 

在嘉靖中期已有经世致用的身体力行。经世致用， 

本就是海瑞浩然之气的践履路径。 

接下来连续四款，皆关乎生员礼仪行为和仪态 

修养，其目的则在于养成士子的自尊自重。其说先 

引据孔子所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语，然 

后规定：“今后诸生凡遇一应圣寿正旦等事，并在 

学家居见官闲处，拱揖拜立皆必如礼。”不可放纵 

不检。“今后生员之家冠婚等事，须行禀依礼而 

行”，以为世俗表率，为“异日将为朝廷治平天下” 

预留地步。进而，学校教官依 “朝廷为诸弟子求 

师”之义，与诸弟子不求而不教之私塾教师不同， 

故诸生参见教官，于拜揖之外，“不许更执货物以 

进”。“诸生欲以道义自处，请先以道义处人。”(6] 

依照同理，原来实行的学校从生员中敛取的公堂银 

两及为接待上司而由生员分摊彩帐之费的做法，俱 

加废除。此外，“诸生接见上人，《会典》诸书明有 

礼节。今后于明伦堂见官，不许行跪，学前迎接亦 

然。本学在郭外接官，不许离关门出郊野。宪司官 

至本县，一见后不许再同有司行三日揖。有犯于各 

衙门，罪人也，亦勿得免冠叩头，奴颜哀免，自贬士 

气”[7]。这些规矩，意义远非仅仅使得生员懂得及 

实践礼仪规范，其深意在于养育士人内心的威重， 

养成士类尊严的荣誉感，从而使得道德自律成为这 
一 可能担当天下事的人群内在的诉求。海瑞寄望 

于生员，其实不仅在于其人仕后的将来，亦在当下： 

乡贤、名宦、孝子、节妇，朝廷旌之礼之，所以彰 

先德、励后人也。有未举者，诸生商榷举之；举之未 

正者，商榷请废之。知而不言，异 日将何以直言天 

下事耶!学校公论所自出，诸弟子行之。【8] 



 

这是要在学生员直接担当起天下公议的职责。 

研究者曾非常关注明末清初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中《学校》一节中以学校为天下公议之所的思想， 

多认为具有新的时代启蒙意义。读海瑞此番言语， 

当知黄宗羲的思想其实仍在儒家传统之内，且就明 

代而言，早经海瑞加以一定程度的实践。 

因为将士子视作未来平治天下的人才，海瑞自 

处严师以教导之，也因为士子身上寄托了海瑞 自己 

平治天下的理想，他直言，“第本职养诸生如父母 

深闺养处子”，容不得学校的任何吏员对之进行索 

取 ，“学校地光明洁净，容尔一贱吏私为污秽，理必 

不然也”[9]。海瑞寄托在士子身上的，是平治天下 

的追求，这种追求与当时社会实际已经流行的为身 

家计而读书科举的风气并不相侔。故海瑞在任淳 

安县令时，对教官一职又做评说云： 

教官掌一邑之教，一邑之臃肿薄质，俱赖其陶 

成。况门下皆俊杰之秀乎?所事事比俗吏簿书词 

讼不同，虽不能如尼父设教洙泗人三千；王通演教 

河汾士八百，即淳邑簪缨济济，不为少矣。掌学教 

者谓可安闲以 自旷乎?应将经书、性鉴、子、史、诸 

集，与群弟子朝夕讲习，月日会课，切磋琢磨，使之 

义理明而心性醇。异 日登之仕路，文章 由道德发 

出，事功从学问做来，有裨于国家，有济于生民，亦 

以见学优则仕之明验也。[10] 

这里，在海瑞对任下教官的要求中，可以看到 

海瑞精心培育士子的拳拳之心，并且可以领会今人 

往往轻描淡写地提到的科举时代“学而优则仕”一 

语在海瑞心中的涵义。在海瑞看来，须得在精研经 

史诸书，达到义理分明而心性醇良地步之后，登于 

仕途，“文章由道德发出，事功从学问做来 ，有裨于 

国家，有济于生民”，方才体现了学优则仕的真谛。 

不是科举高第便证明了学优，惟学优而后出仕，方 

能有裨于国家生民。如此，学而优则仕，是一个崇 

高的事业，今人每每将之做苦读谋官解，怕是因自 

己无学而将古人心胸看得卑污了。 

二、海瑞论学中的浩然之气 

海瑞念之在兹的浩然之气源出《孟子》。孟子 

的学生公孙丑问孟子之所长，孟子答日：“我善养 

吾浩然之气。”公孙丑追问其详。孟子答日：“难言 

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 

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 

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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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11]大意说，人在长期正当行为中，修养蕴集 

起一种道德自信气象，天地人一体同理，故此气象 

与天地之道应和，充沛盈满，凛然而不可犯。如若 

有愧于心，则此气萎靡。孟子此说，赋予战国以降 

的士人一种在超越世俗利害甚至生死层面的崇高、 

自信、尊严感 ，也赋予他们一种可以实现高度 自律 

的概念、话语和自我培育的途径。这其实是儒学得 

以长久承托中华文化内里之道德节律的一个大关 

节。而海瑞，正是从服膺孟子，到由宋明心学一脉 

的论说语境中真切体悟了那种浩然之气境界的一 

个人。 

海瑞论学，对朱熹多有批评，对陆九渊、王阳明 

则大为推崇。相关论著主要是他的《朱陆》一文和 

少数几篇讲解四书的短文。在这些为数不多的文 

章中，海瑞非常清楚地表述了他对于儒学尤其是宋 

代以降的儒家诸学派之思想学术的见解。他认为， 

朱熹与陆九渊二人学说，即宋代以后儒学中狭义理 

学与心学两种学说，以心学为高明、正大。因为 

“维天之命，其在人则为性而具于心，古今共之，圣 

愚同之”[12]。尧、舜、禹先得此道，因有“危微精 
一

，允执厥中”之传。其后有孟子得其道，因有学 

问之道惟“求放心”之说，有“大人者，不失其赤子 

之心者也”之说。故问学修身，需从本心出发。若 

“舍去本心，别求之外”，则失离圣人之道。陆九渊 

之学得之孟子，故能为正。朱熹则不同。他笃信 

《大学》，然而未能明了《大学》中的致知在格物，是 

为了实现诚意、正心的道理，“平生误在认格物为 

入门，而不知《大学》之道，诚正乃其实地。以故一 

意解书⋯⋯”他“平生欲读尽天下之书，议尽天下 

之事，“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事毕矣”。 

“天下之书可得而尽读之乎?事可得而尽议之 

乎?⋯⋯入门一差，是以终身只做得《大学》先之 

之功，不尽得《大学》后之之益，无得于心，所知反 

限。”[13] 

他举出颜回为例说明著书并非一定证道。颜 

回并不著书，但能躬行心得，言行之间，文辞之外， 

不迁不贰，不违如愚，连孔子也以道统寄望于他。 

朱熹“舍去本心，日从事于古本册子，章章句句 

之”。“《楚辞》、《阴符》、《参同契》、韩文，皆其年 

年月月训诂之册。”直到病危，犹在注解章册，“溺 

于诵说，没身不复”[14]。对于圣人的著述，需能躬 

行其精神，有所心得，以此之余研读文句之问，可以 

充实养盛，更得其用。朱熹以“读书为先，求心反 

为后”，是颠倒了次第。所以，朱熹一生致力于经 

书子史之间，固然功不可没 ，但是 ，“圣真以此破 



 

碎，道一由此支离，又不能不为后人之误。功过并 

之，而使人繁于枝叶，昧厥本原，其过为大。三代而 

后，学之陷溺如朱者，比比然也。朱子欲以其学为 

天下宗，天下亦以此信宗于朱子。故予不及其他， 

独指朱子为过”[15]。 

海瑞认为，王阳明之学，以“致良知”为要，其 

解说经典时弃朱熹已有之说者，多是关于心性问题 

的，虽然也有朦胧未明处，“犹不失为本原之养”， 

故阳明高于朱子。 

海瑞对朱子的批评以及他对陆九渊、王阳明的 

认同，还可以用他的另一句话来表述：“道问学之 

功，为其尊德性而设。”[16]在他看来，朱子的失当， 

要在将道问学之功当作了目的，忽略了问学致知是 

以尊德性为旨归的。①海瑞在解释《孟子》中的“学 

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时指出，人们钻研 

学问，就是为了将其迷失的本心寻找回来。这是 

《孟子》与陆九渊、王阳明一脉相承的一个关键线 

索。海瑞于此深有心得，认为：“盖天之生此人也， 

赋之仁德具于心，既生之后蔽于物欲，形而后有，亦 

三 或拘于气禀，心放而仁非己有矣。”所以，“学也者， 

量殳 学吾之心也。先圣人得心所同然于古，是以有古之 

菖c，、 学，学非外也；问也者，问吾之心也。贤人君子得心 

善 所同然于今，是以有今之问，问非外也。学问之功， 

三 为求放心而设。”[17] 

三 海瑞的尊德性、求放心，概念源自孟子思想，领 

旨 会启发于陆九渊、王阳明，这是在前引文句中可以 

直接看到的。除此之外，还需注意，海瑞这样主张 

的逻辑原点，都在天命具于人心——“维天之命， 

其在人则为性而具于心。”这在他年轻时讲到的 

“天之生此人也而百责萃焉”中，已经可以看到。 

沿着这样的逻辑来求学、治学，一旦有得，自然就有 
一 种本我与天地共鸣回荡的浩然之气，自然有一种 

至刚的气韵。他的同僚兼同乡王弘诲说他：“其学 
一 切以刚为主。其谭说道理，雅尚节概，非阳浮慕 

之而创名为高者。自辞受取予进退以至拱揖逊让 

居室食饮，务画地而趋， 阿之态，侧媚之行，绝不 

以缁于心而染于躬。用世之志，老而不衰。”[18]他 

是理解海瑞的风骨气象与其学术的关联的。 

朱、陆学术之高低，牵涉甚多，原不能以海瑞一 

家之说为定论。此中的要点，不在宋明理学内部学 

术异同之辨析，而在明了海瑞本人学术思想之根 

基，是上承孟子而启迪涵泳于陆九渊、王阳明之心 

学的，从而海瑞的浩然之气，乃得根源了然。与此 

同时，陆王之学可能造就何等心胸的士大夫，也可 

在海瑞身上看到大意。 

三、海瑞疏谏世宗说中的浩然之气 

嘉靖四十五年二月一日，时任户部云南司主事 

海瑞因上疏劝谏嘉靖皇帝放弃道教玄修而触犯 

“龙颜”。该疏要求皇帝“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 

治安”，言辞激烈，嘉靖帝本人以之拟比干之责纣 

王，传本不绝，多题为《治安疏》。疏颇长，取大意 

论之。 

首先是责备嘉靖帝不君。因为君主身上担负 

天下万物之责任，凡与民生利弊有关者皆应知晓， 
一 有不知，即不称职；君欲洞悉民隐，需使臣工坦诚 

尽言，而今皇上喜谀恶直，不称君道。语云： 

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惟其为天下臣民 

万物之主，责任至重，凡民生利瘼一有所不闻，将一 

有所不得知而行，其任为不称。是故养君之道，宜 

无不备，而以其责寄臣工，使尽言焉。臣工尽言而 

君道斯称矣。昔之务为容悦，谀顺曲从，致使实祸 

蔽塞，主不上闻焉，无足言矣。[19] 

进而以汉文帝言，其人有近民之美，尚有怠废 

之政，不能达于天下治安，颂之者为阿谀。嘉靖帝 

即位之初，“划除积弊，焕然与天下更始”，天下仰 

望其作为。然而其即位之后，“锐情(精)未久，妄 

念牵之而去矣，反刚明而错用之，谓遥兴可得而一 

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日民之脂膏在是也，而侈兴 

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数行推广事 

例，名爵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 

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 

宫，人以为薄于夫妇。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 

旱靡时，盗贼滋炽，自陛下登极初年，亦有之而未甚 

也。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 

如悬磬，十余年来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 

而亿[臆]之日：‘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 

也 。”’② 

如此则不仅未称君德，父子、夫妇之伦也未能 

无亏，且致天下穷困怨望。即使后来罢黜严嵩父 

① 海瑞在他四书讲章中，也曾提到“道问学之功为尊德性而设”一语，见海瑞：《海瑞集》下编《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第503页。 

② 海瑞：《海瑞集》上编《治安疏》，第218页。按文中“情”字当为“精”字之误；“破产礼佛”一语，疑为后人润色阑人。盖世宗修道家长 

生之术，且厌恶佛教，云其破产礼佛，甚不协于事实。 



子，仍然“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汉文帝远甚”{2o 3。 
一 意玄修，不仅失离人君、父子、夫妇之德，靡 

费天下资财，民穷人乱，而且造成庙堂之上，阿谀成 

风，吏治腐败，成诸臣之罪： 

乃醮修相率进香，天桃天药，相率表贺。兴宫 

室，工部极力经营；取香觅宝，户部差求四出。陛下 

误举，诸臣误顺，无一人为陛下一正言焉。都俞吁 

口弗之风，陈善闭邪之义，邈无闻矣，谀之甚也。然愧 

心馁气，退有后言，以从陛下；昧没本心，以歌颂陛 

下。欺君之罪何如!⋯⋯一意玄修，是陛下心之惑 

也；过于苛断，是陛下情之偏也。而谓陛下不顾其 

家，人情乎?诸臣顾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败、赃 

败、不事事败，有不足矣⋯⋯陷陛下误终不复，诸臣 

欺君之罪大矣。[21] 

“陛下之误多矣，大端在修醮。”修醮为求长 

生，然而自古即使尧、舜、禹、汤、文、武圣明之君，尚 

且不能长生，汉、唐、宋方士修玄为事，并无一人存 

活至于今Et。指导皇帝修玄的陶仲文自己也不能 

无死，则仙药不能使人长生显然，何以听信左右奸 

人，以启妄念，肆其侮弄，以致良莠不分，“洁己格 

物，任天下重，使社稷灵长终必赖之者，未见其人 

焉”[22]。海瑞批鳞强谏，意在使嘉靖帝改弦更张： 

陛下诚知玄修无益，臣之改行，民之效尤，天下 

之不安不治由之，翻然悔悟，日视正朝，与宰辅、九 

卿、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十年君道之误， 

置其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上；使其 臣亦得洗 

数十年阿君之耻，置身与皋、夔、伊、傅相后先，明良 

喜起，都俞吁砩⋯⋯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23] 

结末 ，海瑞重申了他的天人观： 

天地万物为一体，固有之性也。民物熙浃，薰 

为太和，而陛下性分中有真乐矣。可以赞天地之化 

育，则可以与天地参。道与天通，命由我立，而陛下 

性分中有真寿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有效者 

也。若夫服食不终之 药，遥兴轻举，理之所无者 

也 (24 3 

此语固为劝谏嘉靖帝而发，其间却也投射出海 

瑞人世参政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他看来，天地万 

物，包括人间事务，内中理路相通。为政者能使人 

民康乐，则上通天和，为政者自可得其所乐，此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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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真寿考，何可于丹药之中寻不朽?“道与天通， 

命有我立”，践履着淑世为民的理想，因而在天人 

之际体验着一种崇高和道义永恒感的海瑞，在一个 

迷途的世间君主面前，自然无从 自作卑微，自然是 

无所畏惧的。 

史载嘉靖帝见疏之初，“怒甚，抵其章于地。 

已，复取置御案，13再三读之，为感动太息”[25]。 

如此一个喜谀恶直的君主，没有如其平日所行那样 

重处海瑞，而是将奏疏留中，数月有余而未决定如 

何处置。后来因病烦懑，才将海瑞下锦衣卫追究主 

使者。在法司拟将海瑞大辟时，嘉靖帝还是将之按 

下。此时有户部司务名何以尚者，揣测嘉靖帝无杀 

海瑞之意，遂上疏请将其释放。“帝怒，命锦衣卫 

杖之百，锢诏狱，昼夜榜讯。越二月，帝崩，穆宗立， 

两人并获释”(26 3。嘉靖帝心知海瑞所行所言正大 

光明，不能以势屈，不能以死挟，其心已经叹服，而 

自己牵于积习和身体状况，又不拟真正改弦更张， 

甚是尴尬。这时有窥测迎合者插嘴，恰好成为他发 

泄愤懑的对象。宵小无识，祸由自取。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海瑞上疏批鳞，并非一时 

意气，不是怙忠卖直，也非仅为修补君德，是出于他 

的世界观，出于他的社会理念，出于他以天地生民 

为念的浩然之气。这种心胸境界，使得海瑞高出于 
一 般廉洁自守的清官，更不同于秉承君主意旨苛察 

臣民以落实君主权威的酷吏。在他心中，儒家的民 

本原则高出官员对君主服从的义务，因而他是一位 

仁者和志士。 

四、海瑞为官之道中的浩然之气 

海瑞任官数十年，声名远播，其道以清廉、刚 

正、锐意兴革为要。 

在南平教谕之后，海瑞升任淳安知县。《明 

史》说他当时“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27]。 

其母做寿，亦只由市上购肉二斤而已。及其身殁， 

家无长物，赖同官为之敛葬。(28 3这样的风格，颇如 

颜渊，居陋室而不改其乐，不是被规定而成，是修养 

而成，是其心志所求的。海瑞的清廉，为其同时代 

人叹服。史载张居正当国，忌惮海瑞峭直，曾令巡 

按御史察其起居之状。“御史至山中视，瑞设鸡黍 

相对食，居舍萧然。”御史叹息而去。{29 3 

海瑞的刚直，在其《治安疏》中已见大端，在其 

三十余年官宦生涯中，也能一以贯之。在他的淳安 

知县任上，都御史鄢懋卿出理盐政，“所过郡邑供 

办张甚，瑞为书于鄢，力言不可，鄢取他道往”(3o 3。 

总督胡宗宪之子路过淳安，因事发怒，惩罚驿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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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倒悬”。海瑞收缴他携带的数千两银子，然后 

报告胡宗宪有人冒充他的公子。在他出任佥都御 

史巡抚应天的时候，因其“威名藉甚，墨吏望风解 

印绶”[31]。“有势家朱丹其门，闻瑞至，黝之。中 

人监织造者为减舆从。”[32]海瑞的刚正风骨与其 

爱民情怀相互辅成。他一向痛恨大户兼并，在应天 

地区“力摧豪强，抚穷弱。贫民田入于富室者，率 

夺还之。徐阶罢相里居，按问其家无少贷。下令飙 

发凌厉，所司惴惴奉行，豪有力者至窜他郡以避，而 

奸民多乘机告讦”[33]。海瑞的刚直，每令当之者 

不堪，其中包括胡宗宪、徐阶、张居正，乃至嘉靖皇 

帝。以致他去世之后，官修史书在记载他的功绩风 

采之后，还不忘提到他“过刚不能容人，人有言其 

迂者”[34]。清代人所编的《明史》也说他“意主于 

利民，而行事不能无偏”(35]。他的某些主张，也的 

确过于严苛。比如他曾上疏给万历皇帝，主张为惩 

治官吏贪腐，恢复明太祖“剥皮囊草”及“枉法八十 

贯论绞”之法，皆失于过当，无可为其辩者。即使 

如此，我们应当注意海瑞的刚正峭直，是他立意而 

为。他有《乡愿乱德》一篇短论，录出如下： 

从古未有言及养气者，而孟子言之。古有诡随 

上容之说，即乡愿意也。亦无有若孟子之论剀切痛 

快者。盖乡愿馁其浩然之气以从俗。浩然之气孟 

子身有之，见乡愿若为身害。故言之详、恶之痛。 

今天下惟乡愿之教入人最深，凡处己待人，事上治 

下，一以乡愿道行之。世俗群然称僻性、称所行大 

过者，多是中行之士。谓如此然后得中道、善处世， 

则必乡愿之为而已。所称贤士大夫，不免正(取) 

道 乡愿调停行之，乡愿去大奸恶不甚远。今人不为 

大恶，必为乡愿。事在一时，毒流后世。乡愿之害 

如此!说者谓孟子扩前圣所未发，指养气言也。孟 

子之功不在禹下，当以恶乡愿为第一。① 

可见海瑞的刚正峭直，本是针对孟子曾激烈批 

评的乡愿，也即他所处时代流行的以调停弥缝为大 

高明手段的风气所展现的基本立场。乡愿的最大 

问题，是泯灭是非原则，当其充沛流行之时，所有学 

说、事理，都成表面作业，都做浮云，真意乃在功利。 

倘若不能自别于乡愿，海瑞立身的精神——他的生 

命的意义感和他的浩然自我，也就会被混沌到贪腐 

害民中行庸碌者流一处去。海瑞不放弃他的生命 

感，就不能不是刚正峭直的。 

海瑞的“锐意兴革”，包括水利公益设施方面 

的兴革，学政、行政管理方面的兴革，以及土地赋税 

制度方面的兴革。中举前后，他就曾上《治黎策》、 

《平黎疏》，主张改变海南地区的管理体制，以达到 

长久安治。在南平教谕任上，他制定《教约》，将自 

己对士子教育的理念融人生员管理制度中，已见前 

文。到任淳安知县不久，他制定了一部《兴革条 

例》，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属，详细开列该县衙门管 

理事务全部规则，其间有例行事务责任规范，更有 

诸多除旧布新的规定。该条例自成体系，颇有规 

模，展现出勇毅担当的精神和精明的手段，非有治 

平天下胸襟者不能办，应当单独考察，此处不加详 

论。②在兴国知县任内，海瑞颁布了《兴国八议》， 

开列“所见所闻事体有当兴当革者”共八项，其实 

相当于他在兴国的又一部兴革条例。这些条款为： 

屯田、地利、隘所、均赋役、红站马船、招抚逃民、哨 

官、革冗员，都在切实层面，并非空言。其后他人京 

为官，遂有《治安策》之上呈。由此可知，海瑞任 

官，每到一处，兴革一处，如今到了京城，便在庙堂 

之上发出兴利除弊的呼声。只是此番他不是首长， 

其呼吁也就不能如在地方一样落实为政策实践。 

其间海瑞的心志，却又是一以贯之，不曾消磨的。 

后来他出任应天巡抚，如先前在两任知县任上，立 

即颁布《督抚条约》，计三十六款，随后又颁布《续 

行条约册式》九条，一体实行。其内对于地方现 

状，也是多有兴革。[36]除此之外，他在应天巡抚任 

上还疏浚了吴淞江、白茆河，一度废除了募兵制度。 

这些兴革，并不是对明代根本制度的改革，其基本 

精神是从民本的原则出发而行的兴利除弊举措。 

当代学者中，多有将海瑞视为改革者的。这亦无不 

可，但应注意到海瑞的兴革举措都在具体切实关系 

民生的层面，且都在他直接管理的地域、领域范围 

内，并不以改变国家基本制度为目标。其本质，是 

儒家士大夫民本主义淑世济民价值观念的践履。 

海瑞虽然行事时或偏激，但其为官之清廉、刚 

正、锐意兴革、利民无私，是数十年一以贯之、至死 

未渝的。古来不乏造作清高者，然而到海瑞盖棺之 

Et，其所行光风霁月，已然无可置辩。古来不乏清 

华崇高的事例，然而能够一生清高如海瑞者，无论 

① 海瑞：《海瑞集》下编《乡愿乱德》，第 317—318页。按“正”字在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海瑞《备忘集》中做“取”，似当。 

② 海瑞：《海瑞集》上编《兴革条例》，第 38—145页。按明刊本《海瑞集》于该条例之后，附《量田则例》，可知海瑞在淳安令时期就已经 

在尝试推行土地丈量和赋役改革。其后刊本将该则例另列。见《海瑞集》上编，第 190—201页。 



古今，都是凤毛麟角。如此，海瑞人世为官的初衷， 

就更加耐人寻味了。对此，海瑞也是透过孟子的思 

想来体悟的，其核心是君子为行义而仕，非为禄养 

而仕。他说 ： 

人生天地间，日士、日农、日工、日商，皆男子事 

也。其事虽一，然士在行道，天地间惟道最大，故士 

居四民首。士当斯世，既贫而无养矣。日农、日工、 

日商，无非资身策也。此其事之在我者。一仕于 

人，则制于人。制于人则不得以自由。制于人而望 

于人者，惟禄焉。且云非出处之正。吁!非其正者 

而可以谓之出乎?以不正之出，悬望禄之思，此其 

心何如也?君子之仕，所以行其义。臣子之义，分 

无彼此，而以言高行道 自诿，失君子出仕义矣⋯⋯ 

“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为贫以进，宁复能后其食 

耶?孟子平日执不见诸侯之义，公(分)庭抗礼，直 

若壁立万仞之不可即者，莫非刚且大者为之。[37] 

因为为义而仕，君子有壁立万仞之威严，不为 

五斗米折腰 ，也不为高官厚禄而流于卑污。他还专 

门讨论过君子出仕与处野两途间的抉择，表达积极 

人仕以明道的人生观。他认为，以往人们常说君子 

处世共有二道，不仕则隐，其实道只一道，出仕为 

正，归隐只在不得已为之。原因是人与天地通性， 

不可不体会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世为事： 

夫人生天地，有是耳目口鼻之形，付之以天地 

万物之性。天地 以生物为心，生人之理尽 生意也。 

天地间尽此生意，是故君子出而仕人，不负天与。 

性在是，道在是，人皆可为尧舜亦在于是。[38] 

至于荷葆丈人之类隐士，并非高明得道之人， 

只是具“耳目口鼻之形而不知万物一体之义”者而 

已。至于孔子所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当 

知有道出仕有定仕 ，无道之隐无定隐。“出处二 

字，不可并论。去就二字，亦不可并论。就者君子 

仕人之正，去不得已为之。出者君子立身之正，处 

不得已为之。天下只是一道，舍此则失道。失道， 

失性矣。”[39]从中可见，海瑞之出仕，原是怀着应 

天地之性而行天下唯一之道的大感悟、大志气，不 

是为了个人的功名，也不是为了去伺候皇帝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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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肯追随贪腐阿谀尸位的流俗，真的是大有来 

由。 

如此再来看海瑞的为官之道，可以畅达其解。 

他有《政序三篇》，其一讲清廉爱民。他认为，“凡 

为吏至于黩货者，必左右有小人导之。”故为官者 

“交际不可不慎”[4o]。清廉并非仅为个人自好的 

事情，而是关乎天地之德：“素廉之吏然后能直人 

之冤抑。夫直冤抑可以动天地之德也，不可不勉 

也。廉不素立，虽明知人之冤抑而不敢直。夫不知 

犹可也，知而不敢直，此终身之憾也。”[41]循良的 

官员视民如子，为民可以与上司争是非： 

监司不严于君，不尊于天。吾百里之民，吾有 

所受之也。受之君，吾畏君；受之天，吾畏天。彼且 

与吾同畏者也。彼不畏君与天，然后与吾左，吾又 

安能屈事夫不畏君与天之人哉?⋯⋯大抵君子之 

爱民也，犹父母之爱子也。吾所称者，率吾所虑思 

也。今父母之为其子，多有出于常情所虑思之外者 

矣。能出于常情所虑思之外以爱者，乃民之父母 

也 。[42] 

其二辩为民与禄位的关系。认为，禄位是为民 

做事的条件，为民是 目的，爵位是达到目的所凭借 

的工具。他说： 

学者内以修身，外以为民。爵位者，所托以为 

民之器也。故服所以温体也，而以体温服则愚；爵 

位所以庇民也，而以民庇爵位则悖。古之人盖有遗 

其身、忘其家以急民者矣，况所重不若身与家者乎? 
⋯ ⋯ 夫爵位者，亦君子所藉以养人者也。而持一身 

之爵位以比于天下，若毫末之著马体也。今以爵位 

之故，坐视吾民之困苦饿冻冤抑而不为之所，是以 

所以养人者害人，杀无辜以争马体之一毫也。岂不 

左计矣哉?① 

其三论“君子忧道不忧贫”。认为一旦存了忧 

贫之心，就人了谋食的窠臼，做官就会以民为自己 

增益爵禄的工具，就会失去重轻之节，就会委蛇俯 

仰。“吾为天下为民牧者，必视民为己子而私之， 

然后天下之生可遂也。”[43] 

于是我们知道，海瑞做官的风格，不是怀了钱 

① 海瑞 ：《政序三篇》，载贺复徵辑：《文章辨体汇选》卷312，《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0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35—736 

页。按前引今人重编之《海瑞集》中华书局本收有此篇，所用为《江南通志 ·艺文志》本，但另外两篇皆未收。参见《海瑞集》第328—329 

页。其余两篇则今集未收。 



财爵禄的念头，不是为了博取封妻荫子，不是迫于 

朝廷的规章，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也不是为了迎合 

时潮，而是为了他的学识和理想。因为是一个有学 

识有理想的人，所以他的清苦、他的艰辛、他的风 

险，对他而言，都是理所当然、无可追悔、安之若素 

的。用他自己解释四书中“乐天者保天下”一语的 

话说：“乐天，言仁者之心也；保天下，言仁者心之 

量也。”[44]海瑞是一个通天地之性而得浩然之气 

的仁者，是他那个时代一个以最崇高的方式达成的 

觉悟者。 

五、结论 

海瑞不仅是一个廉洁刚正的官僚，也是一个儒 

家理想的思考者和践履者。他沿着孟子、陆九渊、 

王阳明的思想路线，找到了自我与天地宇宙同体的 

终极含义，从而找到了自我永恒的道路。他身体力 

行，积极入仕，一生不渝，把他所体验的天地生民之 

心，落实为自己救时淑世的苦心积虑和雷厉风行。 

他不是一个强自忍耐的苦行者，是一个感受着天地 

— —  集萃于其身的责任与使命的乐天的仁者。他也的 

看吕 确在中国文化精神历史上成为永恒了。海瑞的浩 
= 然之气，或与天赋秉性有关，但更本质的，不是性 

情，而是学识和理想，是一种生的自觉和意义感。 

海瑞的学识源本孟子，得陆九渊、王阳明心学的滋 

三三2 养启迪，达于融会贯通。如果我们能在海瑞一生足 

三  迹中看到他为民务实的拳拳之心和业绩，就应该知 

_̂ 道宋明时代的心学，并非本质上空疏玄虚，若能人 

其堂奥，就会成为具有高度实践指导性的，并且包 

含着无畏和进取精神的，浸透悲天悯人情怀的理想 

和方法。当然海瑞所不喜的朱熹学说，未必就没有 

同样的功用，海瑞分辨朱、陆，要在修养的路径，其 

儒者的心底目标，又是共同的。所以，即使晚近高 

明的学说，如仅得皮毛装饰身体，实践中只能增人 

之狡狯；即使古老朴素的学说，如能得其神髓，实践 

中也可使人气象升华。 

海瑞为官的清廉、刚正、为民、兴革，是以其学 

识、修养为根基的，因而他能够一生不懈。今人每 

有倡导海瑞精神者，但仅仅把他做官的履历拿来做 

个榜样，至多达成清廉严肃的风气；如欲将海瑞的 

品质作为文化养育的一脉意味深长的源泉，需能体 

察海瑞的精神自觉，需知海瑞的境界不是不学无术 

就可企及的。海瑞是 自觉的，自觉是一种精神境 

界，境界不是被规定的。海瑞有学识，有对生命意 

义的体悟，因而崇高。崇高的人难为卑污之事，是 

自然而然的。 

海瑞生活在五百年前。他所了解的学术、理 

论、思想、价值观、行为方法，未必较今日我们所了 

解的先进或高明。因而今人可以有许多轻松俏皮 

的话语用来谈论他，类似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 

那样，把他看做“古怪的模范官僚”[45]。然而海瑞 

固然是特立独行的人，在他活着的时候就令许多人 

侧目而视，但他委实没有那么古怪，没有古怪到不 

可理解或者只能用调侃的方式来谈起。今人觉得 

他古怪，是因为未能参透这五百年间有贯通的事 

理。古今有相通之理，因为天地宇宙在这五百年间 

很少变化，人生的意义虽有时代各自的色彩，其本 

质也未必变化，人获取生命意义感的途径，仍然相 

通联。所以，海瑞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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