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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话题被转换为“情理’’“理欲”话题
——戴震关于性情问题的思考之三

马育良
(皖西学院中文系。安徽六安237012)

摘 要：在戴震关于性情话题的思考中。宋明儒的所谓“性情”关系问题，被转换为“情理”或“理欲”关系

问题。在探讨“情”的问题时，戴震反对舍情求理，实际上认为理应从情出。认为必须以来自于情、欲的理性再

对情、欲加以节制，使之“无过”又“无不及”。理欲之辨则主要涉及道德理性与生命本能的关系。戴震的理欲

之辨，既包括了辨理欲之别，又拓展为辨“私”“欲”之别。他认为人在实践领域中表现出的“不善”。乃是由于

“偏私之害”。宋儒没有处理好“私”与“欲”的问题。关键还在于佛道的影响。戴震特别强调建立于人、我主体

之间的“情理”，颇近于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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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戴震关于性情话题的思考中，“性”既被“人

伦日用”化，而且。被戴震理解为包括了情、欲、知三

种内涵，则“性”与“情”便失去了对应之关系，由此．

宋明儒的所谓“性情”关系问题，在戴震那儿，遂转

换为“情理”或“理欲”关系问题。

这里拟对戴震“情”说及“情”“欲”之别、以及

“理欲”关系作些剖析。

戴震曾提出所谓人性“三要素”说，“人生而后

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给于欲

者，声色臭味也，而因有爱畏；发乎情者，喜怒哀乐

也，而因有惨舒；辨于知者。美丑是非也，而因有好

恶。声色臭味之欲，资以养其生；喜怒哀乐之情，感

而接于物；美丑是非之知，极而通于天地鬼神⋯⋯。

是皆成性然也。”11140-41这段话是我们理解戴震关于

“情”、“欲”、“知”之言说的重要根据。其中的“欲”与

本能相合；“知”与“理”相关，分而别之，则可析为知

识理性和道德理性两个方面(本文着重探讨道德理

性)；关于“情”字，戴震则较多地与“欲”同论，或者

“情欲”、“欲情”连用。他很可能对二者在性质上的

相近或一致有所意识；同时，戴震也看到了二者的差

异性，所以才在“三要素”说中将二者并列。

在戴震看来，情和欲是人的自然本性，都因与

外部客观世界发生联系而产生变化：“喜怒哀乐之

情，感而接于物”，11140“昧也、声也、色也在物，而接于

我之血气；理义在事，而接于我之心知”，Ills“喜怒哀

乐之惨舒以分，时遇顺逆为之也。”1114’

欲既是本能，则其在情、欲的关系中．自是第一

位的，欲后于是有情，“凡有血气心知，于是乎有欲，

性之徽于欲，声色臭味而爱畏分；既有欲矣，于是乎

有情。性之徵于情．喜怒哀乐而惨舒分。”I捌并且二

者并存，维系着人的物质和精神的生命存在：“生养

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

然之符，天下之事举矣。”12164“合声、色、臭、昧之欲，

喜、怒、哀、乐之情，而人道备。”Il研

至于情欲自身．则无所谓善恶，而且人有欲有

情，才能有所作为，“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

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

理”。【1哗但若对二者处置不当，便容易流于为恶，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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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出现所谓“欲之失为私，私则贪邪随之矣；情之失

为偏，偏则乖戾随之矣”的现象。

此前的儒家，～般对情与欲未如戴震那样严加

区分，戴氏将其区隔为欲(本能)、情(心理)两个非理

性层面，从而使他们作为理性层面的相对概念而在

外延上显得更为周全。

梁启超曾称戴震的哲学为“情感哲学”，其论日：

《疏证》一书，字字精粹。⋯⋯综其内容，不外欲

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就这点论之，乃与欧

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盖当时人

心。为基督教绝对禁欲主义所束缚，痛苦无艺，既反

乎人理而又不敢违。乃相与作伪。而道德反扫地以

尽。文艺复兴之运动，乃采久阏窒之“希腊的情感主

义”以药之。一旦解放，文化转一新方向以进行，则

蓬勃而莫能御。戴震盖确有见于此。其志愿确欲为

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

千年一大翻案。⋯⋯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

也。p}螂
梁论虽不无误读、发论过当且以偏概全之嫌。

但究其实。戴震关于“性”、“情”、“理”、“欲”的阐释

确实别具特色。

施扣柱曾认为，“戴震‘情’理论的一个突出要

点是不胶着于性或情的价值判断。而是紧紧抓住

情、欲作为人之为人的前提和基础以为讨论问题的

大前提，这使他的论述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戴震

‘情’理论的又一个突出要点是承认人在‘情’面前

的平等性，将‘情’与人的社会地位分离，从而也将

情的满足问题与人的社会地位分离，这就使他的人

性论打上了明显的人格平等的烙印。由此而引发出

戴震‘情’理论的第三个突出要点，即始终将问题置

于人我关系的框架之中，将是否遂己之欲、情，亦遂

人之欲、情作为衡量情、欲得失的社会性尺度，这不

仅使他承认情、欲自然性、合理性的观点与利己主

义彻底划清了界限，同时也使他的人性理论和伦理

学说紧密结合在一起，当然也为他的伦理观点预设

了必不可少的铺垫。”嗍

在探讨“情”的问题时，戴震提出了“安有情不

得而理得”、“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等命题。他

反对舍情求理，实际上认为理应从情出．“理也者，

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凡有所施

于人，反躬而静思之：‘人以此施于我，能受之乎?’凡

有所责于人，反躬而静思之：‘人以此责于我，能尽

之乎?’以我洁之人。则理明。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

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洁人之情，而无不得

其平是也。⋯⋯好恶既形，遂己之好恶，忘人之好

恶，往往贼人以逞欲。反躬者，以人之逞其欲，思身

受之之情也。情得其平。是为好恶之节，是为依乎天

理。”“在己与人皆谓之情，无过情无不及情谓之

理。”Iql。2他还主张“体情遂欲”，这些都反映出了戴

震对于情的重视。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中有一段重要言论，

很能集中反映戴震在情理关系方面的总认识：

问：宋以来儒书之言．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

天而具于心”；『《朱子语录》云：“理无心则无着处。”

又云：“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虚，人心亦然；止这些虚

处，便包藏许多道理，推广得来，盖天盖地，莫不由

此。此所以为人心之好欤!理在人心，是谓之性。心

是神明之舍．为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许多道理得之

天而具于心者。”14"释孟子，乃日“一人以为然，天下

万世皆日是不可易也。此之谓同然”，“是心之明，能

于事情不爽失．使无过情无不及情之谓理”。非“如

有物焉具于心”矣。又以“未至于同然。存乎其人之

意见，不可谓之理义”。在孟子言“圣人先得我心之

同然”。固未尝轻以许人，是圣人始能得理。然人莫

不有家，进而国事，进而天下。岂待圣智而后行事欤?

日：《六经》、孔、孟之言以及传记群籍，理字不

多见。今虽至愚之人。悖戾恣雎，其处断一事，责诘

一人，莫不辄日理者，自宋以来始相习成俗，则以理

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见当

之也。于是负其气。挟其势位，加以口给者，理伸；力

弱气慑，口不能道辞者。理屈。呜呼，其孰谓以此制

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即其人廉洁自持，心无私慝，

而至于处断一事．责诘一人。凭在己之意见，是其所

是而非其所非。方自信严气正性，嫉恶如雠，而不知

事情之难得，是非之易失于偏，往往人受其祸，己且

终身不寤，或事后乃明，悔已无及。呜呼，其孰谓以

此制事。以此治人之非理哉!天下智者少而愚者多；

以其心知明于众人。则共推之为智．其去圣人甚远

也。以众人与其所共推为智者较其得理。则众人之

蔽必多：以众所共推为智者与圣人较其得理，则圣

人然后无蔽。凡事至而心应之，其断于心。辄日理如

是，古贤圣未尝以为理也。不惟古贤圣未尝以为理，

昔之人异于今人之一启口而日理．其亦不以为理

也。昔人知在己之意见不可以理名，而令人轻言之。

夫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未有不以

意见当之者也。令使人任其意见。则谬；使人自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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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则得。子贡问日：“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子日：“其怒乎!己所不欲，匆施于人。”《大学》言治国

平天下，不过日“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

以事上”。以位之卑尊言也；“所恶于前，毋以先后．

所恶于后。毋以从前”，以长于我与我长言也；“所恶

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以等于

我言也；日“所不欲”，日“所恶”，不过人之常情。不

言理而理尽于此。惟以情絮情，故其于事也．非心出

一意见以处之，苟舍情求理，其所谓理，无非意见

也。未有任其意见而不祸斯民者。pp-．5

此段“情理”论很关键，见得戴震反对理“如有

物”似非主旨，而是忧虑宋儒之“如有物焉，得于天

而具于心”的“理”，被置换为一己之“意见”，所以他

才主张，以情求理，“人之常情，不言理而理尽于此。

惟以情絮情，故其于事也，非心出一意见以处之．苟

舍情求理，其所谓理，无非意见也。未有任其意见而

不祸斯民者。”

既然情、欲二者如果处置不当，也容易流于恶。

这里便仍存在一个凭借何者、怎样控御情、欲的问

题。戴震认为必须以来自于情、欲的理性再对情、欲

加以节制，使之“无过”又“无不及”；同时也注意使他

人的情、欲和自己的情、欲一样都能得到满足。即所

谓“无私而非无欲”，总之，“人伦日用，圣人以通天

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权之而分理不爽，是谓理。”I-p

这可以视为戴震之“情理”“理欲”关系思考的总结

论。

中国古代探讨人性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看待

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的关系，尤其是如何看待生

命本能。一般而言，肯认和高扬理性因素，贬低甚至

否定生命本能．是这些探讨的共同基调。

如果说既往的性情论和戴震的情理思考主要

涉及道德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关系，那么他的理欲

之辨则主要涉及道德理性与生命本能的关系。这是

戴震思考的重点所在，可以说，传统性情论的主要

问题基本上是在这个话题范围内展开的。梁启超

说：“震欲祛‘以释混儒’、‘舍欲言理’之两蔽，故既

作《原善》三篇，复为《孟子字义疏证》⋯⋯”pp'2-33戴

震说：

然则谓“不出于正则出于邪．不出于邪则出于

正”，可也；谓“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

理”，不可也。欲，其物；理，其则也。不出于邪而出于

正。犹往往有意见之偏，未能得理。而宋以来之言理

欲也，徒以为正邪之辨而已矣，不出于邪而出于正．

则谓以理应事矣。⋯⋯《诗》日：“民之质矣。日用饮

食。”《记》日：“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圣人治天

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人知老、庄、释

氏异于圣人，闻其无欲之说。犹未之信也；于宋儒，

则信以为同于圣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

治人者，视古贤圣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

隐曲，不措诸意，不足为怪：而及其责以理也。不难

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p18-m

在理欲这对关系中，戴震用“耳目口鼻之欲”或

“声色臭味之欲”指称生命本能，用“理义之心”(孟子

“举仁义礼智以言性者”，即是“明理义之为性”也)指

称道德理性。戴震明确指出：耳目口鼻之欲和理义

之心皆属于人之自然本性．“人徒知耳之于声。目之

于色，鼻之于臭，口之于味之为性，而不知心之于理

义，亦犹耳目鼻口之于声色臭味也”。1116“孟子明人心

之通于理义，与耳目鼻口之通于声色臭味，成根诸

性”。It]6“心之于理义。一同乎血气之于嗜欲，皆性使

然耳。”llp二者同属人性。也各有不同的功能和存在

理由：“血气心知，有自具之能：口能辨昧，耳能辨声，

目能辨色，心能辨夫理义”，呻“心能使耳目鼻口，不

能代耳目鼻口之能，彼其能者各自具也，故不能相

为”。Itp他说：“然使其无此欲，则于天下之人，生道

穷促．亦将漠然视之。”f舭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

后欲得遂也，情得达也。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

之得达，斯已矣。⋯⋯道德之盛，使人之欲无不遂，

人之情无不达，斯已矣。”ItHl

所谓理欲之辨，在戴震那儿。既包括了辨理欲

之别．又拓展为辨“私”“欲”之别。戴震说：“耳目百

体之欲，不得则失其养，所谓养其小者也；理义之得

于心也，耳目百体之欲之所受裁也，不得则失其养，

所谓养其大者也。”[z171“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

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此后

儒视为人欲之私者，而孟子日‘性也’，继之日‘有命

焉’。命者，限制之名，如命之东则不得而西，言性之

欲不可无节也。节而不过。则依乎天理；非以天理为

正。人欲为邪也。天理者，节其欲而不穷人欲也。是

故欲不可穷，非不可有；有而节之，使无过情，无不

及情．可谓之非天理乎!”0iJo-H这显然来自于孟子的

大体小体论，据《孟子·告子上》载：“公都子问日：

‘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日：

‘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入。’日：‘钧是人

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日：‘耳目之官

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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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

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

矣。”’151270其实孟子“体有贵贱有小大”(《孟子·告子

上》)的议论也表明了这种意向。人如果只知“小

体”，丢失了“大体”，则人性也就与禽兽之性一样

了。

在戴震那儿。孟子之说转化出三层意义：

一是欲支持着人之生命存在，理则显示出入禽

之别，理义之心与耳目鼻口之欲不构成正邪关系，因

此，“存天理，灭人欲”也是不能成立的。“孟子言‘养

心莫善于寡欲’，明乎欲不可无也，寡之而已。”11辟但

同时．毕竟理与欲各有其“养其大者”与“养其小者”

lsl2tB-269的功能之别。

二是“言性之欲”。又必须“依乎天理”。“节而不

过”。实际上，在理欲关系中，戴震并不反对对欲进

行理性节制。戴震认为，欲望流于为恶的原因在于

人没有正确地处理好本能与理性的关系，做到节而

有度：“宋以来儒者，盖以理(之说)(说之)。其辨乎

理欲，犹之执中无权；举凡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

情隐曲之感，则名之日‘人欲’。故终其身见欲之难

制；其所谓‘存理’，空有理之名，究不过绝情欲之感

耳。何以能绝?”l’舯他认为，由于对欲望的处置不
当，会导致欲望的流变：“性，譬则水也；欲，譬则水之

流也；节而不过，则为依乎天理，为相生养之道，譬则

水由地中行也：穷人欲而至于有悖逆诈伪之心，有

淫浃作乱之事，譬则洪水横流，泛滥于中国也。”Illm

“言性之欲之不可无节也。节而不过，则依乎天理；

非以天理为正，人欲为邪也。天理者，节其欲而不穷

人欲也。是故欲不可穷，非不可有；有而节之，使无

过情，无不及情，可谓之非天理乎!”Illll

三是辨“私”与“欲”之别。戴震主张：“君子亦无

私而已矣，不贵无欲。”旧戴震是在对《论语》“克己

复礼”及“为仁由己”说辨析时，以设问的方式提出

这一点的，“《论语》言‘克己复礼为仁’，朱子释之

云：‘己。谓身之私欲；礼者，天理之节文。’⋯⋯老、

庄、释氏。无欲而非无私；圣贤之道，无私而非无欲；

谓之‘私欲’。则圣贤固无之。然如颜子之贤，不可谓

其不能胜私欲矣．岂颜子犹坏于私徒邪?况下文之言

‘为仁由己’何以知‘克己’之‘己’不与下同?此章之

外，亦绝不闻‘私欲’而称之日‘己’者。朱子又云：

‘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与。’在‘语之而不惰’者，

岂容加此赘文以策励之!其失解审矣。”【1】56戴震在这

里对朱子的“己。谓身之私欲”的解释提出质疑，认

为如把“己”解为“私欲”，便与下文“为仁由己”的

“己”不相吻合。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就此进一步分析

道：“在这里我们看到，由于‘圣贤之道，无私而非无

欲’．所以‘私欲’被分解为‘私’和‘欲’，‘欲’被免除

为‘克’的对象。应克的是‘私’而不是‘欲’，圣贤之

道不是志在‘无欲’。”(1)·16踯

许苏民进一步指出，戴震认为人在实践领域中

表现出的“不善”。乃是由于“偏私之害”。他说：戴震

认为。“在实际生活中，人之所以会有不善的行为，

乃是由于‘偏私之害’，是私心过了头的缘故。——

如前所说，他是认为人与动物都是有‘私’的，这种

‘私’表现为怀生畏死、趋利避害、爱生身者、爱自己

所生者、爱自己的亲爱者，这都是‘私’，不是‘公’，

然而。这种‘私’是合理的，是‘仁’的体现。但是，人

又不能‘偏私’，也就是说，不能自私得太过分了，自

私得过分了就会做出不善的事来。⋯‘他强调指出：

“‘孟子道性善”，成斯性斯为是才，性善则才亦美，

然非无偏私之为善为美也。’偏私之害，不是天生

的。而是不能善于养其天生之才质，不能善于保持

和扩充这蕴涵于才质之中的天性所造成的，正如人

‘不食则死’、‘不学则愚’一样。”m雌肼

戴震还认为。宋儒没有处理好“私”与“欲”的问

题，关键还在于佛道的影响，他说：

自老氏贵于“抱一”。贵于“无欲”，庄周书则日：

“圣人之静也，j#日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挠

心者，故静也。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

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

周子《通书》日：“圣可学乎?’日。‘可。“有要乎?’

日。‘有。“请问焉。’日。‘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

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

明通公溥，庶矣哉!”’此即老、庄、释氏之说。朱子亦

屡言“人欲所蔽”。皆以为无欲则无蔽，非《中庸》“虽

愚必明”之道也。有生而愚者，虽无欲，亦愚也。凡出

于欲。无非以生以养之事，欲之失为私，不为蔽。自

以为得理．而所执之实谬。乃蔽而不明。天下古今之

人。其大患．私与蔽二端而已。私生于欲之失，蔽生

于知之失：欲生于血气。知生于心。因私而咎欲，因

欲而咎血气；因蔽而咎知，因知而咎【心1，老氏所以

言“常使民无知无欲”；彼自外其形骸，贵其真宰；后

之释氏。其论说似异而实同。宋儒出入于老、释，【程

叔子撰《明道先生行状》云：“自十五六时，闻周茂叔

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

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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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叔撰《横渠先生行状》云：“范文正劝读《中庸》，先

生读其书，虽爱之。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之书，

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返而求之六经。”《朱子

语类》廖德明《录癸巳所闻》：“先生言：二三年前见

得此事尚鹘突，为他佛说得相似．近年来方看得分

晓。”考朱子慕禅学在十五六时，年二十四，见李愿

中，教以看圣贤言语，而其后复入于释氏。至癸巳，

年四十四矣。1故杂乎老、释之言以为言。1119

需要说明的是．戴震认为宋明儒视理“如有物

焉，得于天而具于心”．这是否就全面地反映了宋明

儒对于“心”与“理”的理解，是需要探讨的。事实上，

朱子主张“心统性情”。在更多场合中对于“心”的理

解是为一种“有限心”，须“持敬”、“格物致知”，才可

达于“理”，这可能接近于戴震的批评；但王阳明等

主张“心即理”．似乎已不能说视理“如有物焉。得于

天而具于心”。而后人的“意见”之“理”，则多为忽略

了朱子“有限心”的认知．并不重视需“持敬”、“格物

致知”，才可达于“理”的工夫论而形成的。就现实情

形论，纯粹主张“心即理”，可能更容易导致戴震所

指斥的“意见”之理，似不可行；而如戴震所言，回归

原儒，以情求理，特别是凭建立于人、我主体之间的

“情理”。固然颇近于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思想，

但这或许也只是入在试图走出中世纪宗教伦理、现

代丛林伦理时的一种无奈选择。人在情与理、欲与

理间的冲突，说到底是由人的“有限性”(包括“有限

心”)造成的，它能否通过“情理”来填合这种“有限

性”，是值得怀疑的。在这种思考的场景中，我倒宁

愿选择朱子的道路，以“持敬”、“格物致知”的工夫，

达于“理”；再以之反格于己。这也许并不排斥中世

纪佛禅对于儒学的影响，但关键在于对宋儒“持敬”

等工夫的采纳。

注释：

①沟口雄三g．／A为．“严密地讲，或震断定朱子的‘胜私欲’是志在无

欲，是对朱子有曲解。朱子的这个解释几乎和《集注》所并记的程

子的‘克尽己私’相同，其着力点只在‘私’。‘私欲’的欲．与其说是

私的欲。不如说是称为私的这个欲．即为私所包摄的欲．它类似于

‘己私’的己作为私的一个状态(aspect)为私所包提。”见《中国前

近代思想的演变》(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268页。沟口雄三又

在本段话的注释中。进一步分析了这个问题。见《中国前近代思想

的演变》第278页注(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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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in垂the Topic of¨Nature＆Emotion¨to¨Emotion＆Reason¨or¨Reason＆Desire¨

--Thoughts on Dai Zhen's View on¨Nature＆Emotion¨IH

Ma Yuliang

(Chinese Language Department，West Anhui University，Lu7an 2370 12，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Dai Zhen"s thought on the topic of”nature&emotion”．he changed the rela—

tipnship between”nature and emotion”in Confucian thoughts in Song and Ming Dynasty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emotion and reason”or’’reason and desire”．When he probed into the issue of”emotion”．Dai

Zhen objected to the opinion of”abandoning emotion；seeking reason”．Actually，he thought reason should

come from emotion．Furthermore，he considered that we should use the reason which is from emotion and

desire to control the emotion and desire to make them moderate．Dai Zhen's argument about reason and

desire consisting of bot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items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selfishness”

and”desire”mainly involv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ity and human nature．He believed that the”

bad deeds”conducted by people in practice originate from”the harm of selfishness”．The reason why Con-

fucians in Song Dynasty could not deal with”selfishness”and”desire”properly is the influence of Bud—

dhism and Taoism．Dai Zhen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emotion and reason”between oneself and

others．which is similar to Habermas’idea of’’communicational reason”．

Key words：Dai Zhen；Emotion；Desire；Reason；Selfish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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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震在其<孟子字义疏证>中提出的"以情絮情"的哲学观念,摒弃了宋代理学以理言情的思路和视角,强调以情感来度量情感的体验性与互通性的视界

,具有十分丰富的现代哲学美学意义,对于当代中国文艺美学的建设有十分重要的学科价值.

2.期刊论文 周玲 戴震"情欲肯定论"浅析 -理论月刊2009(1)
    戴震将"人"这个概念作为其伦理思想建立的基础,其"情欲肯定论"具有鲜明的"重生"的特征,矛头直接指向程朱的天理人欲之辨.同时,他还详细地论

述了"情欲肯定论"的边界问题,成为其思考中最深刻的地方.

3.期刊论文 崔海亮 戴震人性论思想探析 -广西社会科学2008(7)
    戴震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原善>和<孟子字义疏证>中,把血气心知规定为人性,认为人性就是欲、情、知的统一.人要经过不断学习,使"心知"达到

"神明"才能去除私蔽,从而达到人性真正的善.戴震人性论与孟子的人性论差别较大,而与荀子的思路大体一致.

4.期刊论文 马育良.MA Yu-liang 东原"心知"之论及其性情思想的学术思想史索解——戴震关于性情问题的思考之

二 -皖西学院学报2009,25(3)
    戴震认为"知"是必不可少的人性"三要素"之一,是人的类本质,也即人禽之间的根本差异."知"的功用的发挥又赖于"心"的作用.人之"心知"在认知中

出现偏差和不足,是由于"蔽".戴震以汉学立场和训诂考据的工夫,裁断宋明儒心性论、性情论的话语内容和方式,主要来自佛禅.他作<孟子字义疏证>,以

重建孟学原貌自期.但这部著作基本上是在内外学术压力下撰成的.可以说,戴氏作<疏证>,意不全在批驳宋儒,也不在准确地体显孟子之学,而是要表达其

在人性、包括性情方面的新思考.戴震主张情与理应体现在建构一种正当而合理的人、我关系方面.这接近哈贝马斯所谓"交往理性"的思想,它对于我们理

解东方思想哲学的现代价值是有意义的.宋儒、清儒都未曾有幸亲睹先秦孔、孟之间的一批儒家简牍文献.这批上世纪90年代面世的地下简本文献,揭示了

传统儒家的性情论思想并非与本土文化资源没有挂搭.

5.期刊论文 童宝刚 戴震与龚自珍 -黄山学院学报2004,6(4)
    龚自珍绍承戴震,戴学通过其门生段玉裁和再传弟子王引之传承龚自珍.龚的"平均"论和戴震的"情平"说一脉相承."平均"论提出了"破例""变法"的进

步观点.龚曾供职祖师故里,为重修徽州府志留下宝贵资料,写下了著名的黄山铭.

6.期刊论文 马育良.MA Yu-liang 回到"人伦日用"——戴震关于性情问题的思考之一 -皖西学院学报2009,25(1)
    戴震在提出他的思想学说时,将孟子的"一本说"扩大及于宇宙论与人性论的范围.他的心性、性情思想均建立在"一本论"的基础之上.在这一背景下

,他对宋明理学中的"性""理"给出了人伦日用化的理解.宋明儒的所谓"性情"关系问题,被转换为"情理"或"理欲"关系问题.戴震反对舍情求理,实际上认为

理应从情出.戴震的理欲之辨,既包括了辨理欲之别,又拓展为辨"私""欲"之别.

7.学位论文 仰和芝 戴震人学思想研究 2002
    戴震是十八世纪中国杰出的思想家.随着对戴学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他思想诸多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对戴震的人学思想缺乏系统性、完整性

的研究.事实上,戴震的人学思想具有自己的特色和个性,且不乏深刻和独到的见解.天道论是戴震人学思想的自然哲学基础,人性论、认识论与人道论是他

人学思想的基本内容.戴震在继承前人人性论的基础上,在坚持气一本论的自然哲学前提下,明确提出人性即"气质之性"的性一元论,把人性的内容归结为

欲、情、知,并以此反对程朱的性二元论,在继承孟子性善说的基础上,扬弃了孟子论性的先天道德属性,对传统的性善论作出了别出心裁的解释,这一切体

现了戴震对人生命的真正关怀.认识论方面,戴震坚持了从物到感觉到思想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明确了真理与意见之分,揭露了宋明理学"以理杀人"的实

质,强调在认识过程中"破蔽"的重要性,试图把人从中世纪蒙昧状态下解放出来,高扬了人的主体意识.人道论方面,戴震对传统的一些道德名目进行了新释

义,进而对程朱的"理欲之辨"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表述了他自己"理者,存乎欲者也"的理欲观,最后他提出了"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社会理想,反映了广大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戴震的人学思想散发着近代人学思想气息,成为中国近代人学思想产生的理论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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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学位论文 张彤磊 戴震的儒家经典诠释学思想 2005
    戴震一身兼擅义理与考据,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在乾嘉学派中独树一帜的特殊地位使他的儒家经典诠释学思想成为中国诠释学个案研究的一个重要取景

点。戴震的儒家经典诠释学思想分为早、中、后三个时期。早期认为文字是“自然”和自然之“简易”的抽象反映,诠释者本六书,据《尔雅》,用归纳方

法,尽可能返回距离儒家原典最近的解释,来层层还原文字本意,也就是理解了经典的意义。中期认为文本之“大本”,“圣人之心”体现着世界之“生生

”,并试图把可从考据实证归纳出的知识转化为“大本”,也即圣人知识和道德完美统一所体现的普遍精神,进而以之为合目的的假设来指导归纳,合法地

依经立义。后期诠释学思想是他对自己早、中期诠释学思想的反思,也是他诠释学思想的核心。戴震把经典文本,“圣人之心”,诠释者之心逻辑上置于同

等的地位,强调作为特殊存在者的人在自然中掌握必然,在自然与必然的统一中达到自由的价值和意义。诠释者辩证运用归纳与假设,将考据与义理并举

,让知识与道德在“以情挈情”的实践中相互转化并进。在此过程中,诠释者也逐渐体悟圣人的生命精神,最终尽性而才达于仁且智的臻境。重返经典,返

本开新,实现诠释者对经典文本的真正有效性理解。

9.学位论文 彭家国 戴震人性论 2007
    戴震的整个哲学体系是在攻击批判当时的官方哲学即理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通过对戴震人性论的分析阐述，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其人性

论在其哲学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及给戴震在中国哲学史有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地位。      第一章分析了戴震人性论的思想渊源。主要从徽州社会和

学术理论两个方面来探讨其思想的成因。徽州社会中有两个显著的特征是徽商和宗族，而戴震出身于徽州的一个商人家庭，因此徽商的价值观和宗族社

会都会对戴震早期的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学术理论对戴震的影响，主要从戴震在徽州和离开徽州分为两个时期。戴震从一九二四年春出生至一七五四

年秋基本上都生活在徽州，所接触的学术思想著作基本上都是关于传统理学，即新安理学。从一七五四年秋离开徽州直到逝世一直在外，在戴震生活时

期已有大量的不同于官方理学的学术理论流传在社会上，在戴震不断的流离过程中就可能会接触到这些学术资料，吸取其中的思想资料为建构完善自己

的哲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养料。      第二章主要介绍了戴震人性论的自然性。分别从人性的来源、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三个方面阐述其人性的本质是自

然性。元气实体是人性的来源，“命”“性”“才”是人性的外部结构，“情”“欲”“知”是人性的内部结构。戴震通过阐述人性的自然性来充实人

性的玄虚性，肯定了人的自然本质需求的合理性，注重人在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实践，在实践中追求人的本质完美，是对理学在成性过程中只注重主观内

心的道德修养的有力反驳。      第三章主要论述了戴震的性善论。通过分析戴震的性善论得出，“善”只是天下万物都必须遵循的一种客观行为规范

，人只有具备了“仁”“智”“勇”三种品质才能将“善”继承为人性善，而并非是天赋的本然之“善”，其性善论具有平等性、理性和实践性的特点

。最后论述戴震在追求满足人的自然本质需求时必须遵循“善”的规范要求，从而调和了人性的自然性和善性的矛盾关系，即戴震在重视人的自然性的

同时仍然保持对德的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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