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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老子》的一個最突出的困惑，就是不同版

本之間紛繁複雜的文字差異，往往使人如墮五里霧中，

無所適從，而文字的差異導致的對文本意義的理解和解

釋往往相去更遠，這可能是古往今來對老子思想褒貶

不一的一個重要原因。在跨越兩千多年的、數以百計

的版本和難以計數的文字差異背後，究竟是否存在某些

規律性的現象呢？有沒有可能對《老子》一書兩千多年

來的流傳演變給出一個比較清晰與合理的解釋呢？學者

們並不是看不出或不想回答這個問題，只因清理這團亂

麻的工作實在是太艱苦、太困難了。而今，劉笑敢教授

的《老子古今》一書的出版，終於給出了一個令人欣喜

的答案。該書的「導論一」題爲「版本歧變與文本趨

同」，就是作者多年來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和清理的一個

集中的、貫通的論述。《老子古今》的著者（以下簡稱

著者）將《老子》五種版本（竹簡本、帛書本、傅奕

本、河上公本、王弼本）對勘比照，從這五個不同時代

的《老子》版本之間紛繁複雜的歧出異變中梳理出帶有

規律性的現象，提出了諸如「版本歧變」、「文本趨

同」、「文本改善」、「思想聚焦」等概念，使我們對

《老子》的文本演變終於有了一個比較清晰的線索和合

理的解釋。這對於《老子》研究是一個很重要的貢獻。

大多數典籍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都會出現不同的

版本，《老子》堪稱其中之最，其版本不僅更多，而且

跨越的年代更久，情況更複雜。著者對《老子》的版本

歧變現象進行了相當深入細緻的考察，將其區分爲「有

意識歧變」和「無意識歧變」兩類。在無意識歧變中

又分別出「疏忽性歧變」和「習俗性歧變」；在有意識

歧變中則分梳爲「獨斷性歧變」和「改善性歧變」，並

對其中最爲重要的「改善性歧變」及其成因進行了重點

研究。按著者的理解，改善性歧變是指不同時期的《老

子》編校者們出於改善原本的意願，在一些共同的理解

和原則的支配下，有意識地逐步修改古本，造成了《老

子》原文從古本（以竹簡本和帛書本爲代表）到傳世古

本（以傅奕本爲代表）再到今本或通行本（以王弼本和

河上公本爲代表）的歧變。這種歷經千年之久的、不約

而同的、一再加工原本的工作，導致了《老子》的文句

逐步趨向整齊、一致，思想逐步趨向集中、強化，著者

稱這樣的演變及其結果爲「文本改善」。文本改善的表

現和手段有諸如分章、加標題、標題的整齊劃一等等，

特別是通過刪減原文中的虛詞來追求句式的簡潔和整

齊，更是經過文本改善的《老子》留給讀者的強烈的視

覺印象。

同文本改善相比，「文本趨同」的現象對於研究

《老子》的思想或許更爲重要，因爲它和文本改善雖然

同屬於改善性歧變，但卻不是外在的加工原則導致的一

般性的改善，而是文本「自身」的趨同，體現了存在於

不同版本、版次中的各個編校者對《老子》原文思想、

風格、語言特點的某種共同理解，以及在此基礎之上的

編輯、加工所産生的共同趨向。著者把文本趨同分爲

「語言趨同」和「思想聚焦」兩種情況。語言趨同是指

《老子》各版本編校者在分別加工原文時表現出的對某

種共同語言特點的重複和強化，如「句式整齊化」、

*  劉笑敢，《老子古今─五種對勘與析評引論（附五種對照逐字通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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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之間的重複」、「排比句式的強化」等。思想聚

焦是指由古本、到傳世古本、再到通行本的發展過程中

強化、突出《老子》的思想觀點和重要概念的過程，編

校者或是用增加「道」、「無爲」等核心概念的手段來

突出和強化《老子》的思想觀點，或是用調整段落文句

的手段來突出和提升這些重要概念的地位。思想聚焦的

結果，無疑使得道家的思想主張和學派特質得到了強化

和凸顯。著者的分析和結論是令人信服的，是在對從古

到今的很多版本進行大量的比較之後才得出這一重要結

論的，因爲對個別版本和個別章節、段落、字句的比較

都不可能發現「語言趨同」這一現象。

自《老子》一書問世至今，出現的《老子》版本

數以百計，它們都是不同時代的編校者們不斷修改《老

子》文本的産物。《老子》版本的長期演變中出現的諸

如「文本改善」、「文本趨同」、「語言趨同」、「思

想聚焦」等複雜而又具有規律性的現象，反映了編校者

們改善《老子》文本的意圖和努力。那麽，歷代編校者

們爲什麽要改動《老子》底本原文呢？他們在改動《老

子》時爲什麽都自認爲正確和正當呢？他們依據的是什

麽樣的原則和標準，或曰憑藉何種理由來改動《老子》

原文呢？著者對《老子》版本歧變的考察，目光最後就

落在了這一問題上。著者指出，自古及今的《老子》編

校者們修改《老子》底本的最大的、最正當的理由和動

機主要有兩個：一個是要恢復古本舊貌，一個是要使文

本更加通順合理，這兩個理由事實上就成爲了他們修改

《老子》原文的兩條標準。這兩個理由又是互相支援

的，因爲在他們看來，古本就應該是通順合理的，而通

順合理的一定合乎古本舊貌。這樣，兩條標準事實上就

合爲一個標準，即以通順合理爲古本舊貌的標準，這就

是編校者的理想文本。這樣的「理想文本」僅僅是存在

於編校者心目中的，每一個編校者心目中的理想文本又

都是各不相同的，他們就是依據各自的理想文本來修改

《老子》底本原文，並相信自己加工的本子是最好的、

最接近古本原貌。古本舊貌和通順合理這兩條標準果真

是一致的嗎？著者的考察結果告訴我們，這兩條標準事

實上不但不一致，而且往往相去甚遠。因爲考察的結果

顯示，古本往往不是通順合理的，通順合理只是編校者

心中的標準，當編校者用這個標準去加工原文，反而會

同古本拉開距離，於是在歷代編校者的不斷加工下，

《老子》的文句變得越來越通順合理，但離古本舊貌反

而是越來越遠。著者對《老子》版本的演變以及版本演

變背後的主導力量的考察分析是成功的、令人信服的，

雖然如著者所說，這種演變的成因是複雜的，而著者也

謙稱自己僅是提出一個假說，但我們相信，這個假說由

於有相當嚴密的邏輯推理和相當翔實的文本依據，已經

是相當地接近了歷史的真相。

還應指出的是，「導論一」是對《老子》的版本

演變和文本考證的、整體的、系統的、集中的討論，而

更多的具體例證和論述則散見於該書正文八十一章的

「對勘舉要」中。相信在閱讀了這些分散的例證和論述

之後，讀者可以對著者在「導論一」中提出的論斷和見

解有更明晰的認識和進一步的認同。讀了劉笑敢的《老

子古今》，我們終於得到了關於《老子》版本的歷史演

變的比較清晰的線索；終於知道了《老子》的八十一

章，整齊的二字標題（河上公本），整齊的句式（大量

的四字句和三字句），大量的排比句、重複句、對仗

句，以及核心概念的大量出現等等，這些都並非《老

子》的古本原貌，而是歷代《老子》編校者們有意識地

修改加工的結果；終於知道了《老子》的古本並不一定

是最好的、最合理的，反而是經過歷代編校者不斷加工

的版本更好、更合理。瞭解和確認這些，對於我們深入

研究《老子》的思想是十分重要的，僅此一點就足以表

明《老子古今》一書具有非同一般的學術價值。著者的

研究和結論，雖然不能說是對《老子》版本演變及其成

因的終極性的、惟一合理的解釋，但無疑是大大提高了

《老子》文本研究的水準，爲日後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新

的、相當高的平臺。

該書的「導論二」題爲「回歸歷史與面向現實」，

是著者關於《老子》研究和中國哲學研究中涉及到的古

今中西關係問題的方法論之思考。這個導論又分爲前後

兩個部分，前一個部分以老子之「自然」的詮釋爲例，

探討面向古代與面向現代的兩種定向的轉接，涉及的主

要是古今關係的問題；後一部分以老子之「道」的詮釋

爲例，討論以西方的思想概念詮釋中國古代經典所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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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的問題和困難，涉及的主要是中西哲學的關係問

題。在這兩個部分中，著者都有深湛的思考、獨到的貢

獻和精彩的發揮。

「自然」是老子和道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對這個

概念的理解，自古及今不僅歧義甚多，而且還存在著

大量的誤解。著者經過多年的思考，鄭重地提出了「人

文自然」的概念。著者認爲，老子之自然本質上或其

核心意義是人文自然，而「不是天地自然，不是物理自

然，不是生物自然，不是野蠻狀態，不是原始階段，不

是反文化、反文明的概念」，它是一種最高的價值，

「表達了老子對人類以及人與自然宇宙的關係的終極狀

態的關切」，「表達了老子對群體關係的關切，即對現

實生活中人類各個群體之相互關係及生存狀態的希望和

期待」，「表達了老子對人類的各種生存個體存在、發

展狀態的關切」。著者在對《老子》相關原文的深入解

讀的基礎上，從這三個層面詮釋了老子之自然的古典意

涵和人文的意義。最值得我們重視的，是著者立足於準

確揭示老子之人文自然的基本意義，由歷史的、古代的

面向轉爲現代的、未來的面向而對人文自然的現代意義

進行的思考和挖掘，特別是著者提出的實現人文自然的

兩個原則：「自然的秩序高於強制的秩序」和「人文自

然的原則高於正義、正確、神聖等原則」，更是引人深

思的洞見。人文自然是老子貢獻給人類的不可多得的思

想資源，實現人文自然對於人類社會的和諧、文明與進

步具有十分重要的積極意義。接受人文自然這一概念，

可以使我們盡可能地貼近老子自然概念的原意，避免由

來已久的誤解和可能出現的新誤解，可以爲我們在回歸

歷史和面對現實之間提供一個很好的轉接，開顯出古老

的道家思想在現在社會中所能貢獻的獨特作用和積極意

義。

自從近代西方文化傳入中國，西方哲學就逐漸成

爲研究中國哲學不可或缺的話語系統、學術背景和理

論指南，時至今日，似乎不懂西方哲學就完全沒有資格

也無法談論中國哲學，這種情況在中國大陸又被戲稱

爲「漢話胡說」。以中國大陸的情況爲例，從早年的實

用主義、新實在論，到主導大陸哲學界的辯證唯物論、

歷史唯物論，再到其後的分析哲學、存在主義、結構主

義、語言哲學、現象學等等，直至當下最爲流行的詮釋

學，來自西方的各種哲學思潮和理論，先後成爲分析研

究中國哲學的理論方法和思維框架，中國哲學的研究則

只有跟在後面學習、借鑒和運用的份兒，幾乎失去了主

心骨、迷失了自我。而外來的哲學理論在中國也難免有

水土不服的尷尬，其主導中國哲學研究的效果並不好，

致使中國哲學研究出現了諸如「兩軍對戰」、「兩個對

子」等片面化、簡單化的失誤，造成了理論上的混亂。

這實在是個十分嚴肅的、嚴重的問題，中國的哲學和中

國哲學研究的前途和命運或係於此。《老子古今》「導

論二」的後半部分從方法論上集中討論了這個問題。著

者借用佛教傳入中國時中土僧人以老莊的術語解釋佛教

教義的「格義」方法，稱近代以來形成的用西方哲學的

眼光、角度、概念、方法研究中國哲學的方法爲「反向

格義」，認爲這種方法很難避免機械地套用西方哲學

概念並導致對中國哲學的誤解。著者以不同時期、不

同背景的學者們對「道」的解釋爲例，說明了套用西學

解釋中國哲學所難以避免的誤解和尷尬。著者用「反向

格義」來概括百年來中國哲學的歷程，是十分簡要而準

確的，他的分析表明，此種反向格義不是中國哲學的出

路和方向。但是另一方面，由於我們的教育背景早已相

當程度上「西化」了，事實上已不可能完全擺脫西方哲

學的思考方式，著者顯然是考慮到了這一文化大背景和

趨勢，所以他在反向格義是否可以摒棄或跨越的問題上

是很謹慎的，主張「盡可能防止用西方對立二分的哲學

概念簡單地對應和說明中國古代哲學術語」，「避免簡

單地爲中國哲學作西方式定義或定性」。比起主張「跨

越」反向格義階段的學者來，著者的態度也許不夠堅決

和大膽，但卻是經過了深思熟慮的。筆者認爲，一方面

仍要借鑒西方哲學的方法和概念，另一方面在使用西方

哲學概念時應盡可能地避免簡單的套用和比附，避免反

向格義所可能引起的誤解和誤導，這可能是我們今後在

研究中國哲學和對待中西哲學關係時所必須持有的謹慎

的、正確的態度。中國哲學如此，中國學問的其他門類

又何嘗不是如此？

在哲學思辨方面，著者也貢獻良多。如對「道」的

詮釋和定義，提出判斷一個語詞是否哲學概念的四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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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以及將這四個標準用於對「自然」和「無」的分析和

論斷，對老子之「自然」乃「人文自然」而非天地自然

的分析論證，對中國哲學研究的方法論的思考等等，茲

不詳舉。著者早年曾接受過中國國內所能提供的最好的

哲學專業訓練，又曾長年在美國的多所大學任教和從事

研究，他的哲學思辨能力堪稱一流。這種能力同他在國

學研究方面表現出來的卓越能力相映生輝、相得益彰。

著者對《老子》版本演變的研究運用了大量的訓詁、校

勘、語法、音韻、修辭等方面的知識，進行了艱苦細緻

的統計與分析，所得出的結論自然也令人信服，這得益

於著者早年在大學中文系的專業訓練。一般來說，由於

專業的關係，長於考證訓詁等文字功夫的學者往往容易

在哲學思辨和理論分析方面力不從心，而善於哲學抽象

的學者則往往在「小學」方面存在著弱項，能兼有這兩

方面優勢的學者可以說是鳳毛麟角。而本書的著者恰好

在這兩個領域的能力都是一流的，可謂得天獨厚，所以

才能將這兩方面的功夫結合得如此之好。

對於主要關注《老子》的思想內容的研究者和一般

的讀者來說，本書最有價值的部分當然還是每一章中的

「析評引論」，這裏面集中了著者多年來對老子思想的

深入思考和獨到見解。「析評引論」可以說是全書的主

體，討論的問題相當廣泛，其內容大體上可以歸納爲四

類。第一類是對老子思想本義的理解，例如「玄牝」是

否生殖崇拜，老子哲學與月神崇拜有無關係，《老子》

是否氣功之書，《老子》是否兵書，「道法自然」如何

解讀，老子思想是反文明還是文明反思，老子是有神論

還是無神論，朱熹對老子的誤讀，老子思想是智慧哲理

還是陰謀權術，等等。這部分內容涉及到相當多對老子

思想的誤解，著者均予以澄清，力求準確地還原老子思

想的原貌。第二類是對老子思想的現代意義的闡發，如

老子思想與環保理論，道家與科學、民主政治、法治，

「不爭」、「無爲」有無積極意義，「以德報怨」的現

代啓示，老子之「愚」的合理性，雌柔的現代貢獻，老

子思想蘊含的管理智慧，等等。這部分內容力求從文本

中原有的思想內容及其合理性出發來觀察和思考現代人

類面臨的種種問題，試圖用老子的獨特智慧提供解決之

道。第三類是圍繞著《老子》文本的疑問和爭論以及與

此相關的研究方法的討論，如八十一章分於何時，竹簡

本是否完本，《老子》是否詩體，《老子》文本的定型

問題，通行本中爲何有那麽多的機械重複，「類同舉例

法」和「理校」等考證校勘方法的局限性等等。正是對

諸如此類問題的長期關注和思考，著者才得出了「版本

歧變」、「語言趨同」、「思想聚焦」等重要結論。第

四類是關於老子思想同古今中西的其他思想的比較，著

者比較了老子之「道」與上帝，比較了老子的「自然」

和霍布斯的「自然狀態」，比較了老子與馬斯洛的人性

論，此外還有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多方面比較，老子

思想同「黃老之學」和法家之關係等等。這些比較不僅

爲理解老子思想提供了一個更高更廣闊的平臺，而且兼

具學派交融流變等思想史方面的價值。析評引論的內容

大多是以問題的形式提出並加以思考和討論的，從中可

以感受到著者十分善於多面向、多層次、多角度地觀察

與思考，提出的問題常常是出人意料的，時有精妙的發

揮和引人深思的洞見，足以引領讀者一起感受老子思想

之深邃博大。由於本書不是逐句注釋式的著作，著者並

不追求面面俱到，若對通行的理解沒有不同意見或沒有

獨到的思考和見解則略而不論，故而讀起來沒有重複之

感，信手拈來皆可開卷有益，始終能吸引著讀者的閱讀

興趣。

《老子古今》內容厚重，思想精闢，學術價值極

高，勞思光先生在序言中評價此書是「研究老子的巨

著」，「乃多年來所未見的傑作」，並非溢美之言。筆

者以爲，該書盡可能地涉及、吸收和討論了古今中西老

子研究或與老子研究相關涉的重要成果，在總體上已經

超越了此前所有研究《老子》的著作，堪稱《老子》研

究的一座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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