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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刘伯温在人们眼中是智慧的化身，其智慧人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运用成功的典范，主要体现在天赋异

禀、人生定位、辅佐之路、泽被乡里、立德言功及走向“神坛”等六个方面。纵观刘伯温传奇一生，结合中国传统文

化经典要义，刘伯温之所以有如此智慧，根本基点在于走在“天性”上，完成了修身成己，成己而后达人成事成物，

秉诚、行善、养气、名师经典则是其明道明天性的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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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discusses six aspects of the wisdom life of Bo-wen Liu. From the life of Bo-wen Liu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classics,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reason why Bo-wen Liu has such wisdom is to take the natural course of

life and complete self-cultivation. Further more, it expound Liu's handing method in four point, firstly leading himself to sincerity and

than feedback society. The wisdom life of Bo-wen Liu is a peefect example of Chinese essenti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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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圣君贤臣的出现

必有一个历史周期，大约要相隔五百年。明代谋略家

刘伯温(大名刘基)，正是这样的间气伟人——“五百

年间气，三不朽伟人”，可以讲是“聚天地之英，集

先人之德”而来。作为五百年间气伟人，刘伯温先生

在人们眼里就是智慧的化身。经过多年研究和解读刘

伯温文化，发觉刘伯温整个人生的确是相当智慧的，

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运用成功的典型代表。刘伯温

智慧体现在：一是其传奇智慧的人生，二是其道德文

章和立业功勋，三是其通天地人性理的思维模式。但

为了方便论述，加上错综交叠关系，皆归于其传奇智

慧人生，从六个方面来展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

析刘伯温智慧之根基所在。

一、刘伯温传奇智慧的人生

徐一夔在《郁离子·序》如此评价刘伯温先生：

“学足以探三才之奥，识足以达万物之情，气足以夺

三军之帅”，文治与武功并茂，卓然立于天地之间，

堪称千古人豪。其传奇智慧人生表现于以下六方面：

（一）天赋异禀，天资迥异

刘伯温出生于道家所称谓的福地名山南田武阳

村，《太平寰宇记》描述其“天下七十二福地，南田

居其一，万山深处，忽辟平畴，高旷绝尘，风景如

画，桃源世外无多让焉。”刘伯温先生为将门之后，

诞生在书香世家。其远祖尚武、近世修文 [1]，同时秉

承乐善好施的家风。刘基先祖每在大雪封山的隆冬

季节或连日阴雨之时，便登高四望，看到谁家断了

炊烟，便命家人送粮钱救济。曾祖刘濠在宋元之际

还不惜冒风险挽救了上万人的生命 [2]。《易传》曰：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良好的家风孕育了天赋异

禀的刘伯温。他“神知迥绝，读书七行俱下”，过目

不忘，“凡天文、兵法诸书，过目洞识其要”[2]、“为

文辙有奇气，诸家百氏，过目即洞其旨”[2]。14岁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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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在青田石门洞（三十六洞天之一）读书，其师郑

复初对其父赞曰：“君祖德厚，此子必大君之门”。

23岁中进士，25岁便为高安县丞。进士是中国古代

科举制度中通过最后一级考试殿试者，是古代科举

殿试及第者之称，意为可以进授爵位之人；县丞，

按古代官职，乃辅佐令长之官，位在县令之下，相

当于现在副县长之职。当时，揭傒斯称誉：“此魏征

之流，而英特过人，将来济时器也。”[2]

（二）为官从政四落五起，笃定人生定位

刘伯温先生自 25岁至 48岁期间，在元朝四任

为官，分别是高安县丞、江浙儒学副提举、浙东元

帅府都事、江浙行省都事。第一次起落：江西辞官

（25～30岁）。25岁任高安县丞，复查人命官司案并

告破，受元当朝蒙古族贵族报复排挤，后专任职官

掾史，与幕官不合，30岁投劾而去。第二次起落：

建言招忌(39～41岁)。39岁任儒学副提举，41岁建

言监察御史失职事，托病辞职，寄寓杭州。第三次

起落：忠心招祸（42～43岁）。42岁为浙东元帅府

都事，后任江浙行省都事，建议招捕方国珍，被受

贿者斥为有伤朝廷“好生之德”，43 岁革职“羁

管”绍兴。第四次起落：平叛有功无名 （46～48
岁）。46岁复其为江浙行省都事，在处州与石抹宜

孙共谋括寇吴成七，而后被抑其军功，弃官而去。

第五次崛起：辅佐朱元璋。49～50岁之间，隐居故

里著《郁离子》；50岁出山辅佐朱元璋。

刘伯温在元朝为官四任，三次主动辞官而去，

一次被“羁管”。在其 25岁写就的《官箴》里对秦

代以后官场失政有清醒认识：“秦废圣制，代德以

徂”“未获官心，妪妪儒儒”“法度盈口，奸邪满

躯”。更难能可贵的是，刘伯温在 25岁的时候对自

身为官就有高度立场：“爰立之君，载作之师”，对

于百姓必须“视民如儿”“式养式教”“弱不可陵，

愚不可欺，刚不可畏，媚不可随”；对自身为官也

提出明确准则：“立事惟公，烛诈惟诚”“德以进

善，威以挫奸”“持心如衡，以理为平”[3]。对于刘

伯温先生来说，在官职上不为民做事简直是浪费生

命，故因官场黑暗，才略往往被排挤，让其屡屡辞

职而去。在野则读万卷书，九流百家无所不读；行

万里路，包括访大都等等。而其胸怀救民大志惯于

其生命始终，希望把自己才识“货与帝王家”，希

望自己这一栋梁之才被起用，然后能够挽救风雨飘

摇中的元朝大厦。可最终元朝气数已尽，刘伯温先

生不再对元朝抱希望而弃元归隐，把其经世治国思

想体现于《郁离子》里。“公之事业具于书，此元

之所以亡也；公之书见于事业，此皇明之所以兴

也”，[4]徐一夔如此评价。

刘伯温四落五起非为官瘾大，为官两朝非为不

忠君，而是坚定地走向自身人生定位。刘伯温为官

两朝，起起落落，一方面自然与其刚正不阿的性格

息息相关，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他对自我追求和自我

价值的肯定，从而执着追求于理想——谋求救时之

政，经世治国，关注民生，为民谋福，用道儒有用

之学建立清明社会 [5]。“愿与公子讲尧禹之道，论汤

武之事，宪伊吕，师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

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以待王者之兴。”[6] 48岁

时，刘伯温把自己定位为如同伊尹吕尚这样的谋

臣。有后世众人评价为证：

两汉以来，足配伊吕者，武鄕之下，必推诚意。

以失节绳之，非论世之识也。[7]

昔伊尹五就桀不用，退而耕于有莘之野，及遇成

汤，翻然起而成佐商之功。圣贤所以汲汲于斯世者，

岂有他哉？诚以畏天命，悲人穷，不得已而然也。先

生之心，其卽伊尹之心欤。伊尹无愧于桀，先生无愧

于元氏，则无愧于出处之节。夫何疑哉？[8]

窃谓文成出处似伊尹，其始仕元非爲禄也，欲救

民耳。知元不可爲，遂幡然应明主之命，亦犹尹之先

就桀而卒就汤耳。[9]

刘伯温先生就是如此诚心诚意的走向自身人生

定位——为谋臣，待王者之兴，以匡正时政。有其

诗为证：

伯夷淸节太公功，出处非邪岂必同?不是云台兴

帝业，桐江无用一丝风。[10]（刘伯温《夜泊桐江驿》）

（三）既辅佐朱元璋统一大业，又助其开国立政

刘伯温先生的辅佐之路与张良范蠡仅助刘邦、

勾贱打天下有所不同，既辅佐朱元璋完成统一大业，

又助其开国立政。在50岁到65岁期间，成为朱元璋

谋臣后，辅助朱元璋谋定而动，向朱元璋献上十八

策，制定统一蓝图，并与朱元璋一起亲自带兵作战，

出谋划策，取得龙湾之战、江州之战、鄱阳湖大战

等战役胜利，消灭了陈友谅，为朱明王朝奠定了基

础；并且相继任太史令、御史中丞、弘文馆学士，

并首任考试官；在位期间，勘定建设明皇城，为朱

明王朝制定了系列典章制度，制定《戊申大统历》，

确定历法；参与《大明律》草创、奏立军卫法，加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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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队制度建设；复兴科举，辅弼明王朝人才培养

和选拔等。被誉为“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

伯温”，“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

刘伯温辅佐朱元璋一统天下外，还继续留在他

身边帮其建立军事、历法、人才选拔、法制法规等

系列制度，搭建了国家运行的基本框架后才退隐。

一个新王朝诞生与建设中占重要地位的，也就差不

多包括军队的控权与建设、维护秩序的法律制定、

人才的选用、皇城的建造、历法的刊定等，而这几

方面无不凝聚着刘基的心血与智慧。刘伯温之所以

继续留在朱元璋身边助其将新王朝建立，一方面固

然与本身“怀救时之政的抱负”息息相关，另一方

面当然也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毕竟朱元璋为君，

其为臣，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更何况封建帝王

虽也不乏关注民本识大体的明君，然而终归摆脱不

了自我为尊、家族利益为先的窠臼。朱元璋在众多

开国皇帝中其原有地位和基础几乎是最末等的，对

于这一难得皇帝位置又岂容有任何风吹草动？刘伯

温先生当了然这种种玄机，也知道“狡兔死，走狗

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道理，他

要在朱元璋统一大业完成时继续留在朱元璋身边发

挥其更多治国主张，不仅要有才智，更要有勇气。

刘伯温说：“夫琴大弦为君，小弦为臣。大小异

能，合而成声。无相夺伦，阴阳乃和。” [11] 刘伯温

一方面尽量把自己位置摆正，另一方面深知引火烧

身无非是名权利而已，只要拒绝这些，与此无涉，

就能避免杀身之祸。“辞祸有道，辞其‘的’而

已”[11] 。从刘伯温当时处境看，谋高震主，名权利

正是祸之“的”。故此，刘伯温先生拒绝相位，也

拒绝部门第一职位，而担任了能干实事的御史

中丞。

在朱元璋与其论相时，刘伯温先生虽指点相位

人选该具备什么样条件，但明白自身无论如何都不

能接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相位职责，就连部门第一

把手也会令朱元璋不安。故此双方心知肚明，既能

发挥刘基才干又能让朱皇帝心安的位置——御史中

丞（副职）。正职御史大夫何许人担当？汤和，朱

元璋信得过的发小，而且是武将带兵打仗，常年在

外，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来牵制刘伯温用的？御史

中丞，正二品，却是监察百官，位置相当重要，是

国家治理核心位置之一，也是非皇帝心腹及贤德人

士不可以担当此重任。《御史中丞诰》如此说：“中

执法之官，台端清望，惟亲信之”“纪纲振肃，立

标凖于百司；耳目清明，为范模于诸道”[12]。刘伯

温先生拒绝高封同时也拒绝高薪，他的薪水是 240
石，当时汤和薪水1500石，李善长是4 000 石，徐

达5 000 石。[13]

刘伯温先生就是这样用他的才智让朱元璋放

心，也让自己可以有更充分施展才华的机会，协助

朱元璋从国家纲纪、法律机制、人才选拔、军事制

度、天文历法、礼仪等方面初步建立明王朝国家运

行机制。明王朝 278年历史，几乎无丞相之职，其

中万历期间竟有 28 年没有上朝，国家还能照样运

作，而且明王朝灭亡非来自内，而是来自外力，可

见明王朝机制有其特殊性。

刘伯温先生与张良、范蠡不同的谋臣之路，既

是仁与智的表现，同时表现了无比勇气。古人云

“仁者必有勇”，刘伯温说：“故勇者，仁知之卒徒

也，仁知帅乎中”“仁知不能自行，而驾勇以行，

及其成功，则勇亦得参乎仁知同为逹德”。[14]

（四）泽被乡里，光宗耀祖

刘伯温功勋是得到朱元璋肯定的。朱元璋宏才

大略，不仅在《御史中丞诰》《诚意伯诰》《弘文馆

学士诰》中对刘伯温有很多肯定的表达，如“学贯

天人，资兼文武，其气刚正，其才宏博，议论之顷

驰骋乎千古，扰攘之控驭乎一方”[12]“朕稽唐典其

弘文馆之设，报勲旧而崇文学，以旧言之，非勲著

于国家，犹未至此；以儒者言之，非才徳俱优安得

而崇？”[15]，同时他以别样的方式给与刘伯温先生以

补偿：一是使刘伯温泽被乡里，为其家乡青田县减

轻赋税，“帝特命青田县粮止五合起科余准所拟，

且曰：使刘伯温乡里子孙世世为美谈也”；二是让

刘伯温光宗耀祖，上三代，刘伯温祖父祖母、父母

和自己夫人富氏分别受封为永嘉郡公、永嘉郡夫

人，并敕封永嘉郡祠，从而刘氏彭城郡里诞生出一

支脉——刘氏永嘉郡 [16]，成刘氏郡望一脉。

似乎刘伯温人生故事走向圆满落幕，洪武四年

刘伯温先生告老还乡，朱元璋还赠诗一首：“妙策良

才建朕都，亡吴灭汉显英谟，不居鳯阁调金鼎，却

入云山炼玉炉。事业堪同商四皓，功劳卑贱管夷吾，

先生此去归何处，朝入青山暮泛湖。”[17]然而告老还

乡后“谈洋事件”，充分暴露了双方性格，刘伯温放

不下百姓生计，朱元璋害怕皇帝位被觊觎。当时瓯

括闽交界地带（谈洋）盐贩子猖獗，刘伯温原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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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考虑，建议设巡检司，让大儿子刘琏把奏折直

接交到朱元璋手里。而胡惟庸报私怨，构陷刘基看

中此地有王气，以想私用其墓地，而引起民乱。朱

元璋为之动容，宁信其有，一道圣旨下来，夺其俸

禄，立案调查。好在刘伯温不是一般人，用行动化

解朱元璋的猜忌，直接收拾行李到了明皇城南京，

不喊冤不申屈，即便没有俸禄，也每天上下朝，似

用行动告诉朱元璋“我在你眼皮底下，总该放心了

吧”。刘伯温先生这一明智之举，无疑向朱元璋表达

从始至终，刘伯温对朱明王朝是诚心诚意，无他念。

朱元璋在《御赐归老青田诏书》赞其“忠臣去国，

不洁其名”，“若愚蠢之徒，必不克己，将谓己是而

国非。卿善为忠者，所以不辨而趋朝，一则释他人

之余论，况亲君之心甚切，此可谓不洁其名者欤？

恶言不出者欤？”虽然史载刘伯温也因此而遭胡惟庸

下毒离世，然而刘伯温这份诚意之举有两个结果：

一是洪武23年朱元璋下昭诚意伯爵位恢复世袭，恢

复原来剥夺俸禄的，并增加260石，计500石；“朕

与尔誓：若有非为除谋逆不宥，其余杂犯死罪免尔

一死，以报尔祖父之功”[18]二是朱棣称帝时，方孝孺

和刘基第二个儿子刘璟同样不归顺，同样指责朱棣

篡位，但结果却截然相反，方孝孺被连诛十族，刘

璟自杀于狱中，朱棣吩咐将其归葬了事，不再追究。

倒是其家族虚惊一场，仓促安排刘琏刘璟各一子出

逃，反而在温州丽水两地开枝散叶，人丁兴旺，至

今刘基永嘉郡一脉近达七万人。[19]

（五）九流百家罗胸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这一部分虽然是刘伯温先生传奇智慧人生重点

表现之一，但因为已有资料表述较多，这里不作详

讲。笔者也进行过整理，分别发表三篇文章《刘基

“三不朽”之一：所立之功》《论刘基的诚与德——

刘基的“三不朽”之二：所立之德》《论刘基“三

不朽”之三：所立之言》及《刘基研究资料汇编》

等五部相关论著。刘伯温先生“博通经史，尤精象

纬”，对于儒道经典、诸子百家、兵法天文地理、

格物致知，无不涉猎，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

在行，上通于道，下达于术技，中通于文墨，并一

生践行“遵道而行”，致力于“救时之政”。故后人

曰其“通天通地通人”，史论定性冠其为思想家、

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大明第一谋臣，并誉为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伟人。

他的建功立业在于一统江山与开国立制。他最

大的德是在于“诚”，诚于天性，诚于自我定位和

自我价值实现，诚于民，诚于百姓；诚于君，诚于

事业，诚于社会。“诚者自成也”“诚者，非自成己

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中庸》）。“诚”是成物

成己至高德性，“诚”是刘基大德之根、“仁、智、

勇”是刘基之德之干；而其它如“正直公正，严于

执法，不畏权贵，直言敢谏，公尔忘私，待人以

真、爱民情怀”等种种德性则是枝蔓，这一切形成

了刘基所立之德这棵茂密的大树。其“至诚”无疑

是刘基所立之德的核心，他把至诚品性挥洒得比较

完整，既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别人和社会；既是

沟通天道人道桥梁，也是明理的哲学起点，又是所

有品德里之至高德性。[20]

有德者必有言。所谓“立言”，是真正不朽的

文章，其所著之书是能够“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

之耳目”，是“道心”的杰作，即为“道之文”。孔

颖达疏：“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身既

没，其言尚存。”杨守陈说：“汉以降，佐命元勋，

所崛起草莽甲兵间，安文墨者殊鲜。子房之策，不

见辞章；玄龄之文，仅办符檄。未见树开国之勋业

而兼传世之文章如公者，公可谓是千古之人豪

也。”①刘基传世之文章如下：

《诚意伯文集》二十卷，包括《郁离子》、《写情

集》、《覆瓿集》、《春秋明经》、《犁眉公集》《翊运

录》等，刘基的诗有1301首，词有211首，散文有

《郁离子》 195 篇，《春秋明经》 40 篇，其他序、

记、跋、赋等121篇；《灵棋经解》是刘伯温术数造

诣的传世之作，阐发入微，衷易理，有《灵棋经解

序》一文收入《诚意伯文集》；《多能鄙事》其中

8-12卷同样体现其象纬之作，全书12卷，分春夏秋

冬四部，每部三卷，涉及饮食、服饰、器用、农

圃、医药、阴阳占卜之类，颇适于民用，体现宇宙

内事无大小关乎民生，蕴藏着“道”。作为“类物

情，达世故，通乎万方之略”之君子，有如孔子、

周公之类圣贤皆多能，包括“鄙事”。

《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和《戊申大统历》是刘

基任职太史令一职时主持编订的。《清类天文分野

之书》是“将直隶府州县及十三布政司辽东都卫府

州县数分配十二分野星次”之书，是按“星次分配

天下郡县，又于郡县之下详载古今沿革之由。”②

《戊申大统历》为新王朝勘定历法之书。署名刘伯

温著的军事著作《百战奇略》，据张文才先生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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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而存疑；署名刘伯温著的还有《烧饼歌》以及

其他众多天文堪舆术数之类书籍有20多本，目前多

认为伪托之作。[21]

历来学者对于刘伯温先生所立之言、特别是

《诚意伯文集》总体评价感慨于刘伯温勋业与道德

文章一并流芳千古，感慨于由于有《诚意伯文集》

传世，才使后世明白“无无根本之事功，更无无学

识之王佐”，主要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其文源于

自然；二是其文为儒先理学之统，发乎作者之心

声、拯世救民之心；三是事功源于学术，文乃是勋

业之宗；勋业本于道德文章；道德文章发自精神心

术之微。

刘伯温先生是集大成者，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很好的继承，并且是运用成功的

典范，较之儒家代表孔子，也彰显其特性，儒、

道、易、兵、法熔于一炉。钱仲联先生：“刘基政

治、道德、文章，在明初首屈一指，较之同时之宋

濂实有过之；故取以冠明代。”[22]刘伯温先生道德、

功勋与文章并茂，誉其“间气伟人”、“三不朽伟

人”等不为过。章太炎更在《兴浙学会叙》里把刘

伯温先生列为华夏伟人之一，并且心怀敬慕，致信

给其后裔刘耀东，希望自己百年后葬于刘伯温墓

旁，“冢墓相连”“以申生死慕义之志”。

（六）走向“神坛”的传奇

刘伯温先生有两种形象，一种是上文所述真实

历史人物形象，另外是刘基这一生命、思想及其精

神滥觞出来众多传说（300多个故事）及其民间形

象：刘伯温是一代风水宗师（堪舆家，南京明皇

城、武义俞源太极星象村）；刘伯温是逆知未来的

预言家《烧饼歌》；刘伯温是行业的祖师爷 （香菇

行业和糖人担）；刘伯温被崇祀为襄助排满的民族

英雄。通三才（通天地人）、明三际（过去现在未

来），先知先觉，“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是

深受民间敬仰的神化形象。[23]

刘伯温先生走向“神坛”有其内因和外因共同

组成，学术界目前大多着眼于外因上探讨，笔者认

为内因是其最重要的原因，一是本有天赋异禀及其

刘伯温自身传奇人生；二是刘伯温先生“至诚”品

质，“诚则明”，明理明道，“至诚”如神；三是刘

伯温先生精通易学，精象纬，具有神秘色彩。刘伯

温先生“博通经史，尤精象纬”，刘伯温先生对于

易学术数，习之用之但并不拘泥，不被其所困，以

天理易理义理为指向；由天理而通人事的思维模

式，使刘伯温做事在他人看来具有“通天地人”特

性，很多人不一定能理解其中奥妙。刘伯温取得成

就及智慧，他人难以企及，故此生发诸多传奇 [24]。

外因则是环境与人的推动，民众情感认同、众多传

说和文人小说书写以及王权确认，再加上如《烧饼

歌》等伪托刘伯温所著这类预言书象纬术数书多达

二十多本，各各推波助澜，特别是钦敕诚意伯庙，

一锤定调，走向“神坛”，文人墨客、士工政商千

秋共瞻仰。

总的来说，刘伯温先生这一生虽有所遗憾，然

而从古至今，能够如此有几人欤？足以成仁立身，

足以光宗耀祖，足以兼济天下。“善建者不拔，善

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

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

修之于国，其德乃丰” [25]“重积德则无不克” [25]，

刘伯温先生达此古人描述之境界也。刘基这一生命

构建正是中国传统智慧运用之典范。

二、刘伯温智慧之根基

刘伯温如此智慧传奇人生，就是一直让自己人

生走在天性上，无论外界如何曲折多变(四落五起)都
坚定地走向自己的人生定位。用德国雅斯贝尔斯的

话来说则是成为“他自己”，并与社会和谐一处[26]。

由此，遵循天性、修身成己才能实现自我价值、社

会价值，才能真切关注社会、与社会和谐一处、真

正为社会做出贡献。修身成己是刘伯温传奇智慧人

生的根本点。修身成己需要有个过程，如何修身成

己，中国传统文化早向我们提出四点：

（一）秉诚，让自己回归天性

诚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诚是万物自成之

根性，即《中庸》所谓“不诚无物”“诚者自成”

“诚者，非成己而已，亦成物也”。第二层次含义：

本体之诚既是德之性，又是一切德性的根基和源

泉。陆九渊：“彼其所谓诚者，乃其所以为德者

也，非于诚之外复有所谓德也。”③第三层次含义：

“诚”是沟通天道与人道的桥梁，同时“诚”也是

明理明善的过程。“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

之教。诚则明，明则诚”④，明什么，明道明天

性。自明诚，由诚而明，是指天资高者，顿悟式，

甚至是生而知之者，能明理明道明天性；自明诚，

讲的是天资弱者可也通过后天教育习得，格物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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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而后得己。诚意是修身之首，进德之基，明道

之桥。“诚”是修身成己、成物达人的法宝。刘伯

温如是说：“性无不诚，然后能主一心；心无不

明，然后能应万事。”刘伯温先生一生从理论到实

践都秉承一个“诚”字，诚于“一心为民，谋求救

时之政”。无论在元在明毫无私心杂念，四落五起

为官从政之路，艰难走向自我定位。勇于突破，坚

持为官两朝“以道事君”，走别样的辅佐之路，拒

绝高封高薪，无不体现诚意为民，故封“诚意

伯”。刘伯温传奇智慧的一生是对《中庸》这句话

的活生生注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

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

性；能尽物之性，则能赞天地之化育；能赞天地之

化育，则能可以与天地叁矣。”诚能通己，诚能

通天。

刘伯温关于通物性天性，多方面强调要尊重人

性物性自然之性的见解，见于其代表作 《郁离

子》里。

（二）行善，仁爱源于心灵自能明道得性

一是祖辈积善，《易传》曰：“积善人家必有余

庆”，刘伯温天赋异禀与此不无关系；二是刘伯温

一生一心为公，诚心为人做事，为善言善行。道德

经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发善心，善念善

行，是源于心灵的仁爱。比如，中国圣人尧舜禹、

老子等等皆是大爱无私。又或者说越是大爱无私，

成就越高，正是体现善行与智慧相关，古今中外无

不如是。来自心底的行善与诚是并行的，《中庸》：

“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之者，

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故此善心善行之大爱与

“诚”一样，或者说两者互动都是可以明道得性。

（三）养气，天人合一便能自得天性

生命的质量取决于精气神，上药三品“神与气

精”，这是道家和中医里都这么看的。身体里精气神

是一个层面，它有自身运行系统，同时我们要注意

到人身的精气神提升，与先天元气（视之不见、听

之不闻、搏之不得）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我们

身体之外（姑且这么表述）除了空气，还有精微的

先天元气，那个才是生命的动力源泉，世界上所有

一切生物诞生源于这个元气。唐中晚期的《至言总》

指出：“混元之气，自无生有，有曰太极，共生两仪，

两仪既分，四象昭晰，阴阳变化，万物生焉。”[27]混

元、混元气是道的又一称呼。混元者何？先天之精

气神也。……所谓元精元气元神也。……虽有三，

其实则一。一者，混元之义；三者，分灵之谓。一

是体，三是用。盖混元之体，纯一不杂为精，融通

血脉为气，虚灵活动为神，三而一，一而三。所谓

上药三品者，用也；所谓其足圆成者，体也。[28]

刘伯温《天说上》有论气认识：

天之质，茫茫然气也，而理为其心，浑浑乎惟善

也，善不能自行，载于气以行，气生物而淫于物，于是

乎有邪焉，非天之所欲也。人也者，天之子也，假于

气以生之，则亦以理为其心。气之邪也，而理为其所

胜，于是乎有恶人焉，非天之欲生之也。朱均之不肖

而以为子，非尧舜之所欲也。蛲蛔生于人腹而人受

其害，岂人之欲生此物哉?”曰：“然则天果听于气

矣？”曰：“否。天之气本正，邪气虽行于一时，必有复

焉。故气之正者，谓之元气。元气未尝有息也，故其

复也可期，则生于邪者，亦不能以自容焉。秦政、王

莽是已。[29]

文中涉及气有两大层面，一是未分阴阳时正气

即元气，二是其中邪气是分阴阳后之气，我们这个

阴阳世界阴阳两气变化运行。同时刘伯温这里还讲

到了一个概念“理”，是道、太极之意，承朱熹观

点而来。这里的元气和理都属于道层面。

刘伯温《赠徐仲远序》：“所谓命者，当何以㫁
之哉？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孔子曰：不知命无

以为君子也，今之言命者，其果有合于古人否乎？

天以隂阳五行生为人也，隂阳五行之精，是为日月

木火土金水之曜，七曜运乎上而万形成于下，人也

者，天地之分体，而日月木火土金水之分气也，理

生气，气生数，由数以知气，由气以知理，今之言

命者之所由起也。夫气，母也，人，子也，母子相

感，显微相应，天人之理也，则亦何可废哉？”[30]刘

伯温这里所说的命，则是天命，气为人之母，人从

气而来，由数而知气，由气而知理，穷理尽性以至

于命，故养气，养成精气神与元气合一，天人合

一，便能自得天命。（从这里可以看出以易入道，

以易明道明性，也是一途。）

刘伯温先生对于气有理论上认识，对于养气也

有实践，“刘君澄坐至二更，或撼之，至舞笑钓

之，出异响畏胁之，皆不动。于与夏君方困，睫交

不可擘，乃就寝”[31]，本文刘君指刘伯温先生。

养气，提高自身精气神，与先天元气合一，是

健体开慧之源头活水之一，也是刘伯温先生传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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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人生源头活水之一。刘伯温先生对此有总结：

“盖闻有形之器欲虚，惟虚则可以纳理；无形之理

欲实，惟实则可以充器。是故性无不诚，然后能主

一心；心无不明，然后能应万事”⑤，这句刘伯温

名言前半句讲的是养气、养道气，而后能够性诚，

这里“有形之器”可以理解为身体，“理”则是

道、太极，承朱熹观点而来。“充器”，充当大器。

前半句讲的是养气方式，入虚纳气，后半句讲的是

养气，提高精气神，提高自身能量，能够与道气共

振，可以性诚，而后心明应万事，这句话可以理解

为养气明理明道明性得智的高度概括。

（四）名师与经典，如灌顶之醍醐而开悟启智

名师与经典，对于天资颖异、神智迥绝的刘伯

温来说无疑是灌顶之醍醐，从而成为其传奇智慧人

生的重要源头之一。

“凡天文、兵法诸书，过目洞识其要”“诸家百

氏，过目即洞其旨”。元代科举考试，凡习举业都

要读四书五经，这是由考试课程所决定的。会试：

汉人、南人第一场试明经，经疑二问，经义一道，

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中出题，

《周易》采用二程和朱熹的学说，《尚书》用朱熹门

人蔡沈的学说，《春秋》采用程颐的私塾弟子胡安

国所作的传。第二场另试古赋、诏诰章表内科各一

道。第三场试策一道，大多为经史时务方面的内

容。⑥从元代科举考试要求来看，刘伯温与所有习

举业一样，都从小受“四书五经”经典熏陶，而且

这些经典无疑皆是智慧之经。

刘伯温14～18岁左右在青田石门书院读书，得

师郑复初指点，闻廉络之学。据道光 《丽水县

志》，刘基同时还师从丽水县名儒何清臣习《春秋

经》（何清臣，字学可，南平先生之子，丽水人）；

至顺四年廷试考官揭傒斯 （1274-1344)，元文学

家，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至翰林侍讲学士，为刘

基座师。吴自福，字梅涧，紫虚观道士，既是刘基

的忘年交，也是刘基的实践导师和道学启蒙老师。

刘伯温先生父亲为当时教谕，自是有条件为其选择

名师指点。另外，刘基交游时，特别是在江西高安

为官时，也得到一些民间异人指点，如与当地有名

术士曾义山、邓详甫、刘偘来往。[24]名师与经典启

智之理毋庸赘述。

综上所述，刘伯温传奇智慧人生根基是修身成

己、走在天性上，是有其源头活水的，上述四方面

都是围绕一个中心：如何明道明天性，天人合一，

而后遵道而行，遵道而行谓之“德”，德者，得

也，得什么，得己得天性，而后修身成己、立己达

人，合内外之得（德），即是道德。至于这四方面

对刘伯温所起作用孰重孰轻，待后人考评。刘伯温

先生最推崇的是“诚”，被封“诚意伯”，有其名句

为证：“盖闻有形之器欲虚，惟虚则可以纳理；无

形之理欲实，惟实则可以充器。是故性无不诚，然

后能主一心；心无不明，然后能应万事”。刘伯温

智慧人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运用成功的典范。⑦

注释：

① 引自杨守陈.重锓诚意伯文集序[M]//杨文懿公文集.
②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四十六[M].
③ 陆九渊.象山集外集卷一[M].
④ 中庸章句:四书集注章句[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刘基.拟连珠六十八首[M]//诚意伯文集:卷六.
⑥ 明史卷七十·选举二[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本文观点结合了本人二三十年养气、养精气神实修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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