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庄子导读·人性的批判》 

      1.《秋水》 

      2.《逍遥游》 

      3.《庖丁解牛》 

 

      “……读大学不是学专业，专业也学不完，关键
是要在大学期间学习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这才是受
用终生的。”（李咏《吾妻哈文》） 
 



庄子其人其文 

 庄子（公元前369年－公元前
286年），名周，字子休。庄子
与梁惠王、齐宣王、孟子、惠子
等大体同时期，死时享年83岁。
道家学说的主要 创始人之一。
战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文学
家。 

 

 

 祖上系出楚国贵族，后因楚国动
乱，迁至宋国，并在宋国与老乡
惠子结识。庄子只做过地方漆园
吏，几乎一生退隐。因崇尚自由
而不应同宗楚威王之聘。庄子与
道家始祖老子并称“老庄”，他
们的哲学思想体系，被思想学术
界尊为“老庄哲学”，代表作品
为《庄子》。 

 《庄子》亦称《南华经》，道家
经典著作之一。书分内、外、杂
篇，原有五十二篇，乃由战国中
晚期逐步流传、揉杂、附益，至
西汉大致成形，然而当时所流传
的，今已失传。如今所传三十三
篇，由汉代郭象整理。 

 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所做。内
篇大体可代表战国时期庄子思想
核心，而外、杂篇发展则纵横百
余年，参杂黄老、庄子后学形成
复杂的体系。  

 《庄子》在哲学、文学上都有较
高研究价值。它和《周易》、
《老子》并称为“三玄”。鲁迅
先生说过：“其文汪洋辟阖，仪
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
也。”（《汉文学史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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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内篇》 

 《内篇·逍遥游》 

 《内篇·齐物论》 

 《内篇·养生主》 

 《内篇·人间世》 

 《内篇·德充符》 

 《内篇·大宗师》 

 《内篇·应帝王》  

 

 无—无己—无所待 

 有=无     是=非 

 养生保命 

 世道人心 

 德—忘形忘情—不生益 

 离形去知 

 无为而治 

 

 



完整的哲学体系——《庄子·内篇》 

1.哲学理想 

2.哲学基础 

3.哲学目的 

4.哲学困境 

5.哲学出路 

 《内篇·逍遥游》 

 《内篇·齐物论》 

 《内篇·养生主》 

 《内篇·人间世》 

 《内篇·德充符》、《内
篇·大宗师》、《内篇·应
帝王》、  



一、《逍遥游》——题解 

 “逍遥”也写作“消摇”，意思是优游自得的样子；“逍遥
游”就是没有任何束缚地、自由自在地活动。 
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至“圣人无名”，是本篇的
主体，从对比许多不能“逍遥”的例子说明，要得真正达到
自由自在的境界，必须“无己”、“无功”、“无名”。 

 

 第二部分至“窅然丧其天下焉”，紧承上一部分进一步阐述，
说明“无己”是摆脱各种束缚和依凭的唯一途径，只要真正
做到忘掉自己、忘掉一切，就能达到逍遥的境界，也只有
“无己”的人才是精神境界最高的人。 

 

 余下为第三部分，论述什么是真正的有用和无用，说明不能
为物所滞，要把无用当作有用，进一步表达了反对一切认为
准则，志在不受任何拘束，追求优游自得的生活旨趣。 
 



《内篇·逍遥游》——名篇名句
（1） 

 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
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
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
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
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
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
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
人匹之，不亦悲乎？ 
 



一、道德的批判 

 （三）“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窃钩者诛，窃国
者为诸侯”。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
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
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
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
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鉤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一、道德的批判 

 （四）庄子实在看不到社会的出路，于是提出
“绝圣弃知”的主张。 

 
    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
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
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
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
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鉤绳而弃规矩，
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  

 



二、人性的批判 

 （一）自多：自满；自夸 ；自以为是；自我膨胀。 

   河伯的寓言：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
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
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
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
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
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
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
家。” 

 

1.事物的局限性 ：井鼃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
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
束于教也。  



二、人性的批判 

 （一）自多：自满；自夸 ；自以为是；自我膨胀。 

     2.事物的相对性：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
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
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而吾
未尝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
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
奚以自多！ 

   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
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
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

此其比万物也，不似豪末之在于马体乎？  



二、人性的批判 

 （一）自多：自满；自夸 ；自以为是；自我膨胀。 

     3.事物自身的不定性和事物总体的无穷性 ： 

    河伯曰：“然则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 

北海若曰：“否。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
无故。是故大知观于远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
无穷……” 

 

     4.人性的弱点：“……五帝之所连，三王之所争，仁人
之所忧，任士之所劳，尽此矣！伯夷辞之以为名，仲尼语
之以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 

 



二、人性的批判 

 （一）自多：自满；自夸 ；自以为是；自我膨胀。 

     井底之蛙：公子牟隐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独不闻
夫埳井之鼃乎？谓东海之鳖曰：‘吾乐与！出跳梁乎井
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则接腋持颐，蹶泥则没
足灭跗；还虷、蟹与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
水，而跨跱埳井之乐，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时来入观
乎？’东海之鳖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絷矣，于是逡巡而
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
高，不足以极其深。禹之时十年九潦，而水弗为加益；
汤之时八年七旱，而崖不为加损……” 



二、人性的批判 

 （二）自我迷失：邯郸学步 

 

   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余子之学行于邯郸与？未得
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  



《内篇·逍遥游》——名篇名句
（2） 

 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
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
乡、德合一君、而徵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 。 

 

 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
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
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
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
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  



《内篇·逍遥游》——名篇名句
（3）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
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
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
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庄子曰：
“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

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
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

大樽，而浮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
心也夫！” 
 



二、《内篇·齐物论》——题解 

 “齐物论”包含齐物与齐论两个意思。 

 

 庄子认为世界万物包括人的品性和感情，看起来是千
差万别，归根结底却又是齐一的，这就是“齐物”。 

                                  

  庄子还认为人们的各种看法和观点，看起来也是千差
万别的，但世间万物既是齐一的，言论归根结底也应
是齐一的，没有所谓是非和不同，这就是“齐论”。  

               

 “齐物”和“齐论”合在一起便是本篇的主旨。 
 



《内篇·齐物论》——名篇名句
（1）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
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
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
有孰无也。今我则已有谓矣，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
谓乎，其果无谓乎？   

 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
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
亦因是也。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
两行。 

 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不廉不嗛，不勇
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
而不信，勇忮而不成。  



《内篇·齐物论》——名篇名句
（2） 



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
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为雌，

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
之正色哉？ 

  “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
而不知归者邪！丽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晋国之始得
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与王同筐床，食刍
豢，而后悔其泣也。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
乎！  



《内篇·齐物论》——名篇名句（3） 

 梦饮酒者，旦 而 哭  泣；梦  哭 泣 者，旦 而 田 猎。
方  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
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
为觉，窃窃然知之。 

 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
何其无特操与？”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
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恶识所以然？恶
识所以不然？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
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
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
谓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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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篇·齐物论》:从“朝三暮四”看是非的
可笑 

 1.人世间中的绝大多数是非问题都是“朝三
暮四”式的猴子问题 

   2.不管三七二十二 

   3.千万不要和猪打架 

   4.千万不要劳心费神地去判断世俗的是非，
他说是就是，他说非就非——我才懒得理
你呢！ 

   5.不争论——不折腾——空谈误国 

 



三、人性的批判 

 （一）自多：自满；自夸 ；自以为是；自我膨胀。 

   河伯的寓言：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
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
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
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
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
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
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
家。” 

 

1.事物的局限性 ：井鼃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
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
束于教也。  



三、人性的批判 

 （一）自多：自满；自夸 ；自以为是；自我膨胀。 

     2.事物的相对性：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
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
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而吾
未尝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
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
奚以自多！ 

   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
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
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

此其比万物也，不似豪末之在于马体乎？  



三、人性的批判 

 （一）自多：自满；自夸 ；自以为是；自我膨胀。 

     3.事物自身的不定性和事物总体的无穷性 ： 

    河伯曰：“然则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 

北海若曰：“否。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
无故。是故大知观于远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
无穷……” 

 

     4.人性的弱点：“……五帝之所连，三王之所争，仁人
之所忧，任士之所劳，尽此矣！伯夷辞之以为名，仲尼语
之以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 

 



三、人性的批判 

 （一）自多：自满；自夸 ；自以为是；自我膨胀。 

     井底之蛙：公子牟隐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独不闻
夫埳井之鼃乎？谓东海之鳖曰：‘吾乐与！出跳梁乎井
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则接腋持颐，蹶泥则没
足灭跗；还虷、蟹与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
水，而跨跱埳井之乐，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时来入观
乎？’东海之鳖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絷矣，于是逡巡而
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
高，不足以极其深。禹之时十年九潦，而水弗为加益；
汤之时八年七旱，而崖不为加损……” 



三、人性的批判 

 （二）自我迷失：邯郸学步 

 

   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余子之学行于邯郸与？未得
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  



三、人性的批判 

 （三）自我异化：名缰利锁  

 

    庄子钓于濮水 ，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 ，曰：
“愿以境内累矣 ！” 

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
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 。此龟者，宁
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 ？”
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
“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三、人性的批判 

 （三）自我异化：名缰利锁  

 

    惠子相梁 ，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 ：“庄子来，
欲代之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 ，三日三夜。 

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雏，子知之
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
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
仰而视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嚇我邪？” 

 



三、人性的批判 

 如何克服人性的弱点？ 

    1.认识自己：人渴望永恒、伟大、崇高，而得到的往
往是有限、渺小、卑微！（帕斯卡尔）——克服“自
多” 

    2.人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夔怜蚿，蚿怜蛇，蛇
怜风，风怜目，目怜心。 

    3.返璞归真： 

    曰：“何谓天？何谓人？” 

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
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
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 

 

  



三、人性的批判 

 如何克服人性的弱点？ 

    4.道法自然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
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
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
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
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
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
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小结：下智制造问题，中智解决
问题，上智取消问题  

         哲学家冯友兰曾经指出：在历史中的任何
时代，总有不得志的人，在一个人的一生之中，
总要遇到些不如意的事，这些都是问题。庄周
哲学并不能使不得志的人成为得志，也不能使
不如意的事成为如意。它不能解决问题，但它
能使人有一种精神境界。对于有这种精神境界
的人，这些问题就不成问题了，它不能解决问
题，但能取消问题。人生之中总有些问题是不
可能解决而只能取消的。 



西藏游前传：“我看见了可可西里！” 

 ——小猫学琴记（1） 

           按语：今天上班，同事朋友都问起国庆期
间肥猫父子一起游西藏的事儿——小猫是2016
年去的西藏，那时他就特别兴奋地打电话给肥
猫：“爸爸，我看见了可可西里！”从那时起，
就开始有了父子同游西藏的想法，没有想到这
么快成行。这几天朋友们纷纷给鱼 朋友圈点
赞，特别致谢。另外，有朋友关心为什么肥猫
小猫能走到一起，而且这回跑的还是西藏？因
为这个原因，肥猫特别写了这篇作业交差。
（图片均拍摄于2018.10.06青藏铁路） 



西藏游前传：“我看见了可可西里！” 

 ——小猫学琴记（2） 

           肥猫年轻时酷爱音乐，会拉小提琴；渐渐的，有
人找他学琴，也有人找他一起搞乐队、排节目、排合
唱、搞演出。于是，肥猫很是得意，便想当然地，非
常迫切地想把他这些盖世武功世世代代传承下去，于
是，便就想到了小猫。 那年，小猫刚刚十岁，小学三
年级。果不其然，小猫刚一接触小提琴，琴技便突飞
猛进——那天，还把琴带到学校，第一次登台表演了
独奏《小星星》，回到家里，那说话，那架势，那场
面，甚是得意……老猫听说有此等好事，心花怒放，
心想，“终于没有输在起跑线了……”；肥猫更是想
撸起袖子，大干一场，大展宏图。 



西藏游前传：“我看见了可可西里！” 

 ——小猫学琴记（3） 

          从那以后，肥猫教琴更加卖力，讲解更加
细致，什么“弓法指法”、“谱号谱例”、
“升号降号”……可是，小猫总是心不在焉，
这让肥猫十分郁闷。终于有一天小猫对肥猫说，
不学了。对此，肥猫虽心有不甘，但也有一丝
顺其自然的淡泊，甚至心生释然；老猫却是耿
耿于怀，经常数落肥猫：“你看看，你看看，
人家小猫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咱家小猫会什么
了？啊？还好意思说自己是老师呢，你教了吗？
教了吗？”这让肥猫无地自容，直到有一
天…… 



西藏游前传：“我看见了可可西里！” 

 ——小猫学琴记（4） 

          几年后，小猫去外省念大学，大二那年寒假回家，
偷偷地找到肥猫，说是又想学琴了。于是肥猫又勉强
给小猫上了三次课——第一次，小猫学得特别认真；
第二次，小猫又心不在焉了；第三次，是临开学的最
后一个晚上，肥猫追着小猫，终于把五线谱的基本内
容马马虎虎过了一遍。这次，肥猫是有心理准备的，
总的来说，希望不大……正想着，小猫开始通过qq发
来音频。琴声传来，很有些样子，肥猫非常欣慰，老
猫更是觉得不可思议。 小猫暑假回来，私下告诉肥猫：
原来，小猫是跟他们学校音乐学院的一个学姐学琴的，
一个课时50块钱的样子。肥猫终于想明白了，小猫为
什么没能从他那儿学会小提琴，原来是不用缴费。你
看看，一缴费，琴就学会了。正想着，小猫的一句话，
令肥猫脑洞大开 ——  

          “老爸，你知道吗？小提琴是泡妞神器！” 



西藏游前传：“我看见了可可西里！” 

 ——小猫学琴记（5） 

          后记:当年，老猫数落肥猫“啥都没有教。”
肥猫曾无地自容——确实，肥猫对小猫是听其
自然无所作为的。多年以后，终于想明白了。
原来，无为的教育，就是成功的做你自己，然
后你的小孩自然变了，变成你理想中的他——

他怎么变，都是你理想中的他的样子。  

 



金庸：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怜我世人，
忧患实多！” 

 

          “无人不冤，有情皆孽！”想要的终没得
到，不曾想的却开了花，最好的总在不经意中
出现，人生大抵如此…… 

 
       -人的一生应当如何度过？ 
       -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老老实实读原文   堂堂正正做真人 

          通过《庄子》三篇名文《逍遥游》、《齐物
论》、《秋水》的解读，介绍庄子的哲学理想、哲
学基础以及对人性的批判，以此“道法自然”获得
更多的生活智慧。引导学生阅读经典，特别是中华
传统文化经典，端正学习态度，静下心来，老老实
实读原文，堂堂正正做真人。联系生活实际，解决
现实问题，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寻找启示，
滋养灵魂，从而做到真正意义上的 “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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