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요  약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由《漂海録》看明朝时期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同样，出发点也是这三个方面： 明朝中国人的天
人观、明朝中国人的人伦观以及明朝中国人的人生观。以这个角度作为切入口，以朝鲜官员崔溥所著的《漂海録》作为主要
史料依据进行简单的分析与研究。当今中国社会提倡一种主体思想，中国人称其为“和谐”，整个中国大陆社会正在努力构建
一种所谓的“和谐社会”，即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走可持续化发展道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营造气氛融洽的社会关
系；人与自我的和谐相处，修身养德，提高国民自我素质。由此可以看出始终以“和谐”一词贯穿其中。

주제어 :《漂海録》，人生观，天人观，人伦观，人生观，和谐观

Abstract  Nowadays Chinese society advocates a kind of principal thinking, which Chinese call it "harmony". 
The entire Chinese society is trying to build a so-called "harmonious society", that is, people live in harmony 
with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carry ou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ople live in harmony with others and 
build harmonious social relationships; people live in harmony with themselves and cultivate self-morality and 
enhance national self-quality.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word "harmony" runs through this thinking all the time. 
This paper aims at viewing Chinese people’s philosophy in Ming Dynasty from the Piaohailu. Likewise, the 
starting points of the paper are also these three aspects which are people’s relationships with nature, others and 
themselves. Based on this angle, it tries to conduct a simple analysis and study by taking Korean official Cui 
Pu’s Piaohailu as the main historic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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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

社会的主体思想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民族特点和性格，

要了解和分析古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特性 要大量的史

料，而邻国如何看待中国的民族特性，又是一个崭新的角

度。从史料的丰富程度和研究角度新颖等双重意义上看，

作为中国见闻的长篇行记《 海録》1)均称佳作。作 崔

溥是500多年前朝鲜的官员，在明孝宗弘治元年（朝鲜成

宗十九年，公元1488年）前往济州岛奔父丧，途中遭遇风

暴，崔溥遂与同行 40余人 流到中国浙江省，在今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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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登陆。一行人辗转宁海、绍兴等府县抵杭州，再沿大

运河扬 北上，进入北京。盘桓二十余日，复经三河、山

海关、辽阳等处，渡过鸭绿江，抵达义州，平安归国。崔

溥一行在中国长途跋涉4000余公里，耳闻目睹了明朝弘治

初年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以及 井风情等

各方面的情况，并奉王命详细记述上奏而成篇。《 海

録》1)文化内涵丰富，其记述的内容也是包罗万象，可供

取资的材料之多，认识中国、中国人之深，令人印象深

刻。

本文以中国人与自然、他人、自我等三个角度为主轴

线，对崔溥本人进入明朝之后的所见所闻进行分析和概

括。也就所要讨论的是由《 海録》看明代时期中国人的

人生哲学，同样，出发点也是这三个方面： 明代中国人

的天人观、明朝中国人的人伦观以及明朝中国人的人生

观。以这个角度作为切入口，以朝鲜官员崔溥所著的《

海録》作为主要史料依据进行简单的分析与研究。

二、明代人的天人观
古代中国，学人习惯于把自己与自然的关系称为“天人

观”，纵观中国历史，先秦时代，中国人主要有三种“天人

观”：其一， 子主张“道法自然””的“顺天说”，认为“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马王 出土《 子》

乙本），即人类应该恪守见素抱朴，回归自然；其二，荀

子强 “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

论》）的思想，即利用自然，发挥人的作用；其三，《易

经》基于阴阳之道，论述天人感应，天地人生生不息，厚

德载物，主张天人和谐相处之说。汉儒董仲舒倡导“天人

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明确了

1) 作 崔溥（1454～1504），朝鲜李氏王朝官员，24岁时中

进士第三名，29岁时获中文科乙科第一名，1487年任朝鲜

弘文馆副校理（五品官员），奉王命赴济州岛执行公务。

1488年闰正月初三，因其父去世奔丧回家，不幸遭风暴袭

击，而在海上 流14天，在生命危急关头，他们终于在

“大唐国浙江台州府临海县界”（今三门县）登陆。后来，

崔溥自台州走陆路至杭州，由杭州沿京杭大运河行水路至

北京，再由北京走陆路至鸭绿江，返回自己的国家。崔溥

在中国“旅行”了4个半月，行程4000余公里。回国后，他

用汉文写出了《 海录》一书，这部以日记体形式的著作

共5万余字，涉及明朝弘治初年政治、军事、经济、文

化、交通以及 井风情等方面的情况，是研究中国明朝海

防、政制、司法、运河、城 、地志、民俗的重要文献。 

“天人合一”的学说。宋儒朱熹依据“太极说”， “天人合

一”伦理化，强 “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

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 ”（《朱子语类》卷十三）。至

明代，朱子学的“天理说”据主流地位，形成宋明理学的庞

大思想体系。其主要思想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首先，承

认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这也体现了古代中国人朴素的唯物

主义思想；其次，人有卓越的地位，与其他自然万物又有

所区别，不能简单的等同。“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

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 非它也，三材之道。”

（《系辞上》），其意思就是人的作用非常大，大到什么

程度呢？人道可以与天道和地道相提并论。可见古代中国

人把人的作用也看的很重，强 人的主观能动性； 后，

人又必须顺从自然法则，自强不息，利用自然有所作为，

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1. 大运河的政治、经济效益表现了“制天命而用

之”的思想。

在崔溥的《 海録》中，记载的许多事与物都反映了

中国人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所遵循的“天人观”。治水乃

是明代中国人“天人合一”思想一个方面的体现。

崔溥自浙江台州登陆之后，一路行至杭州府，在杭州

府停留几日之后启程，经京杭大运河北上京师，路途中详

细描写了京杭大运河两岸人文、经济水文等现象。从这些

记载可以看到大运河的 凿及使用似乎符合了荀子“制天

命以用之”的思想。黄河、淮河、长江等大江河大体为东

西流向，中国人在隋代 凿了京杭大运河，沿段修建水闸

以提升水位，自南而北地 三大江河贯通起来。

这一巨大的水利工程，加强了北方政权对南方的控

制，强化皇权，掌握南方经济重心，加速北方与南方的经

济联系，使得运河两岸各城 一片欣欣向荣之貌。例如杭

州府，书中是这样描述的：“东南一都会，接屋成廊，连

衽成帷， 积金银，人拥锦绣。蛮樯海舶，栉立街衢，酒

帘歌楼，咫尺相望。”2)又如苏州府“东濒于海，控三江带

五湖，沃野千里，士夫渊薮，海陆珍宝，若纱罗绫缎，金

银珠玉，百工技艺，富商大贾，皆萃于此。”3)又例如在运

河北段的临清县，“两京要冲，商旅辐辏之地。其城中及

城外数十里间，楼台之密、 肆之盛、货财之富、船舶之

集，虽不及苏杭亦甲于山东，名于天下。”4) 崔溥等人在

2) 서인범·주성지 譯,《 海録》 卷二，二月十二日，页580。

3) 서인범·주성지 譯,《 海録》 卷二，二月十七日, 页582-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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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临清县之时还遇见了陈玘等七名来自辽东的商人。

由此可见，明朝时期京师至江南运河两岸经济十分繁

荣，运河的经济作用十分重要，堪称明时水上经济大动

脉。这些种种迹象似乎都在印证前文所提到的荀子提出的

观点。

2.“顺水性”疏通河道继承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的

治水思想。

弘治元年三月初六日，过沛县之时，与崔溥同行的傅

荣曾经对崔溥说过这样一段话：“足下观我大国制度，以

谓如何，自江南抵北都，旧无河路，自至正年间来，始为

通路之计，至我太宗朝。置平江侯以治之，疏清源，濬济

沛，凿淮阴，以达于大江，一带脉络，万里通津，舟楫攸

济，功保万全，民受其赐，万世永赖。”5) 再看《 海

録》卷二，三月初五日描述明人治水之法：“洪惟我朝太

祖高皇帝龙飞淮甸、混一寰宇，乃建都南京以临天下。暨

我太宗文皇帝绍基鸿业，迁都北京。于时，方岳诸镇及四

夷朝聘贡赋，每岁咸会于畿内。而滇蜀、荆楚、瓯越、闽

浙，悉由扬子江泛东海，沿流北入天津，渡潞河诣京师。

其江海之阔，风波之险，京储转输为难。故我太宗文

皇帝虑东南海运之艰，乃召股肱大臣往徐、扬、淮、济，

度地势，顺水性。东自瓜洲，西自仪真，咸作坝以截之，

俾不泄于江。仍因近世旧规，凿漕引水为河，而总会于

扬，由扬到淮，由淮至徐，由徐至济。自济以南，则水势

南下，接黄河会淮入海；自济以北，则水势北流，接卫河

会白河亦入于海。上复以地形南北高下不一，分泄水势无

以贮蓄、非经久计，仍命有司置闸，或五、七里一闸，或

十数里一闸，潴水济舟，迨今渊源不竭。自是方岳蕃镇与

夫四夷朝聘会同，及军民贡赋转输、商贾贸易，皆由于

斯，而舟楫之利始通乎天下，以济万民无复江海风涛之

厄，我太宗是作实缵禹之功，补补天之不足， 万世太平

之盛典也。徐乃古彭城东方大郡，襟淮带济，为南北两京

喉 。徐之北，黄家村之东，有山溪一派，南流入闸，水

势汹涌多伏流。走沙壅塞淤浅，舟楫经此恒为阻隘，民甚

病焉。天顺戊寅春，有司具疏闻于朝，我英宗睿皇帝丕缵

洪休，益 前烈，乃召有司立闸以通之，设官以理之。自

是舟楫往来无复前患。”6)

4) 서인범·주성지 譯,《 海録》 卷二，三月十四日, 页597。

5) 서인범. 주성지 譯,《 海録》 卷二，三月初六日, 页593。

6) 서인범·주성지 譯,《 海録》 卷二，三月初五日, 页592。

这两段话记载江南抵北都，旧无河路，明朝人在原先

运河基础上疏通河道，联接长江、淮河、黄河、钱塘江等

几大流域，古代中国人在水利工程的修筑上遵守因势导之

的原则，明太宗在召唤大臣之时也嘱咐他们必须度地势，

顺水性，这与现在以阻塞建坝防洪有鲜明区别，文中关于

治水的用词也多次使用“疏”，“濬”等词，河道的疏通对明

朝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只有在运河河道疏浚的前

提下，才会出现文中所记载的南北方各城 的繁荣景象，

而河道的治理前提条件则又是古代中国人遵从自然法则顺

应自然，在此的表现则是度地势、顺水性。又如文中未提

到的四川都江堰水利工程，同样亦是古中国人遵循自然规

律、利用自然规律所带来的福祉的著名工程。这也正式体

现了中国人在治理水文方面遵循“天人合一”之思想。首先

必须遵从自然规律，其次利用自然造福于民。此主体思想

在文中也体现的淋漓尽致。

3. 精神世界秉承了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

在明朝时期，中国人同样也崇拜神明，包括道教以及

佛教，此时佛教在中国传播已极盛，对神明的崇拜亦是对

自然崇拜的一种表现。崔溥在记录旅程的过程中，常常提

到经过诸多庙宇（沿河而东而北，过夏国公神道庙、观音

、 远 军兰公之茔、晏公庙、黄巾坝、北来寺、竹溪

亭铺…7)。崔溥等人行至 河驿龙王庙时文中有这样一段

记载：“杨旺与其徒入庙中，焚香礼神以祭，令臣等亦

拜。”“陈瑄曰：‘此祠，乃龙王祠也，有灵跡。故过此 皆

致恭拜祭，然后行，不然则必有风涛之险。’”8)在当时由

于科技的发展水平限制，中国人对于自然现象也 揣一种

崇拜之情。文中所提到的“龙王”为水神，中国人相信龙王

对河流、雨水，海洋的控制有决定作用，此举正是中国人

所谓“顺天命”之体现！ 崇自然而后乃行，运用自然之规

律，有所作为，此乃“天人合一”说之精华所在。

崔溥等人入明之际，正是明成化二十三年，明宪宗朱

见深在位时期，期间明朝崇佛之风极盛，《 海録》中同

样也记载了许多佛教寺庙的情况。这是个奇特的现象，佛

教本不是中国本土宗教，两汉交替之际东传并经魏晋南北

朝而成为汉传大乘佛教，在中国生根成长，势力极为盛

大。“就以 应环境而 ，佛教基本上也是强 改变自己

去迁就环境。”9) 而在明朝，皇帝对佛教的 崇，也在一

7) 葛振家 著, 崔溥《飘海录》评注 卷二，二月二十三日，页114.
8) 서인범·주성지 譯,《 海録》 卷二,三月初十日, 页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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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推动了佛教的发展，如文中所述：大行皇帝（明

宪宗） 崇佛法，巨刹半于天下，方袍多于编户，僧等安

卧饱食以修释行。10)佛教文化这种特点与中国人的天人和

谐之思想正好不谋而合，这也就是为何佛教能在中国传播

如此之盛的原因。自然与环境，人类必须顺应，这就是中

国人的观点。

三、明代人的人伦观
中国经历了两千年的 建社会，中央集权的体制和意

识根深蒂固。中国人习惯于把地位高的人权 化，在人际

关系和社会意识取向方面，非常强 权 性。中国人习惯

于把地位高的人权 化，“这种做法主要是为了巩固上下

的关系，便于维系团体内部的和谐，以达到稳定社会的

终目的。”11) 

再 ，为了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中国人往往把社

会习俗同样也以权 化，制度化。按照即成的社会习俗办

事，各司其职，对于维持现有的社会关系有一定好处，一

旦有人不按照常理处事，其他人必以之为 ，且为了维护

即成的习俗，其他人必 要求此人保持行为一致，趋于大

同。

古代中国等级观念十分强烈，在《 海録》中有许多

记载也体现了这一点。本文选取其中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事

例，据此观察古代中国人的这些性格特征。

其例一，正月二十四日，崔溥等人行至健跳所，遇丙

午年登科的张辅，与之讨论朝鲜科举等级分科等事。后张

辅“引臣至其家。则其家前街果以雕龙石柱，作二层三间

之门，金碧眩曜，其上大书丙午科张辅之家之标。辅盖以

己之登第誇示臣。臣亦以浮诞之 誇之曰：‘我再中科

第，岁受米三百石，旌门三层，足下其不及于我矣。’辅

曰：‘何以知之？’臣曰：‘我之旌门，远莫致之，我有文科

重试 録在此。’即拔示之，辅于録中，见臣职姓名，下

跪曰：‘我殆不及矣。’”12) 

其例二，崔溥等人行至德州时所记叙的情况：“大上皇

9) 文崇一、萧新煌主编,，《中国人：观念与行为》，台北，

巨流图书公司印行，1989,第14页。

10) 葛振家 著 崔溥《飘海录》评注 卷二，四月二十四日，页183.
11) 文崇一、萧新煌主编,，《中国人：观念与行为》，台北，巨

流图书公司印行，1989,第18页。

12) 서인범·주성지 譯,《 海録》 卷一，正月二十四日, 页566-567。

帝同母弟有贤德， 鲁地，号鲁王，在此德州境三百余里

之地，故时人成为德王。臣曰：‘德王何以不在京师，在

外方乎。’荣曰：‘亲王在内，恐有他意，故待年十六岁以

上 皆 为王，出之于外。’臣曰：‘德王在撒谎。你懂所

辖腹里之地，亦自擅号令政事乎？’荣曰：‘王府各司之官

掌诸政，有教授之官，有护卫之官，王与之讲诗书阅 御

而已，号令政事，王不得有为。一出于朝廷。’”13) 前 又

对各品官员衣饰着装作了详细记载，各级官员着装配饰等

级分明，一目了然。

其例三，崔溥等人过沧州府时，恰遇当地祭孔之典，

其文记载如下：“躬幸国之监。释奠先圣，崇儒重道之意

亦至矣。臣戏之曰：天子亦拜于列国之臣乎。荣曰：孔

子，万世之师，岂以人臣之礼待之乎，但天子当释奠时，

赞礼官曰：鞠躬拜，天子欲拜，傍又有一赞礼官曰：孔子

曾为鲁司寇。赞礼官又唱曰：平身，礼当拜而实不拜。此

先师 天子之礼，两不悖也。”14) 

其例四，崔溥入京拜见大明皇帝之时，身着素服，以

从朱文公家礼。但是按照明朝礼制，即使是守孝之礼，也

不可废天子礼仪。礼部官员曾明确告诉崔溥：“今日我与

礼部尚书大人已议之。当是时，亲丧轻天恩重，拜谢之

理，不可废见。”15) 后崔溥迫于天子礼仪不得不换下素

服，着吉服入朝拜谢皇帝。

现在来分析上述事例。首先，事例一崔溥所遇丙午年

登科的张辅本是想在客人面前炫 一下自己的功名，但是

当崔溥报出自己的官位以及科举榜次之时，其人立刻向崔

溥跪拜并表示自己佩服之情以及始料不及之意。可见中国

人习惯于服从权 化的人或事，与其他人交流接触之时，

习惯于以年龄、地位、官职等资质来选择处世 度，对待

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对比自己地位高层次之人士显

示出谦恭之 。用此关系来维持中国 建社会关系的相对

和谐和稳定。

其次，第三段描述的祭孔场面与第四段崔溥入朝受赏

谢恩关于更换吉服之事又显示中国人另一种处世心理特

点。正如崔溥所 ，孔子原本只是鲁国司寇，到今却受帝

王之礼，各朝帝王皆来拜孔圣人。崔溥虽崇儒术，但见此

状也不禁感到惊讶。对此，中国人早已经 应这种社会现

象，已经把祭孔作为一种社会习俗权 化，所以会出现文

13) 서인범·주성지 譯,《 海録》 卷二，三月十八日, 页598。

14) 서인범·주성지 譯,《 海録》 卷二,三月初八日, 页593-594。
15) 서인범·주성지 譯,《 海録》 卷二,三月二十一日, 页59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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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傅荣与崔溥关于祭孔之争。文中记道：臣曰：“孔子之

道大于天地，明于日月，信于四时，达之天下外代而无

穷。……则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当事以先圣先师之礼，又

何举鲁司寇之称当拜而不拜乎？若举司寇以称孔子，则孔

子是一 国陪臣，又安可屈天子之 以祀之乎？”荣（傅

荣）嘿然。16) 虽质疑于此，明官员或因崔溥之 正是自

己的心里话，所以仅是嘿然一笑。又如受皇帝赏赐之事，

崔溥一再坚持着素服入朝谢恩，但是明朝礼部官员则始终

坚持要求崔溥着吉服入朝，可见皇帝之权 。在这种权

化的习俗和其他官员同化性的要求，崔溥只好接受。但是

礼部在 虑到崔溥为外国官员身份的特殊情况，同意受赏

之时可由其侍从代为领取。此事反映中国人因时、因人、

因地制宜之原则，强 反求诸己而不外责，处事 度有很

大的圆融性。

后，那就是皇权的高度集中。明朝 国皇帝朱元璋

废丞相制，中央集权达到新的高度。后又历靖难之役，朱

棣大肆剪除 己，推行削藩，进一步高度集权。但朱棣之

后的明朝诸帝往往不理朝政，宦官权力渐重，以至后来宦

官狂悖之甚。这个独特的政治现象，崔溥扑捉描写得很细

致，反映出崔溥敏感的政治嗅觉。崔溥过鲁桥驿时，“见

有太监刘姓 王赴京，其旌旗甲胄，鼓楼管弦之盛，震

汤江河，及是闸，刘以弹丸乱 舟人，其狂悖如此。陈瑄

曰：‘此舟中内官，如此歪为。’傅荣问诸臣曰：‘贵处亦有

此太监否？’臣曰：‘我国内官，只在宫中迁扫传命之役，

不任以官事。’荣曰：‘太上皇帝信任宦官，故若此。刑余

人，持重权为近侍，文武官皆趋附之。’”17) 

这是个特殊的现象，说明中国人在处理自己人内部关

系时，往往猜忌心重，而更愿意使利益或 权力分散，而

自己本人却掌握分配权力的主动权。处事方式极为圆融，

在保持表面的人际关系和谐之前提条件下不动声色以达到

自己的实际目的，这种心理特点实在微妙。

四、明代人的人生观
人类很早就 始思 自我为何许人，从哪里来、到哪

里去的问题了。这是一个古 的话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

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如何认识自己，而又如何把自己，每

16) 葛振家 著 崔溥《飘海录》评注 卷二，三月二十一日，页138.
17) 서인범·주성지 譯,《 海録》 卷三，四月十九日, 页608-609。

个国家的人都会有自己的特点。《 海録》一文记载中国

人的心理描述较 ，本文就其他方面简单分析一下中国人

与自我认识。

明朝中国人主张内心的修养，以及积德行善，达到一

个较高的精神境界。其所有如此，首先是因为明代以朱子

学为官学，教化人心的经典和科举 试题库。洪武二年

（1369年）朱元璋钦定朱熹的《四书五经》、《大学衍

义》，昭告天下这些著作为科举命题的出典，天下学子莫

不苦学之，宋儒理学由此浸润社会精英头脑。永乐七年

（1409年）成祖朱棣亲自撰成《圣学心法》四卷。明永乐

十二年（1414年），再修《四书五经大全》，朱棣亲自作

序，颁行于天下。至明代宗朱祁钰临朝（景泰元年即1450

年）， 朱子与孔子并列，享春秋两大祀，朱熹和朱子学

地位显赫，历代朱家子孙皆享国家俸禄的殊荣。在明代，

朱子学说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到

“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八条目，成为“自天子以至于

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规范，18)家喻户晓，深入人

心。在《 海録》中，从台州桃渚所的武官备倭指挥刘泽

讯问崔溥一行人“所读诗书、 崇何典，衣冠礼乐，从何

代之制” 始，19) 到杭州府按察提 学校副使郑大人询问

“科目之制”、“文章体格”、“治何经”，要求解释经书，20) 

以及明帝派出的织染罗太监御史三大人到苏州府锡山驿船

上，与崔溥晤 ，称赞他是“礼义国好人”，也提出“你国

何经”、“也有学校否”、“ 崇古昔何神圣”等问题，21) 

请崔溥答复等，可见，明朝官宦十分急欲了解并看重海东

朱子学的现状。由此，不难想见在明代，“自天子以至于

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其次，是因为佛教在明时传播甚广，社会影响广泛。

本文前部分也有提到。《 海録》中也多处描述佛教寺庙

众多。其中有这样的描写：“大行皇帝之崇佛如是，寺刹

僧佛之盛又如是。”佛教的中心思想简单的说来可以用“诸

恶莫作，众善奉行”这几个字来概括。而这正符合了中国

人对于自身修养的一种提升要求。中国人相信“因果报应”

一说，所以希望通过对自身修养的提升来达到人生境界的

升华。崔溥等人在玉河馆时，明朝官员王能来访，交 中

提及崔溥海上 流之事时有这样的描述：“‘闻你从 无有

18) 《四书集注·大学章句》

19) 서인범·주성지 譯,《 海録》 卷一, 闰正月二十一日, 页563-564。
20) 서인범·주성지 譯,《 海録》 卷二, 二月初七日, 页574-575。
21) 서인범·주성지 譯,《 海録》 卷二, 二月十八日, 页584-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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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夫，然乎？’臣曰：‘然。’能曰：‘得非幸乎？盖人口而为

日多，则难平居无事，闻有患死 ，况遭被恶风，过尽大

海，一无亡失。千古所稀，想必你于平昔积善所致也。

’”22)王能见崔溥所行之人经海难之后全部保全，大为惊

叹，但他并没有称赞崔溥领导之才，而归功于其“平昔积

善所致也”。善有善果，中国人“因果报应”之思想由此可

见一斑。   

第二点，中国人对于自己严格要求，明朝官员秉公办

案和注重 研的精神非常明显。明孝宗弘治年间，一方面

是政治清明，较 弊政，中央至地方的各级官僚机构运转

有效率。另一方面，此事也是倭寇袭扰东南沿海的猖獗之

时。因此，崔溥自牛头外海登陆之后，备受官员检查。江

浙一带海防警备森严，当地民众的海防意识也极高，崔溥

等人初登岸被疑是倭寇之时，有僧人告知：“此乃桃渚所

千户也，闻倭人犯境，领器械以备于此。因许千户之报，

率兵往驱你辈以来。”23) 这也侧面反映了中国人的忧患意

识。在辨别崔溥身份这件事情上，文中也作了比较细致的

记载，初遇把总关，把总关从各方位 察崔溥等人之

行、物品，并作文书上报上级；到绍兴府时，又遇 政三

司审问，让崔溥写出朝鲜国历代沿革、都邑、山川、人

物、尚俗等等情况，并详细盘问朝鲜政治、军事、教育制

度，由此可见明朝官员处事谨慎 度。

后，绝大多数中国人在善邻意识方面具有很强的集

体认同感。崔溥一行43人在由海而陆，从南到北的8000余

里的长途跋涉中，除去在海岛遭遇海盗的侵袭之外，登陆

后人身安全具有保障。在确认朝鲜吏崔溥之身份后，沿途

各级官员皆以盛情款待之。在北京玉河馆时，崔溥几乎每

日都要接待鸿胪寺主簿、职方清吏司郎中、会同馆副使、

礼部吏、锦衣校 、国子监生员等各式人物的拜访。崔溥

本人也十分感叹明朝人对待日本人和对待朝鲜人的 度差

别。离 北京时，由百户张述祖一路护 至辽东。崔溥在

《 海録》中记载：“今我等到皇都，皇帝有赏赐。到广

宁，镇守三司赐衣裳帽革，军人空手而来，重负而还，此

三幸也，凡此三幸，莫知其所致也。”24) 中国人善待邻国

落难之人的古道热肠令人感动。待崔溥归国之时，所受沿

途各官员以及乡绅所赠物品尽然有十五驮之多。

22) 서인범·주성지 譯,《 海録》 卷三，四月十日, 页606。

23) 葛振家 著 崔溥《飘海录》评注 卷一，闰正月十八日，页57.
24) 서인범·주성지 譯,《 海録》 卷三，五月十九日, 页598-599。

五.结语
此书有文化交价值。十五世纪的朝鲜半岛王朝与明王

朝，文化一定的差 。此书 两种文化进行了对比。强

的更多共性，反映了那个时代东亚文化圈的共同心理。当

然，崔溥之《 海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对于研究

明朝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具有很高的价值。

本文从社会人文角度，节选《 海録》中的几段代表性记

述，简单分析中国人在看待自己与自然、他人和自己这三

的关系，透过崔溥一名朝鲜官吏的视角客观看待中国人

的人生哲学。

在与自然方面，“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

固， 崇自然但顺应自然法则使中国人在水利等方面得到

直接的益处。在人与他人的关系方面，古代中国人则强

权 性的人物以及遵循社会固有习俗，以维持和谐的人

际关系，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地处理人与他人之间的关

系。在与自身的关系上，中国人主张内心的道德修养以提

升自我的人生境界，做事谨慎，有较强的忧患意识，并且

有较强的集体认同感。明代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千多年来东亚文化圈居民的

共同的人生哲学。在世界科技飞速发展，东亚方文化交流

日益密切的今天这些的理念仍然是东方社会宝贵的精神财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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