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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宋元学案》的“浙学”概念
———作为话语表象的“永嘉”、
“金华”和“四明”
［日］早坂俊广
（日本国立北九州工业高等专门学校 综合科学科，日本 北九州 )"! $ "&)(）
［摘

要］
“浙学”本是朱熹批判浙东思想的语言，而《宋元学案》则用来彰显“浙学”的卓越性。《宋

元学案》以故事的方式将永嘉、金华、四明各地的思想整合于“浙学”之中，并有意识地将四明地区作为终
点而进行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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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探讨《宋元学案》对永嘉、金华、四明学派的评价，以究明其“浙东学术史”观，乃本文之
目的。不过，笔者在本文中将《宋元学案》看作是“表明话语之书”，而非“记述事实之书”。《宋元学
案》既是一本详细致密的“实证书”，又是一本有时代与地域局限性、从某种视角提出的“意见书”。
!
本文以清代前期浙东地方人士之话语为着眼点，分析《宋元学案》中的“浙学”概念。

一
本文力求彻底摆脱关于学派研究的两个“决定论”———暂名为“环境决定论”和“构造决定论”。
一直以来，人们在对某一思想学派进行历史性研究时，总指望研究师承关系、交际关系等具体实态。
而如果是根植于某一土壤的学派的话，还要对其所处的自然、文化、社会、历史性环境等同时加以研
讨。毋庸置疑，这种实态研究至今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也是今后还应深入研究的课题。然而，事实
上这样的视角也往往隐藏着轻易陷入“环境决定论”的危险性。因为，无论有多少“客观性的事实”，
也无法根本说明为什么某思想家热衷倡导某一思想。何况我们所面对的思想学派几乎都没有明确
的成员约定和成员名册，所以在具体判定谁是其成员时，后人智慧的介入不可欠缺。纵然再三强调
是“客观性事实”，总会有论者的个体意识偏差以及例外的存在吧。
首先，所谓“客观性”的环境与风土是不存在的。奥格斯坦·贝鲁克在《地球与存在的哲学———
超越环境伦理》一书中写道：
“风土中的一切都与人类的存在相关联。各种事物只存在于人类将自
己固有的存在赋予这些事物作为具体内涵之时”
“ 风土中的一切均因其内涵而产生价值。
［#］
（ /0 )&）；
而且，此种具有生态象征的价值与我们的存在相关联，并向我们发问”
［#］
（ /0 ##1）。当时人们之所见
和我们所要见的对象既然已经带有“内涵”、
“价值”，也就无法认为纯粹的客观性的环境单方面地规
定着人类存在的样式。自然环境如此，人的交往、文化传统等社会性、历史性环境也同样如此。
［收稿日期］!""# $ "% $ #&
［作者简介］早坂俊广
（#&’( $ ）
，
男，
日本爱知县人，
日本国立北九州工业高等专门学校综合科学科副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 只是现在还没涉及到该书是许多话语的复合体即带有某种“同床异梦”性这一点。此乃今后的课题。另外，关于《明儒学
案》的思想史整理是“江浙”中心主义这一点，小岛毅在他的《中国近世之礼的话语》
（ 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 #&&’ 年版）中已
有论及，本文也深受启发。

第&期

早坂俊广：关于《宋元学案》的“浙学”概念

&&&

其次，人们在对某一学派进行哲学研究时，往往着眼于甲学派与乙学派思想的构造有何不同。
不否认这很有意义，但我以为此种方法有危险性。其危险性在于，
“构造”上的不同只不过是后世之
人以某一视角抽取出来而已，但我们却将其固定化，并以此替代当时人们的实际感受而加以理解
（如，辨别朱熹与陆九渊思想差异之研究的累积，会给人一种印象：他们当时的主张截然相反，关系
水火不容），以及以其思想的后世评判来加以整理（如，朱熹的学问后来成为系统性学术理论，或者
说现代人往往认为他的学问在思想构造上较为优秀的事实，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当时他一直领导着
思想领域）。
毋庸赘言，
《宋元学案》
是一部恩泽于后世的优秀的思想史著作。然而，本人认为，它还是陷入了
以上所述的
“两个决定论”
中。因此，
我们今天避免重蹈覆辙，
自觉地、
策略性地利用此书尤为重要。
那么，怎样才能不陷入“两个决定论”呢？这不是一个能简单回答的问题。本文尝试性地导入
“话语”、
“话语表象”、
“故事”等视点。这里，并非单纯地将“浙学”、
“永嘉学”等视为“客观性事实”，
而是作为“话语”，
“话语表象”和“故事”来处理的。“话语”是产生于具体环境中的语言意义上的“话
语”，
“话语表象”是集合性意识以话语来表述，
“故事”是传达、解释事态。当然，
“浙学”、
“永嘉学”等
孕育于“浙东”、
“永嘉”……我们无法将它们隔离于那些土地加以论述。但是，那些土地在被提及时
已非等价于位处中国浙江省东南部的那些土地。人们在谈论它们时，其言下集结的是各自心怀的
“浙东”、
“永嘉”……也是作为所谓“内涵”、
“价值”的“浙东”、
“永嘉”……因此，在对作为“浙东”、
“永
嘉”……的学问之“浙学”、
“永嘉学”加以研讨时，就无法无视当事人在使用这些语言时脑里所浮现
的形象、听者在闻其言时所产生的价值意识、自发意识以及其语言能成为集团结合原理的力学等东
西。我们更需要研究的并不是作为物理性存在的“浙东”、
“永嘉”……以及在那里形成的具体实在
!!
的士大夫（及他们所编制的网络）本身，而应该是既与它们相关联，又从中游离出来加以刨根问源、
!!
添赋内涵的内容。
只是我们不应实体化和固定化地把握这里所说的形象、意识等。我们应该强烈地意识到这些
东西是被“表达”的东西。正如野家启一在《叙述的哲学———柳田国男与历史的发现》一书中所说：
“某一事件由于被编入了后续发生的各种事件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网之中，而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
叙述文因对其再记叙、再再记叙而使我们的经验地平变得越来越多层化。以此意义而言，所谓叙述
文就是‘经验解释装置’，它由现在的展望出发去再释过去，从而使历史性传统的本来面目发生改
变。
”
［!］
（ "# $%“
） 历史性事件只有通过故事的表述才得以确立其作为历史事实的身份。故事通过把
想到的各种事件按时间顺序排列，并将它们在一定的‘故事’背景中再行配置来架构历史性事实。”
“形象”、
“ 意识”既是一个“历史性事实”，同时又是已经被讲“故事”过了
［!］
（ "# &&’）我们所要处理的
的东西。本文将以上述观点为依据，对“浙学”、
“ 永嘉学”、
“ 婺学”等进行“话语”、
“ 话语表象”、
“故
事”的剖析。

二
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
“浙学”一词是南宋朱熹为批判当时活跃在永嘉、永康等地的所谓“事
功、功利学派”而提出来的。对“浙东”人而言，
“ 浙学”是一个历史上打着被责难、被辱骂烙印的词
汇。
“永嘉学”、
“婺学”同样如此。但是，大概自元明起，围绕“浙学”的语言环境逐渐起了变化，至
《宋元学案》时，其语调明显有了很大的转换。《宋元学案》虽然充分意识到朱熹之批判，然反其道而
行，以“浙东”一词来颂扬浙东学术思想的意义。如：
() 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考所谓“九先生”者，其六人及程门，其三人
则私淑也。而周浮氵止、沈彬老，又尝从蓝田吕氏游，非横渠之再传乎？鲍敬亭辈七人，其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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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程门。晦翁作《伊洛渊源录》，累书与止斋求事迹，当无遗矣。而许横塘之忠茂，竟不列其人，
何也？予故谓为晦翁未成之书，今合为一卷，以志吾浙学之盛，实始于此。
［!］
（ "# $%&）。
此乃全祖望对北宋时期永嘉地区几代思想家的解说。其特点在于，一是强调了永嘉之学不仅是“洛
学”而且还继承了“关学”的学统；二是认为“浙学”的起始在永嘉地区。这种解说在某种意义上已成
定论，它对其后思想史的理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无疑，
《宋元学案》对此这一学术定论的形成起了
很大作用，但在以《宋元学案》本身为探讨对象的本文中若以“定论”来考虑问题就无任何意义了。
可以说，将当时永嘉地区的思想动向冠之以“浙学”之名全然是一种后智，而且赋予“浙学”以历史生
命（尽管是贬义）的始作俑者朱熹本人在“九先生”的时代还未登上历史的舞台。
永嘉地区在这一时期思想大家辈出，这也许是无争的事实。不过，将其理解为“浙学隆盛的开
始”和“继承了洛学·关学的学统”是有问题的。“永嘉”并非等价于“浙”，也非脱离了“洛”、
“关”就无
法存续。将“永嘉”理解为“继承了洛学、关学的学统”、
“是浙学隆盛的开始”，只能算是一种“解释”
（“意见”）罢了。
“婺学”的境况也相类似。笔者曾在另文中对“婺学”的概念进行过探讨。若要简单介绍其中一
部分探讨成果的话，所谓“婺学”一词：
（’）针对婺州人士在吕祖谦死后急于强调“事功”色彩的动向，
朱熹心怀畏惧之念，为对其批判而开始使用“婺学”一词；
（(）自南宋末至元代，继承了朱熹女婿黄干
之学统的“金华四先生”在婺州登场，对“婺学”的认识从“朱熹批判之敌”转变为“朱子学嫡子们之学
统”；
（!）由于元末明初宋濂等的活跃，此意义上的“婺学”被更加强化，也因方孝孺之死而告终结。
本文所讨论的“浙学”是处于（’）阶段的，朱熹认为“忧人现象”决非只有“婺州”一处，所以使用
了此词（因此，我们经常见到的对《宋元学案》混用了“婺学”和“浙学”的批判实在无甚意义）。“忧人
现象”在永嘉说来是叶适的抬头，在四明说来是陆学的传播普及 。常有“永嘉永康学派”之说，连接
永嘉和永康的结合点、催化剂是吕祖谦，而四明陆门与吕祖谦之弟祖俭有密切的交往。祖谦之死与
祖俭之“变节”又是朱熹忧虑的最大焦点，由此忧虑而产生了“婺学”或“浙学”的说法。若果真是如
此，那么“浙学”问题的构成（或话语表象的“浙学”）也确实产生于此时。
如上所述，
《宋元学案》虽充分意识到了朱熹的批判，但反其意而利用之。朱熹忧虑之最大焦点
“婺学”的继承者，被赞赏如下：
)* 勉斋之传，得金华而益昌。说者谓北山绝似和靖，鲁斋绝似上蔡，而金文安公尤为明体
达用之儒，浙学之中兴也。
［$］
（ "# (’&）
金履祥确实是当时令人注目的大儒，算是值得称道的人物吧。然而，坦率而言，没有必须将其称之
为“浙学之中兴”的必然性，有的只是在“浙学之中兴”的问题构成中，试图拽住他而已。
!!!
!!
另外，刚才还简单触及到了四明陆门。《宋元学案》指出，在四明地区除此以外还有能与婺州比
翼的重要学统。
+* 四明之专宗朱氏者，东发为最。《日钞》百卷，躬行自得之言也，渊源出于辅氏。晦翁生
平不喜浙学，而端平以后，闽中、江右诸弟子，支离舛戾固陋，无不有之，其能中振之者，北山师
弟为一支，东发为一支，皆浙产也。其亦足以报先正惓惓浙学之意也夫。
［$］
（ "# !,$）
在此必须老调重弹，即黄震无疑是南宋末年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但将其视为“浙产”，归入“浙学”
的脉络只不过是一种“解释”而已。这就是我将《宋元学案》视为“表明话语之书”的原因所在。

三
本人绝对不认为由于《宋元学案》的作者几乎都是“浙”人，所以他们会从狭隘的地缘意识出发，
!!!!!
不惜歪曲史实以颂扬“浙学”。此书仍不失为是“公平”、
“客观”的“学术史”。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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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他们想对多样化的现实联上一根脉络时，必定同样遇到了由此而带来的问题。若不明了这一
点，也许终究只能再产生同样的故事。
说到“地缘意识”，此书反而很不充分。从以上引用过的资料不难看出，人们认为永嘉不仅传承
了
“洛学”，而且也继承了“关学”；金华是“勉斋之传”即传承了朱子学；四明与金华同例。关于四明
要补充的是，此资料特意介绍“四明之专宗朱氏者”的缘由是因为如前所述，在这片土地上前前后后
出现了很多“陆学”的重要弟子。
以上全部内容仅将“浙学”放在与外来的“洛学”、
“关学”、
“朱学”、
“ 陆学”之相关关系中进行评
价而已。这些学派确实在中国思想史上可以称为胜利者。然而这也难道不是一种后智吗？至少，
“受容”了这些学派的浙东思想家们并没有以黄宗羲、全祖望那样的视点来认识这些学派!。即他
们不是以历史的胜利者，而是以事实上正在不断生成的（似乎很有魅力，但至今仍未完成）同时代者
（或者若干先行者）来认识这些学派的。
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西方冲击”说一样，我不得不认为，在论定“浙学”时必须搬出“洛学”、
“关
“西方冲击”说认为 ，西方是永远有“合理
学”、
“朱学”和“陆学”"。这也许说得有些唐突。简言之，
性精神”的“赢家”，它所关注的是该“赢家”是怎样动摇了“顽谜”的中国，即怎样“启蒙”了中国。这
里，根本就没考虑西方对于中国而言是否真的是重要的存在，人们几乎没有考虑在中国内部有了怎
样的带有思想史必然性、内在性变化的胎动。
在浙东，某人可能是二程的或者是朱熹的弟子，也许这在其思想形成中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然
而，了解程朱学发展结果的人们必须极力避免站在后智的基础上去片面地整理过去的浙东的情况。
浙东有浙东的，正确地讲，永嘉有永嘉的、金华有金华的、四明有四明的推动学问隆盛的基础，即应
该有过各种各样的知识传统和知识环境。与“浙学”对峙者首先应该弄清这一点。当然，要不断注
意避免陷入第一节中所述的“决定论”中。
应该马上补充的是，确实，本人引用了《宋元学案》中实际上记载着的语言，但我这样的操作又
仅是一种解释而已。既然《宋元学案》是一个多样性话语的复合体，那么就不能只将此书片面地看
成是“颂扬浙学，但为程朱学的观点所束缚之书”。如本文第一条注释所述，对于其复合性将留待今
后探讨。在此，想更详细地探讨一下此书是如何来论述“浙学”的。因为《宋元学案》所述的“浙学”
虽然只是一个“故事”而已，但它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很有意义的“故事”。
“金华”
（ "）、
“ 四明”
（ #）的资料，从这些材料中可以发现三个
第二节中介绍了有关“永嘉”
（!）、
问题：
（$）将这三个地域的思想动向称之为“浙学”；
（%）
“程学”、
“陆学”等是评价它们的指标；
（&）
“永
“金华”
（ "）、
“四明”
（ #）的关系似乎可以理解为是在一根时间轴上展开的。关于（$）、
（%）已
嘉”
（!）、
多次言及，不再累述。现在就（&）加以探讨。就结论而言，我认为“浙学”这个“故事”是以“永嘉”起
始、
“金华”中兴、
“四明”最终胜利者为线索来描写的。
《宋元学案》对“永嘉学”的兴起描写如下：
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齐鲁则有士建中、刘颜夹辅泰山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永
嘉之儒志、经行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皆与安定湖学相应。
［’］
（ () &$*）
接着是前面引述资料 ! 的时代，即“九先生”的时代。经过这样的积淀，迎来了永嘉学的隆兴。
永嘉之学统远矣。其以程门袁氏之传别派者，自艮斋薛文宪公始。艮斋之父学于武夷，而
总体看来似乎到现在仍没克服该视点。给人的感觉是，关于“浙东学术”的研究虽然很多，
! 本人不很熟悉中国学界的状况，
但只有那些全国有名的、在教科书中有刊载的思想家才受重视。这难道不是根本没认识到“浙东”的独特性吗？
“西洋之冲击”说，参见 +,-. !) #/012：
“ 3456/718429 :45;/8< =2 #042,”，$>?*，#/.-@A4, B2471854;< +8155
（日
" 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
文版），佐藤慎一译《智的帝国主义———东方主义与中国像》，日本平凡社 $>??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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艮斋又自成一家，亦人门之盛也。其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然观艮斋以参前倚衡言持
敬，则大本未尝不整然。
［!］
（ "# $%）
永嘉诸子，皆在艮斋师友之间，其学从之出，而又各有不同。止斋最称醇恪，观其所得，似
较艮斋更平实，占得地步也。［!］
（ "# &’）
使永嘉学产生转机的是叶适。
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资
高，放言砭古人多过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仅如象山之诋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经
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见弃之。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齿斤齿斤其间，
遂称鼎足。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
（ "# (%!）
“弟子多流于辞章”的结果是，永嘉学（被描写为）趋于衰退。在其后展开中值得评价的是与朱子学
合流的一派。
永嘉为朱子之学者，自叶文修公与潜室始。文修之书不可考，
《木钟集》犹有存焉。自是而
永嘉学者，渐祧艮斋一派矣。
［!］
（ "# $%!）
嘉定而后，私淑朱、张之学者，曰鹤山魏文靖公。兼有永嘉经制之粹而去其驳。
［)］
（ "# (*$）
依然有“程朱”中心史观的偏向。虽然再三言及永嘉地区的独自性，但最终还是以程朱学的价值观
来整理。其“礼乐制度”、
“事功”性的学问对程朱学而言也只有辅助学的作用，
“流于辞章”一语甚至
将辅助学作用都否定了。
当然，对程朱学严谨的哲学性议论，本人深具敬畏之情，对仅流于辞章的议论实非本人所好。
但是，在那样一种“思想信条”和“思想史理解”之间必须在某处划上一线。在永嘉历史上，真的只有
过“礼学制度”、
“事功”、
“辞章”吗？退一步讲，假定除此以外没有过其他存在，那为什么仅有从属于
程朱学那样的思想史地位呢？只停留在《宋元学案》的视点上，就根本无法来议论这一问题 !［&］。
接下来是关于金华。有关金华的学统描写如下：
（(）乾淳之际，婺学最盛。东莱兄弟以性命之学起，同甫以事功之学起，而说斋则为经制之
学。［!］
（ "# ’$!）
（*）东莱学派，二支最盛。一自徐文清，再传而至黄文献、王忠文。一自王文宪，再传而至
柳文肃、宋文宪。皆兼朱学，为有明开一代学绪之盛。故谢山云“四百年文献之所寄”云。［!］
（ "# +()）

（’）北山一派，鲁斋、仁山、白云既纯然得朱子之学髓，而柳道传、吴正传以逮戴叔能、宋潜
溪一辈，又得朱子之文澜，蔚乎盛哉！是数紫阳之嫡子，端在金华也。［)］
（ "# *(&）
（)）婺中之学，至白云而所求于道者，疑若稍浅，渐流于章句训诂，未有深造自得之语，视
仁山远逊之，婺中学统之一变也。义乌诸公师之，遂成文章之士，则再变也。至公而渐流于佞
佛者流，则三变也。犹幸方文正公为公高弟，一振而有光于西河，几几乎可以复振徽公之绪。
惜其以凶终，未见其止，而并不得其传。
［)］
（ ""# *++ , *’%）
详细论点暂且不论，与对永嘉学的叙述相比有类似性却是一目了然。在此也被高度评价为是吸收
了朱子学的一派，由于流于“文章”而招致了学派的衰退。与永嘉的最大不同可能就是金华有吕祖
谦这样的中心点。事实上，他的存在即使在其死后也仍继续给予金华地区以向心力。然而，这也是
以朱熹为坐标来对他展开叙述的。

《杭州大学学
! 可能与笔者上述谈的问题意识上出发点有所不同，关于这一点可参见何俊的“宋代永嘉学派的兴起”一文（
报》，
“历史上的文化因素”来进行
(++* 年第 ’ 期），因为他试图从程朱中心史观中摆脱出来，并立足于永嘉地区的思想文化、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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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坂俊广：关于《宋元学案》的“浙学”概念

!!+

那么，四明又如何呢？! 如前已引全祖望所述，出现了“庆历之际，学统四起。……浙东则有明
州杨、杜五子”的状况。继所谓“庆历五先生”" 的活跃之后，是前面提及的“四明陆门”及黄震等的
活跃了。从此意义而言，
“浙学”的“兴起”不只是永嘉，
“中兴”也不只是金华了。显然，
《 宋元学案》
的
“浙学发展史”构想并没有像本人前面说的“永嘉 ! 金华 ! 四明”图示那么简单。但值得注意的
是，似乎是需要时就将永嘉、金华也称作“浙学”而加以颂扬，不需要时就排除“浙学”以突出永嘉、金
华。或许这种印象是一些人的后智，他们知道黄宗羲、全祖望在四明地区学问传统的发掘、传承中
怎样地倾注了热情。对此，本人将另文对黄宗羲、全祖望思想进行批判性分析。
以上笔者试图对《宋元学案》中“浙学”概念进行话语、话语表象及故事等方面的探讨。以朱熹
的批判为起端的“浙学”之概念，被以各种样式引用传承下来。《宋元学案》将其诚实引用并开拓性
地进行整理这一点是值得赞赏的。但笔者以为，只要我们今天不从那种视角的框框中解放出来，那
就无法真正颂扬这本书。作为那个视角的框框，本文指出了“浙学”这一概念的地域战略部分和《宋
元学案》所持的“程朱学、陆学”的中心史观。至于这一指出本身所缺乏的实证性和多样性，有待今
后再费时填补。诚望诸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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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对“四明”进行探讨时，遇到了一个技术性问题。到现在为止所列举的事例有很多是使用“永嘉”等关
! 可能写不完整，
键词搜索网上已公开的《宋元学案》的数据库得来的。关于“永嘉”、
“婺州”基本能用此方法得到满意的事例，但“四明”、
“甬
上”、
“甬东”、
“明州”等使用各种方法检索都行不通。某种意义上说，作为“话语表象”即思想史上的商标，它比其他二地缺
少凝聚性。反言之，似乎有融通性。
参照佐藤仁“全祖望撰《庆历五先生书院记》考”载方祖猷等编《论浙东学术》，中国
" 关于发端于他们的四明地区之学问传统，
社会科学出版社，
!$$+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