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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引論
1. 爲什麽是焦循
乾嘉學術是中國古典學術的高峰, 它的流風餘韻, 透過“章黃學派”的傳承, 至
今綿延不絕｡ 從學術史的角度總結乾嘉學術, 早在嘉慶､ 道光之際就爲焦循､ 阮元､
江藩等學人所自覺從事｡ 而思想史､ 哲學史的研究, 也在民國以後漸次受到學者關
注｡ 延至今日, 學術界對以乾嘉學術爲代表的清代學術的研究日見其盛, 且呈現有
組織､ 有系統､ 大規模的研究態勢｡ 只是清代文人學士普遍具有高度的學術､ 文學
素養, 學殖既富, 文筆復佳, 這已是今人的共識, 那麼乾嘉學者的成績是否僅限於
學術､ 思想二塗, 他們在古典文學的創作與批評上是否有貢獻？其地位究竟如何？
對這一問題, 研究者的關注似乎還不夠｡ 其實稍作考察, 就不能不承認, 無論文學
創作還是批評, 乾嘉學人都有不凡的成績｡ 汪中､ 孔廣森等人的駢文成就, 雄踞清
代駢文榜首; 阮元的 <文言說> 諸文, 則是清代駢文運動的理論旗幟｡ 詞學上, 王
昶是中期浙派詞的大護法, 張惠言則更是常州詞派的開創者｡ 至於古典詩､ 文領域, 乾
嘉學人也自有名家､ 作手, 頗能提出獨特的文學見解｡ 有成績如此, 當然會對當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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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世的文學產生影響｡ 比如已經有學者注意到, 姚鼐構建自己的文學體系以及建立
桐城文派的努力, 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面對乾嘉學人壓力時的應激反應｡1) 同樣, 作
爲乾隆文士之魁的袁枚､ 錢載等, 也都和乾嘉學者發生過激烈衝突｡ 這些例子都從
反面證明了乾嘉學者在文學上的影響｡ 我們可以就此追問, 學人與文士之間爲何會
形成如此激烈的衝突？可能的結論有二: 其一, 學人也自有一套關於詩文的看法,
且與文人大相徑庭; 其二, 學術與文學二者可能存在複雜交織的關係, 當時的文士
才會切身感受到強烈的壓迫感而激起反彈｡ 而這兩個結論可以互補, 並不對立, 同
時也會引起進一步的追問, 即: 學人文思其面貌究竟如何？學人之文與學人之學的
關係又是怎樣的？
對於上述兩個問題的回答, 通常的做法是將乾嘉漢學家視爲一個整體進行研究｡
這種研究方法的利弊得失是顯然可見的｡ 眾所周知, 乾嘉漢學只是學術的流派, 並
非文學的流派, 學術主張相同的學者完全可能文學觀念各異｡ 因此, 視爲一體的整
體研究是存在這樣一個觀念預設的,

即乾嘉學者的學術對其文學產生了深刻影響,

并因爲學術理念和治學方法的接近, 導致他們的文學觀念趨於一致, 而形成一個準文學
流派｡ 這個預設中, 學術會對文學產生影響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我們在中國文學
史上可以找到無數的例證; 當然, 不同的時代､ 不同的學術, 影響文學的方式與效
果是不一樣的, 這值得學者具體研究｡ 正是在這一點上, 已有的對乾嘉學人文學理
論的整體性研究, 爲我們揭示了乾嘉學術對文學產生的實際影響的大致輪廓｡ 但是,
學術流派是否會形成與之相應的文學流派, 本來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將其先驗
地作爲預設, 恐怕是不能貿然接受的｡ 更何況, 學術史的常識告訴我們, 乾嘉學派
內部還有吳派､ 皖派(不少學者認爲揚州學派也可以視爲獨立的一派)的區別｡ 吳､
皖的不同, 很大程度是地域文化不同所致｡ 地域文化的差別不僅表現在學術上, 也
同樣表現在文學上｡ 章太炎先生曾經注意到如下現象:
初, 大湖之濱, 蘇､ 常､ 松江､ 大倉諸邑, 其民佚麗｡ 自晚明以來, 憙爲文辭
比興, 㱃食會同, 以博依相問難, 故好流覽而無綱紀, 其流風遍江之南北｡ 惠棟
興, 猶尚該洽百氏, 樂文采者相與依違之｡ 及戴震起休寧, 休寧於江南爲高原, 其
1) 參見王達敏先生 《姚鼐與乾嘉學派》, 學苑出版社, 2007年｡ 該書採用“将文学史问题放
在学术史发展脉络中进行讨论的方法”, 能深入歷史語境中, 是桐城派研究中卓特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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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勤苦善治生, 故求學深邃, 言直核而無溫藉, 不便文士｡ 震始入四庫館, 諸儒皆
震竦之, 願斂衽爲弟子｡ 天下視文士漸輕｡ 文士與經儒始交惡｡2)

即吳派漢學所在的江南地區本來有學尚博雅､ 文好辭采的傳統, 而皖派漢學產
生之地則是“求學深邃, 言直核而無溫藉”的, 與江南偏重於雅麗的文學傳統很不一
樣｡ 章氏的論斷未必是定論, 卻可以由此提醒我們, 論文與學的關係, 吳派學人與
皖派學者恐怕頗有異同｡ 如果算上學風接近皖派､ 文風接近吳派的揚州學人, 乾嘉
漢學家內部的差異就更加複雜了｡
吳､ 皖分派主要是學風､ 方法的差別造成的, 此外, 乾嘉學人還可以按有義理
興趣和無義理興趣區別爲兩類人｡ 如胡適先生在1927年出版的 《戴東原的哲學》 一
書中提到, 戴震新建新哲學的事業在其身前生后的一段時間內得不到一般只關注考
據的學者的認同, 要到了嘉慶年間, 才有部份學者對哲學思考產生了興趣, “凌廷堪､ 焦
循､ 阮元很可以代表這個傾向｡ 他們的學說雖然都不算是戴學的真傳, 然而他們都
想在經學上建立他們的哲學思想, 這一點不能不說是戴學的影響”｡3) 這就是把乾嘉
學人按義理興趣的有無分成了兩類｡ 王茂先生在 《清代哲學》 中則指出, 道光時方
東樹在其 《漢學商兌》 中, 早已經隱含有類似的區分｡ 因爲 《漢學商兌》 批評的漢學
家如顧炎武､ 臧琳､ 戴震､ 焦循､ 阮元､ 凌廷堪､ 程瑤田､ 汪中､ 江藩等都有反程
朱的言論, 但是方東樹“未批評惠棟､ 錢大昕､ 王鳴盛､ 朱筠, 也不涉及段玉裁､ 王
念孫父子的純粹小學, 其中已暗示了當時所謂的‘漢學’, 實際是存在著兩個傾向或派
別的｡ 方的批判, 集中于在義理上與程朱立異的一派考據學者｡ 他的抉擇, 表明漢
學中確有理論分野”｡4) 實際上, 同樣是追求義理之學, 不同的學者的義理也頗有異
同, 這種異同足以構成清代思想史上的多種色彩｡ 既然學術要影響文學, 那麼有獨
特義理體系的學者, 其文學理念也當與一般學者不同, 其相互之間的文學理念有時
也是大相徑庭｡ 總的來說, 學術和文學傳統不同, 學術理念和方法有異, 而徑直認
爲乾嘉學人的文學理念可以概括求得, 恐怕太過輕率了｡ 因此, 嚴肅的研究應當建
立在原始史料考察的基礎上, 然後區以別之, 再查其異而求其同｡
2) 章太炎著､ 徐復注 《訄書詳注⋅清儒》,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 頁151｡
3) 胡適 《戴東原的哲學》, 收入歐陽哲生主編 《胡適文集》 卷7,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年,
頁329｡
4) 王茂等 《清代哲學》,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2年, 頁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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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鑒於此, 筆者選擇嘉慶時的揚州學者焦循作一個案研究, 希望藉此較爲深入
地透視存在於乾嘉學者身上的文思與學思互動關係的一個側面｡ 而且筆者深信, 對
具有時代典型性的人物進行研究時, 只有深入全面把握了其思想, 才可能真正理解
其文學; 反之, 從文學思想角度切入, 也能觀察到其人學術思想､ 哲學思想更多幽
微深思的地方, 進而更全面把握其思想｡ 因此, 選擇好的個案非常重要｡
爲什麽是焦循呢？首先, 焦循是私淑戴震的後學, 學識淵博, 在義理上有較深
的思考, 他“論學極多精卓之見, 彼蓋富具思想､ 文藝之天才”,5) 既有高度的學術成
績, 又有深湛之思, 更有“文藝之天才”, 可以看作戴派學者中有代表性的人物｡ 同時,
相對於戴震､ 凌廷堪､ 阮元等人, 焦循的文學興趣最爲濃厚, 文學論述也是最豐富
的, 爲我們的考察提供了充分的材料｡6) 其次, 在學術與文學的關係上, 焦循的論
述所呈現的是一種最爲複雜的形態, 既不是一般學人的由學而文, 也不是一般文人
的由文而學, 焦循的文字讓我們看到在他身上文學與學術交織互動的發展歷程, 這
是文學與學術關係的一個極有意義的例子｡ 第三, 戴震與阮元的文學理論, 一直是
學者較爲關注的對象, 而相比而言焦循則主要是學術史､ 思想史學者研究的對象,
這與他文學理論的豐富程度不成正比, 顯然值得後來者作更深入精細地探研｡
當然, 筆者構思此文, 是從學術與文學關係的角度要對焦循的相關理論做一番
全面檢討, 牽涉面勢必較廣; 限於篇幅, 這裡只能就其前中期的思考加以討論, 至
於後期的學思與文思, 筆者將另撰一文｡

2. 已有研究的檢討
最早注意到焦循文學思想的是郭紹虞先生, 他在1947年出版的 《中國文學批
評史》 下卷清代部份設有“學者之文論”的專章, 第一節“經學家”, 該節第二目是“錢大
5) 錢穆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97年, 頁501｡
6) 按, 戴震自稱在古文上下過苦功, 有深刻理解, 但他有關的論述極少, 最著名的文章是關
於“理義､ 制數､ 文章”三者關係的 <與方希原書>, 該書一向被視爲乾嘉學者文學理論的
第一書, 而得到不厭其詳地討論｡ 至於凌廷堪和阮元, 他們在文學上的主要貢獻集中在
駢文理論上｡ 凌廷堪的文學興趣主要產生於青年時期, 中年以後, 逐漸將精力全部集中
在經學研究上, 是以學者關注不多｡ 阮元則在生命的早､ 中､ 晚期各有相關的專題論文,
對後世影響極大, 被學者研究得也相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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昕焦循之義法說”, 其中涉及到文本說､ 體制說､ 繁簡論等, 談到的文章主要是 <與
王欽萊論文書>､ <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 和 <文說> 三種, 其基本觀點認爲
焦循的文學觀是“不顧詞章, 無關義理, 而僅僅以考核爲主”｡7) 此後各類文學批評史､
理論史, 在涉及焦循時, 往往不能出郭氏圍範, 且大都轉略於郭紹虞先生｡ 便不免讓
人遺憾｡ 1995年, 韓國學者朴英姬女士在台灣師範大學完成博士論文 《清代中期經
學家的文論》, 其中主要論述了焦循文論三方面的問題, 即“性靈說”､ “明事明意說”與
時文古文關係問題, 在郭紹虞先生基礎上有了更詳細地分析8)｡ 文學批評史研究存
在的主要問題是, 在研究學者文論時仍是站在文學本文的立場, 只選擇與文學相關
的論述加以探討｡ 因爲基本沒有研究學者的學術與學術思考, 所以並未能真正理解
其文學思考的內容與價值｡ 顯然, 研究學人文思, 需要首先瞭解其學思｡
首次站在學術的立場上考察焦循文學的努力, 是臺灣學者何澤恒做出的｡ 他
1990年出版了 《焦循研究》, 是一部對焦循學術做全面研究的專著, 裏面從學術思
想的角度比較詳細的分析了焦循的性情說和性靈說, 其中也會涉及到對其文學思想
的一些論述｡ 而香港學者李貴生的論文 <論焦循性靈說及其與經學､ 文學之關係>,
則作了更深入的檢討, 他詳細考察的“性靈”一詞的意涵, “性靈”與經學的關係, 在此
基礎上考察焦循經學與文學的關係｡9) 他認爲“性靈與經學原屬一體之兩面, 因此如
果詞章有性靈, 則它必然也是來自經學的”, 但同時依然“有獨立于性靈以外而存在的詞
章”｡10) 筆者完成於2007年的博士論文 《清代中期經學家文學思想研究》, 在前人的
基礎上作了更全面深入地研究｡ 筆者的基本看法是應該回到研究者的歷史語境中討
論問題, 對學者文論, 要貫通其學術加以探討｡ 在論文中, 筆者時常提出焦循論述
加以探討, 而討論最集中的是焦循關於學人傳記體制的思考和其性靈說與性情說在
文學上推闡這兩個大的問題｡11) 但是, 無論是何澤恒先生､ 李貴生先生, 還是筆
者, 都犯了一個嚴重的, 甚至是致命的錯誤, 即沒有注意或未能準確把握焦循思想
7) 參見郭紹虞 《中国文学批评史》 下(民国丛书第一编第60册),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9年,
頁457-464｡
8) 參見朴英姬 《清代中期經學家的文論》, 台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1995年｡
9) 參見李貴生 <論焦循性靈說及其與經學､ 文學之關係>, 《漢學研究》 第19卷第2期, 2001
年12月, 頁375-398｡
10) 同上, 頁395｡
11) 參見劉奕 《清代中期經學家文學思想研究》, 復旦大學博士論文,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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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發展階段, 沒注意到焦循在生命的不同階段, 其使用的概念內涵是有變化的,
其學思與文思也是發展變化的｡ 焦循不可能從年輕時其就思想成熟, 且至老不變｡
因此, 將焦循青年之論與晚年之論並置而論之而無絲毫檢討, 結果是雖然有些結論
是不錯的, 但在大的判斷上, 很多都站不住腳, 甚至是說得越多, 錯得越多｡ 當筆
者在相關文獻的重新探研過程中省悟這一點時, 已經悔之晚矣｡ 因此, 只能盡棄前
說, 另作這篇新文, 對焦循思想重加探討, 算是補過贖愆吧｡

Ⅱ. 思想的分期
焦循(1763-1820), 字理堂, 一字里堂, 揚州甘泉人(今揚州市), 是乾嘉學派
中的著名學者｡ 焦循世情淡泊, 中年以後絕意仕進, 專心讀書著述, 所成 《易學三
書》､ 《孟子正義》 都是學術經典｡ 此外, 他於算術天文, 以及 《詩經》､ 《尚書》､ 《三
禮》､ 《論語》 都有撰述, 更富於文學天才, 兼通雜藝, 著述之宏富, 令人歎爲觀止,
同時阮元以“通儒”尊之, 洵非虛譽｡
焦循難得之處在於, 他學問博通, 更長於深思, 有義理上的興趣｡ 其思想在清
代中期是較有代表性的一家｡ 筆者認爲, 雖然學界大都把焦循視爲戴震後學, 但焦
循的精神意趣, 在中年時候, 其實更接近於錢大昕, 而稍遠於戴震｡ 至晚年, 焦循
對戴震的認同轉深, 但其思想的底色仍與戴氏異趣｡ 二人之中, 焦循的義理更能代
言主流漢學追求博通的真精神｡ 下面, 我們將先就焦循思想的分期略作探析｡

1. 分期概述
筆者認爲焦循的思想歷程可大致分爲三期: 探索期､ 初成期與完成期, 而形成
一己自得的思想主要是在後面兩個階段｡ 具體而言, 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 <與
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 標誌著焦循自得之思初步形成, 至嘉慶九年甲子(1804),
以 《論語通釋》 的完成爲標誌, 焦循第一階段思考基本成型｡ 這十年時間是焦循思
想的初成期, 他由檢討學術史和反思當代學術入手, 在 <論考據著作書> 中第一次
批判一般漢學家抱殘守缺､ 迷信漢儒的學風, 最後形成自己的“一貫仁恕”說, 《論語
通釋》 即以“一貫仁恕”爲核心, 是對自己前期思考的總結與闡發｡ 這一時期, 焦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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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思考的可以說是學術史問題,

其“一貫仁恕”說的出發點和歸宿都是當代學術的問

題｡ 大概在撰寫 《論語通釋》 前後, 焦循開始於易學研究｡ 特別是嘉慶十二年丁卯
(1807), 焦氏重病幾歿, 愈後即盡摒它務, 專力於易學,12) 以此前所習算學與易學
相貫通, 發明“旁通”､ “相錯”､ “時行”之旨13), 其思想也在此基礎上不斷發展, 形成
自己的“政治哲學”與“性情論”｡ 至嘉慶十八年癸酉(1813), 《易通釋》 二十卷定稿,
標誌著焦循後期思想的成熟｡ 此後撰作 《孟子正義》, 其中思想與 《易通釋》 中思想
基本一致而略有發展｡

2. 《論語通釋》 的成書時間問題
《論語通釋》 是反映焦循思想的重要著作, 其傳世版本只有一種, 即光緒時李盛

鐸所刊 《木犀軒叢書》 本｡ 關於這個版本的最後完成時間, 學者卻有爭議｡ 爭議產生
的原因是刻本的 <自序> 與保存在 《雕菰集》 卷十六的 <論語通釋自序> 在文字上有
不小的出入｡ 刻本收入解釋的條目有15篇, 而 <自序> 稱完成於嘉慶癸亥(1803)14);
文集本 <自序> 則說該書的篇目只有12篇, 其次序也與刻本不同, 而完成的時間則
是嘉慶甲子｡15)
12) 焦循 <告先圣先师文>(《雕菰集》 卷二十四): “年四十一始尽屏众说, 一空已见, 专以
《十翼》 与上下两经思其参互融合, 脉络纬度, 凡五年三易其稿｡ 四十五岁时, 三月八
日病寒, 十八日昏绝, 至二十四日复甦……于是第科仕宦之心尽废, 不惮寒暑, 不与世
酬接, 甫于参伍错综中, 引申触类, 悟得 《易》 之所以为逆数以往来旁通, 成天地之能,
定万物之命, 尽改旧稿, 著为三书｡” <答阮中丞>(《里堂札記⋅庚午手札》): “循上年大病
之後, 迄今三年, 陽氣終不能復, 惟日讀 《易》, 深思其故, 漸有所明｡” 劉建臻點校 《焦
循詩文集》, 廣陵書社, 2009年, 頁421､ 669｡ 另可參見 <易通釋敘目> ｡
13) <易圖略自序>: “余學易, 所悟得者有三: 一曰旁通, 二曰相錯, 三曰時行｡” 《雕菰集》卷
十六, 《焦循詩文集》, 頁295｡
14) 按, 刻本 <自序> 有云: “嘉慶癸亥夏五月, 鄭杮里舍人以書來問‘未可與權’, 適門人論
‘一貫’, 不知曾子‘忠恕’之義, 因推而說之｡ 凡百餘日, 得十有五篇: 曰一貫忠恕, 曰異
端, 曰仁, 曰聖, 曰大, 曰學, 曰多, 曰知, 曰能, 曰權, 曰義, 曰禮, 曰仕, 曰據, 曰
君子小人｡” 焦循撰 《論語通釋》, 《續修四庫全書》 第155冊據清光緒李氏刻木犀軒叢書
本影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年, 頁35下｡
15) 按, 文集本 <自序> 云: “今年夏五月, 鄭杮里舍人以書來問‘未可與權’, 適門人論‘一
貫’, 不知曾子‘忠恕’之義, 因推而說之｡ 凡百餘日, 錄而次之, 得十有二篇: 曰聖, 曰
大, 曰仁, 曰一貫忠恕, 曰學, 曰知, 曰能, 曰權, 曰義, 曰禮, 曰仕, 曰君子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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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這種不同, 胡適先生在1925年致書馬裕藻, 認爲焦循在嘉慶癸亥(1803)
作 《論語通釋》 初稿十五篇, 即今存刻本; 次年甲子改爲定稿十二篇, 其書不傳,
文集 <自序> 即保存的定稿之序; 後又復有修改, 各單篇收入 《雕菰集》 卷九｡16)
日本學者坂出祥伸同意胡先生之說｡17) 錢穆先生則否定胡適之說, 認爲十二篇本才
是初稿本, 其自序收入 《雕菰集》 中, 木犀軒刻本則是焦循生命最後三年中的改定
本, 多出的三篇即後來增補的｡ 台灣何澤恒､ 大陸柳宏､ 陳居淵諸先生都同意錢先
生的意見, 並各有考證｡18) 目前學界以後一種觀點占上風｡
在更多證據被發掘出來之前, 筆者無法絕對否定錢穆先生的說法｡ 不過, 是否可
以將 《論語通釋》 視爲體現焦循晚年思想的著述呢？在這一點上, 筆者持審慎的觀點,
認爲 《論語通釋》 即便在晚年有所改動, 改動也极少, 其書主要體現的還是焦循中
年的思想; 而最大的可能, 刻本 《通釋》, 仍是焦循中年手筆｡ 下面, 我們將就此作
一些考論｡
首先, 我們將 <論語通釋自序>､ <易通釋自序> 和 <論語補疏自序> 作一比較｡
《論語通釋》 初稿完成之日, 焦循易學未成, 其思想中還沒能將 《論語》 與
《易》 徹底勾連貫通, 所以 《論語通釋自序》 中說:

循嘗善東原戴氏作 《孟子字義考證》, 於理､ 道､ 天命､ 性情之名, 揭而明之
如天日, 而惜其於孔子一貫仁恕之說, 未及暢發｡ 十數年來, 每以孔子之言參孔子
嘉慶甲子秋九月｡” 比較可知, 刻本多出“異端”､ “多”､ “據”三篇｡ 《焦循詩文集》, 頁301｡
16) 見 《胡適文存三集》 卷七 <焦循的 《論語通釋》>, 歐陽哲生編 《胡適文集》 冊4, 北京大
學出版社, 1998年, 頁517｡
17) 參見坂出祥伸著､ 楊菁譯 <關於焦循的 《論語通釋》>,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第十 卷第
二期, 2000年6月, 頁107-118｡
18) 參見何澤恒 《焦循研究》 第二部份, 臺灣: 大安出版社, 1990年, 頁89｡ 柳宏 <焦循
《論語通釋》 著年考辨>, 《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第8卷第3期, 2005年6月,
頁48-53｡ 陳居淵 <論焦循的 《論語》 學研究>, 《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6卷
第1期, 2007年1月, 頁87-89｡ 按, 從何澤恒先生開始, 各位先生考訂刻本 《論語通
釋》 撰作年代的方法其實是完全一樣的, 最基本的依據就是把刻本和文集本兩篇 <自序>
加以對勘, 比較字句的異同, 然後加以推導, 最後得出結論｡ 如果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不
變, 可能在這一問題上很難有所突破｡ 筆者以爲, 考訂一書之時代, 不當僅據序跋｡ 序
跋固然有重要價值, 但古書流傳刊刻過程中, 錯訛難免, 序跋的改易也是常有的事; 即
便無所改易, 作序者或因誤記, 或因有所避諱, 導致序跋不實的情況也所見不鮮, 這本
是文獻學常識｡ 所以, 一切本證､ 旁證､ 推論都依據序言, 所得到的結論未必可靠｡

焦循前中期文思與學思關係考述 93

之言, 且私淑孔子而得其旨要者, 莫如孟子, 復以孟子之言參之, 既佐以 《易》､ 《詩》､
《春秋》､ 《禮記》 之書, 或旁及荀卿､ 董仲舒､ 揚雄､ 班固之說, 而知聖人之道惟
在仁､ 恕｡ 仁､ 恕則爲聖人, 不仁不恕則爲異端小道｡19)

文中, 焦循對 《論語》 的大旨一言以蔽之, 曰“一貫仁恕”, 所以, 《通釋》 全篇
都是圍繞這一思想進行闡釋的, 而且焦循認爲 《孟子》 是理解 《論語》 的第一要籍,
而 《周易》 不過是與 《詩》､ 《春秋》､ 《禮記》 一樣屬於地位次一等的參考書, 這與其
晚年看法有異｡
作於嘉慶十八年(1813)的 <易通釋敘目> 有云:
我孔子“韋編三絕”而後贊焉, 且不一贊而至於十贊者, 佐也, 引也, 佐文王､
周公之辭, 引而申之也｡ 包犧之卦, “參伍錯綜”, 文王､ 周公之繋辭, 亦“參伍錯綜”
……孔子 《十翼》, 亦“參伍錯綜”贊之, 所以明 《易》 之道者備矣｡ 七十子歿, 道在孟
子, 孟子道“性善”, 稱“仁義”, 惡楊､ 墨之執一, 斥儀､ 衍之妾婦, 皆所以闡明孔子
之學, 而脗合乎伏羲､ 文王､ 周公之旨, 故孟子不明言 《易》, 而實深於 《易》｡20)

在此時的焦循看來, 孔子之道以易學爲首, 而孔子闡道之學則是“參伍錯綜”的
19) 《焦循詩文集》, 頁301｡ 按, “而惜其於孔子‘一貫’､ ‘仁’､ ‘恕’之說, 未及暢發｡ 十數年來”,
刻本 《自序》 作“而惜其於孔子一貫忠恕之說, 未及暢發｡ 數十年來”, “仁”作“忠”, “十數”
作“數十”, 可能是作者自改, 也可能是刊刻致訛､ 致乙, 本難有定論, 柳宏先生 <焦循
《論語通釋》 著年考辨> 則坐實爲作者自改, 不免結論倉促｡ 柳先生進而推論說: “‘一貫
忠恕’比‘一貫仁恕’更與 《論語》 原文一致……亦更於 《論語通釋》 表述貼近……似應視刻
本序好於文集序｡”(《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第8卷第3期, 頁51)柳先生認爲
刻本序表述更貼切, 當然是修改後的結果, 所以刻本爲修訂本｡ 這個“更貼切”推論也是
非常粗疏的｡ 蓋 <自序> 稍後即是“聖人之道惟在‘仁’､ ‘恕’｡ ‘仁’､ ‘恕’則爲聖人, 不仁不
恕則爲異端小道”之語, 可見“仁恕”本是焦循連用之語｡ 且戴震 《孟子字義疏證》論仁僅
一條, 以“生生”爲仁, 而 《論語通釋⋅釋仁》 第一條云: “孔子告子貢以‘己所不欲, 勿施
於人’爲恕, 告仲弓又以‘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爲仁｡ 《記》 曰: ‘恕則仁也｡’ 《中庸》 曰:
‘忠恕違道不遠｡’ 孟子曰: ‘彊恕而行, 求仁莫近焉｡’ 求仁必本於彊恕, 求仁莫近則違道
不遠也｡” 可知, 焦循的思想中, 仁與恕本是一致的, 與戴震大異, 稱其“未及暢發”, 本
不錯｡ 所以刻本改“仁恕”作“忠恕”, 手民之誤的可能性更大｡ 此例可見單純比勘 <自序>
的一字一句以定其先後, 恐怕難有定論｡ 又按, 此處本當引征何澤恒先生之書, 但客居
韓國大田大學, 手邊難覓其書, 是以退而求其次｡
20) 嘉慶江都焦氏刻雕菰樓易學本 《易通釋》 卷首, 頁一B-頁二A｡ 按, 《雕菰集》 卷十六作
<易通釋自序>, 見 《焦循詩文集》, 頁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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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能得孔子之學與道的仍然是孟子, “孟子道‘性善’, 稱‘仁義’, 惡楊､ 墨之執一,
斥儀､ 衍之妾婦, 皆所以闡明孔子之學”｡ 其中“仁義”､ “惡楊､ 墨之執一”可以對應
《論語通釋》的“一貫仁恕”,

但是“性善”與“大丈夫”之事(即斥儀､ 衍之妾婦)顯然已經超

出於“一貫仁恕”之外了｡ <易通釋敘目> 中隱含著這樣的意思: 要闡發孔子之道, 必
須貫通 《易》 與 《孟子》, 二書應具有同樣重要的價值｡ 這層意思, 在嘉慶二十一年
(1816)所作的 《論語補疏》 中有了明確體現, 其 <自序> 說:
自學 《易》 以來, 於聖人之道稍有所窺, 乃知 《論語》 一書, 所以發明伏羲､ 文
王､ 周公之恉｡ 蓋 《易》 隱言之, 《論語》 顯言之, 其文簡奧, 惟孟子闡發最詳最鬯｡21)

即 《易》 與 《論語》 互爲表裡｡ 另外, 焦循在與友人的書信中也屢言: “(《易》)
其義理, 《論語》､ 《孟子》 闡發無餘｡”22) 所以 《論語》 之旨即 《十翼》 之旨, 正如我
們在 <易通釋敘目> 中看到的, “一貫仁恕”不能再對 《論語》 “一言以蔽之”了｡ 試問,
如果刻本最後出, 焦循爲什麽不按照自己晚年的思想對其序文做一番大的修改呢？
僅此一點, 已足以啓人疑竇｡
以上就序文而論, 復此, 再就 《論語通釋》 的內容做一些討論｡
焦循爲學尚貫通, 《易學三書》 又是焦循生平自許之傑作, 所以其晚年著述, 處
處體現易學之思｡ 但是在 《論語通釋》 中, 這種痕跡就不太明顯, 一旦與晚年著述
比較參證, 就會感覺 《論語通釋》 還是像比較早期的論述｡ 下面, 我們將舉例以證
明之｡
例證一, 《論語通釋⋅釋一貫忠恕》 第四條有云:
聖賢之學, 由一以推之, 有能推至十者, 有不能推至十者, 推至十而後爲物
格, 而後爲盡性｡ 格物者, 行恕之功; 盡性者, 一貫之效｡ 《大學》 謂之“絜矩”, 孟
子謂之“集義”, 其功在克己復禮, 其道在善與人同｡ 由一己之性情, 推極萬物之性
情, 而各極其用, 此一貫之道, 非老氏抱一之道也｡23)
21) 《群經補疏自序⋅論語何氏集解》, 《雕菰集》 卷十六, 《焦循詩文集》, 頁308｡
22) <寄朱休承學士書>, 《雕菰集》 卷十三, 《焦循詩文集》, 頁235｡ 另可見前一頁之 <與朱
椒堂兵部書>｡
23) 《論語通釋》, 《續修四庫全書》 第155冊, 頁37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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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焦循晚年明確採用戴震之說, 以血氣心知論性, 並以能知爲性善｡24) 在情
上則有自己的發明, 即在 《易通釋》 中所提出的“旁通情”之說｡ 《易通釋》 卷五“性情
才”條中說: “性爲人生而靜, 其與人通者, 則情也, 欲也｡ 《傳》 云: ‘六爻發揮, 旁通
情也｡’ 成己在性之各正, 成物在情之旁通｡ 非通乎情, 無以正乎性｡ 情屬利, 性屬
貞, 故利貞兼言性情, 而旁通則專言情｡” 又說: “以己之情, 度人之情, 人己之情通,
而人欲不窮, 天理不滅, 所爲善矣｡”25) 性能知而情能通, 而且旁通是專屬於情的作
用, 這一點在焦循的思想中有明確區分｡ 所以晚年焦循談到性的時候, 會使用“推”,
正取其“推察”､ “推知”之意｡ 如 《孟子正義》 卷十: “聖人何以知人性之善也？以己之
性推之也｡”26) 而論情, 則使用“旁通”､ “通”｡ 如前引“成己在性之各正, 成物在情之
旁通｡ 非通乎情, 無以正乎性”; 又如“人欲即人情, 與世相通, 全是此情”; “禽獸之
情, 不能旁通……人之情則能旁通”27)｡ 但是在前面 《論語通釋》 的引文中, 焦循並
不區分性與情, 而用一個“推”字概括之, 就顯得粗疏, 這與焦循後期精細的風格不
合, 而更像是其初有得之語｡ 《雕菰集》 卷九有 <一以貫之解>, 顯然是重新編次､ 增
刪 《論語通釋⋅釋一以貫之》 諸條而成, 文中偏偏沒有第四條的任何文字, 可能即因爲
要細論性､ 情, 與題不合, 原文鈔入又不愜己意, 所以乾脆刪掉了｡
例證二, 《論語通釋⋅釋異端》 第一條“孟子以楊子爲我”以下至“善與人同, 同則
不異”止,28) 也見於 《雕菰集》 卷九 <攻乎異端解下>, 其文略有變化, 關鍵的差別
是原文“爲楊者必斥墨, 爲墨者必斥楊, 楊已不能貫墨, 墨已不能貫楊”四句不見於
<攻乎異端解>, 相同的位置出現的是另一段話:
楊則冬夏皆葛也, 墨則冬夏皆裘也, 子莫則冬夏皆袷也｡ 趨時者, 裘､ 葛､
袷皆藏之於篋, 各依時而用之, 即聖人一貫之道也｡29)

按, 此即發揮焦循易學“時行”之說｡ “時行”是焦循易學的三大發明之一, 陳居淵
24)
25)
26)
27)
28)
29)

參見 <性善解>, 《雕菰集》 卷九, 《焦循詩文集》, 頁158-160｡
《易通釋》 卷五, 頁七B､ 十A｡

焦循撰､ 沈文倬点校 《孟子正义》, 中华书局, 1987年, 頁317｡
同上, 頁738､ 755｡
見 《論語通釋》, 《續修四庫全書》 第155冊, 頁37上-下｡
《焦循詩文集》, 頁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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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解釋“時行”, “是在旁通卦組得基礎上, 通過當位與失道的爻位分析, 使卦爻按
照元､ 亨､ 利､ 貞周而復始的不斷轉換運動”30)｡ 可見, 時行就是不斷地運動變通,
焦循自己說: “能變通即爲時行｡”31) 當然, 這個變通是要趨時而動, 與時消息的,
所以他又說: “《 系辭傳》 總揭其義云‘變通配四時’, 云變通莫大乎四時｡ 變通者, 趣
時者也｡”32) 發明了“時行”之旨以後, 焦循認爲宇宙､ 社會的基本規律就是趨時變通､
求其合宜｡ 由此再看刻本與 《攻乎異端解》 的差別, 刻本的四句話近於廢話, 而
<攻乎異端解> 的語句則頗見高明｡ 按照錢穆等先生的說法, 《雕菰集》 刊刻在前,
《論語通釋》 修訂在後, 而且 <釋異端>､ <釋多>､ <釋據> 是刻本比十二篇本多出的

三篇,

即錢穆先生認爲焦循晚年所增補者,

那爲什麽後出之篇要棄高明而取平庸

呢？至少可以認定, 《論語通釋》 該條文字完成時間早於 <攻乎異端解>, 應該也在
焦循開始易學研究之前｡
例證三, 《論語通釋⋅釋多》 第三條:
“學而時習之, 不亦悅乎？”曾子闡而明之云: “君子既學之, 患其不博也; 既博
之, 患其不習也｡” <學記> 論考校之法: “五年視博習親師｡” 然則時習者, 非習一端
而已, 習必繋乎博, 博必成於習｡33)

對“時習”, 這裡以“非習一端而已”解之, 與 《論語補疏》 大異其趣｡ 按 《補疏》 
疏解“學而時習之”云:
循按, 當其可之謂時; 說, 解悅也｡ “不憤不啟, 不悱不發”, 時也｡ “中人以
上, 可以語上; 中人以下, 不可以語上”, 時也｡ “求也退, 故進; 由也兼人, 故退”,
時也｡ 學者以時而說, 此大學之教, 所以時也｡ 教者､ 學者, 皆期期其能解悅｡34)

很顯然, 焦循在此處將“時習”解作了“因材施教”, 是取其適宜､ 適當之意, 正與
與時消息的“時行”說相吻合｡ 焦循的疏解是否符合孔子原意姑置不論, 可以看出, 他
30)
31)
32)
33)
34)

陳居淵 《焦循儒學思想與易學研究》, 齊魯書社, 2000年, 頁205｡
嘉慶江都焦氏刻雕菰樓易學本 《易圖略》 卷三, 頁十一B｡
《易通釋》 卷八, 頁九A｡
《論語通釋》, 《續修四庫全書》 第155冊, 頁43上｡
焦循 《論語補疏》卷上, 道光廣州學海堂刻 《皇清經解》 卷一一六四, 頁一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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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論語補疏》 中取 《易》 疏 《論》 的解經特色是非常明顯的｡ 比照之下, 《論語通
釋》 的說法只能認爲是早年之說了｡ 同樣需要強調的是, <釋多> 是刻本多出的三篇
之一｡
例證四, 《論語通釋⋅釋仁》 第二條有云:
孔子曰: “有鄙夫問於我,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其兩端, 鄙夫之兩端也｡ 不使
天下之學皆從己之學, 不使天下之立､ 達皆出於己之施｡ 忠恕之道, 至此始盡; 聖
人之仁, 至此始大; 一貫之指, 至此合內外出處而無不通｡ 以此治己, 以此教人,
以此平治天下, 均是仁也, 均是恕也｡35)

焦循在這裡解釋“叩其兩端”略嫌簡單含混｡ 按其意, 焦循的理解似乎是“有鄙夫
求問我的時候, 我就引導他自己去發現事情的兩端, 自求其解”, 所以才說“不使天下
之學皆從己之學, 不使天下之立､ 達皆出於己之施”｡ 而同樣解說孔子的這段話,
《論語補疏》 則是:

此兩端即 《中庸》 “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之“兩端”也｡ 鄙夫來問, 必有所疑,
惟有兩端, 斯有疑也｡ 故先叩發其兩端, 謂先還問起所疑, 而後即其所疑之兩端而
窮盡其意, 使知所向焉｡ 蓋凡事皆有兩端……是故一旌善行也, 行之則詐僞之風起,
不行又無以使民知勸……凡若是皆兩端也, 而皆有所宜, 得所宜則爲中｡ 孔子叩之,
叩此也; 竭之, 竭此也｡ 舜執之, 執此也; 用之, 用此也｡ 處則以此爲學, 出則以
此爲治, 通變神化之妙, 皆自此兩端而宜之也｡36)

這樣解釋就明白和充分了, 焦循認爲, “叩其兩端而竭”是孔子的教學之法, 即
引導求問的人自發其疑而自尋其宜｡ 在 《論語通釋》 中並沒有包含“知所向”､ “得所
宜”的意思, 所以不如此處完備｡ 另外, 《通釋》 將“叩其兩端”的做法也視爲“一貫仁
恕”的體現, 是因爲 《通釋》 全書所要闡釋的其實就是“一貫仁恕”四字, 因此處處扣
緊此意, 不免拘束而意思不暢｡ 而 《補疏》 不爲“一貫仁恕”所限, 所以在最後提出,
孔子不得位, 以“叩其兩端”的方法教人爲學, 而舜得其位, 就用這種方法治天下｡ 其
思境便遠高於 《通釋》, 是晚年思想發展的明證｡ 因此, 我們也只好說, 《通釋》 的這
35) 《論語通釋》, 《續修四庫全書》 第155冊, 頁39上｡
36) 《論語補疏》 卷上, 頁十六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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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目不應當早於 《補疏》｡
例證五, 《論語通釋⋅釋學》 第四條:
孔子貴仁, 仁而智乃爲聖人｡ 智本於知, 知本於學｡ 故治國､ 平天下本於格
物致知｡ 格物致知乃爲大學之道｡ 大學者, 聖人一貫之學也｡37)

按, 這一條同樣與焦循其後之論不合｡ 首先, 揆其文意, “知本於學”之“知”即“格
物致知”之“知”, 也就是“知識”｡ 這是本之朱熹之說｡ 朱子 《大學章句》 解釋“致知”:
“知, 猶識也｡ 推極吾之知識, 欲其所知無不盡也｡”38) 焦循自己也緊接著說: “孔子
之學在讀書好古, 而讀書好古必曰多聞､ 曰博學｡”39) 所以知就是知識, 就是多聞博
學｡ 與“致知”相連用的“格物”顯然應該是朱熹所說的“窮至事物之理, 欲其極處無不到
也”這個意思｡40) 當然, 朱熹的“理”是“天理”之“理”, 而焦循追求的“理”則是“物理”､ “條
理”｡ 所以, 這裡的“格物致知”就是追求知識的意思｡ 但是 《雕菰集》 卷九另有 <格物
解> 三篇, 對“格物”的解釋就完全不同了｡ 其第一篇說: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則
足以格人之所惡,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達而達人’, 則足以格人之所好｡ 爲民父母,
不過民之所好好之, 民之所惡惡之, 用之於家則家齊, 用之於國則國治, 用之於天
下則天下平｡ 物格則知所好惡｡ 誠意者, 誠此好惡也, 故曰‘如好好色, 如惡惡臭’, 好
而知其惡, 惡而知其美, 能格物以致知也……故格物者, 絜矩也｡ 絜矩者, 恕也｡”41)
這是焦循根據其“一貫仁恕”之說, 對“格物”進行的新解｡ 按照他的說法, “格物”就是
《大學》 之“絜矩”, 即以己通物, 而“致知”則是“知所好惡”, 是“好而知其惡, 惡而知其

美”｡ 這時, 如果再要像 《通釋》 中那樣說“知本於學”, 就完全不對了｡ 於是, 我們可
以同樣得出結論, 《論語通釋》 該條目並未經過任何修訂, 仍是最原初的模樣｡
例證六, 《論語通釋⋅釋權》 共八條, 其對“權”的理解在第一條中一言以蔽之:
“孔子曰: ‘可與立, 未可與權｡’ 立者, 以其常也; 權者, 以言變也｡”42) 而 《雕菰集》 
37)
38)
39)
40)
41)
42)

《論語通釋》, 《續修四庫全書》 第155冊, 頁42下｡

朱熹 《四書章句集注》, 中華書局, 1983年, 頁4｡
《論語通釋⋅釋多》 第一條, 頁42下｡
《四書章句集注》, 頁4｡
《焦循詩文集》, 頁162｡
《論語通釋》, 頁4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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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也有 <說權> 八篇, 其第一篇論“權”曰: “權也者, 變而通之之謂也｡ ……易之道
在於趨時, 趨時則可與權矣｡”43) 前者僅僅以“變”言權, 後者則強調“變而通之”, 強調
“趨時”, 高下毋庸贅言｡ 自然, 結論仍是 《論語通釋》 是舊文｡
這樣的例證還有, 限於篇幅, 就不再一一例舉｡ 所述的六例中, 例證二､ 三因
爲在多出的三篇之中, 所以其證明力更大, 頗足以說明刻本 《論語通釋》 並非晚年之
作｡
最後, 我們還可以由 <論語補疏自序> 的兩句話作進一步的推考｡ <自序> 說:
“因刪次 《諸經補疏》, 訂爲 《論語補疏》 二卷, 略舉 《通釋》 之義於卷中, 而詳言其
大概如此, 俟更廣 《通釋》 以求詳備｡”44) 第一, “略舉 《通釋》 之義於卷中”, 我們已
經在前面舉證中看到這種現象｡ 值得注意的是, <釋異端> 的第一條和第三條的部份
段落與 <釋一貫忠恕> 的部份段落組合成了 《論語補疏》 卷下“予一以貫之”條的疏
文; 而 <釋異端> 第五條也出現在 《補疏》 卷上“攻乎異端”條的疏文中｡ 考慮到“略
舉 《通釋》 之義於卷中”的說法, 以及一般學者引用自己成說時的通行做法, 我們也
應該認爲 <釋異端> 是先前就有, 而非後來增加的｡ 另外, 《論語補疏》 中還涉及到
了焦循晚年思想的很多重要命題, 如涉及宇宙論､ 人生論和政治論的“道”､ “命”､ “通
變神化”等, 如果焦循要“廣 《通釋》 以求詳備”, 那他應該取 《補疏》 和 《易學三書》
中的相關文字, 爲新修的 《論語通釋》 增訂這些條目才合情理｡ 現在刻本的 《通釋》
沒有, 這反倒不合情理了｡
綜合前面的考察和推論, 筆者有理由相信, 光緒刻本 《論語通釋》 是完成於
《易學三書》 撰作之前的舊本, 而非臨歿前的修訂本｡ 當然, 如何解釋兩篇 <自序>

文字上的矛盾, 需要更多外在的證據, 筆者不打算作凭空猜测, 只能留待今後作進
一步的考證｡
根據前面的考證, 筆者對焦循思想的分期可以稍得自信｡ 總的來看, 焦循思想
發展前後相承, 脈絡清晰可見, 而各個時期又各有側重點｡

43) 《焦循詩文集》, 頁174｡ 按, 本篇亦載於焦循編撰於嘉慶二十三年戊寅(1818)的 《易
話》 卷上｡
44) 同上, 頁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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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探索期與初成期的學思與文思
1. 學思歷程
1) 學思的探索期
筆者將乾隆六十年(1795), 焦循三十三歲之前, 視爲焦循學術和思想的探索期｡
少年時代, 他專注於詞章｡ 十七歲時, 受學政劉墉的勉勵, 開始研習經學, 不過學習的
是宋儒之學, 直到二十歲左右, 受到同學顧鳳毛的影響, 焦循才開始轉入漢學研究｡45)
之後幾年中, 焦循又陸續與汪中､ 汪光燨､ 江藩､ 黃承吉､ 李銳､ 汪萊等學人交往｡
顧鳳毛是吳派漢學的傳人, 謹守吳派博聞強記, 惟求其古的學風｡46) 其他諸人也大
都承吳派學風｡ 受他們的影響, 焦循早期治學專於名物､ 制度的考證與算術之學的
推究｡ 這一階段的代表作是完成於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的 《群經宮室圖》, 是
年焦循二十八歲｡ 此書是純正的漢學考據之作, 付刻之後, 即受到同時學者的關注,
吳派名家江聲即曾兩度來書與他商榷辯論｡47)
值得注意的是, 《群經宮室圖》 雖然是純粹的名物制度的考證之作, 但書中時有
參稽經傳, 駁斥鄭玄的地方, 與株守許慎､ 鄭玄之說的吳派學風不同, 而更近於皖
派之學｡ 焦循屢次強調, 自己學無師承, 治學之法, 主要是靠自己摸索出來的｡48)
45) <上王述庵侍郎書一>: “成童而後, 涉獵經書, 始究程､ 朱, 漸探服､ 鄭｡ 幸私淑於良
友, 乃尋求於舊說｡” <與秦敦夫太史書> : “先君好五子書, 因命學周､ 程之學｡ 時甘泉
姚雨田先生授徒於崇聖祠, 閱說 《太極》､ 《通書》, 僕是年居安定書院, 每逢講日, 往聽
之, 稍得其門徑｡ 壬寅, 吉渭巖先生主講席, 勉循爲經學, 宜從呂東萊､ 嚴華谷兩家入
手, 求二書不可得｡ 興華顧子超宗以經學名, 折節與交, 得習經之門戶, 乃從事於漢唐
注疏｡” 《焦循詩文集》, 頁230､ 439｡ 又焦廷琥 《先府君事略》: “壬寅, 吉渭巖先生來主
安定書院講席, 府君往謁, 先生勉以經學｡ 時興化顧超宗先生與府君同學, 其尊人文子
先生以經學名, 府君就超宗先生問焉, 遂用力於經｡” 嘉慶焦氏從書本, 頁五A｡
46) <顧小謝傳>: “超宗於箋注義疏, 不爲異同, 惟以強記博覽, 堅守先儒之學｡” “學音韻律
呂於嘉定錢教授塘, 傳有 《楚辭韻考》､ 《入聲韻考》, 皆得錢君之指｡” 《焦循詩文集》,
頁376｡
47) 參見 《雕菰集》 卷十四 <復江艮庭處士書>､ <復蔣徵仲書>, 《焦循詩文集》, 頁
249-253｡
48) <復江艮庭處士書>: “循學無師傳｡” <答李尚之>: “循學無師承, 惟依傍前人之書以求之｡”
<答王西莊先生>: “循生長村僻, 學無師承, 惟於大人先生所著述中求之｡” 《焦循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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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循的自述來看, 他的才性在高明和沉潛二者中更近於高明, 所以漸漸形成自己重
貫通而反株守的治學方法｡49) 爲此, 江聲第一次來書質疑的時候, 焦循作長書答
辨, 並在書末申明自己的爲學觀念:
循易鄭氏處, 先生辨之, 不敢多辨｡ 惟以先生遵鄭之故, 轉至違鄭, 是則急急
欲與先生共議者矣｡ 循學無師承, 竊謂西京拘守之法, 至鄭氏而貫通, 其經注炳如
日星, 不難於阿附而難於精核｡ 果有以補其所不足, 則經賴以明｡ 不則其書自在,
非易者所能蔽｡ 《詩箋》 多異 《毛傳》, 《禮注》 履更先鄭, 鄭氏說經之法正如是也｡50)

正是皖派漢學實事求是, 不拘泥于古的學風, 而焦循特別強調的則是“貫通”二字｡
這可以看作焦氏學術思想的濫觴｡
焦循覆信不久, 江聲再次來信辯難, 這就讓焦循大感不耐, 他對友人說: “僕念
草野著書, 各信所是, 非可用以相攻詰, 遂受之不復置辯｡”51) 焦循早年在 《群經宮
室圖》 上耗盡精力, 嘔血幾死, 這是焦循首次刊刻自己的著述, 是他正式進入學術
界的標誌｡ 江聲作爲久已成名的前輩, 他對焦循著作的關注當然值得欣慰, 但是固
執己見地連續批評, 當然會讓焦循對前輩學者持己衡人､ 不容異己的做法留下極深的
印象｡ 相信這件事, 是讓焦循反思當代學術, 寫出 <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
最後系統化爲 《論語通釋》 的重要契機｡
當然, 引起焦循反思的觸因當不止於此｡ 比如他研習易學的時候發現惠棟墨守
漢人之說, “寧言周孔誤, 莫道鄭服非”, 因此大爲不滿｡52) 又比如對宋明理學的態
集》, 頁251､ 615､ 617｡
49) <上王述庵侍郎書一>: “成童而後, 涉獵經書, 始究程､ 朱, 漸探服､ 鄭｡ 幸私淑於良
友, 乃尋求於舊說｡ 然而賦資庸劣, 朝誦夕忘, 好爲深思, 往往自塞｡” 《焦循詩文集》,
頁230｡ 而 《里堂家訓》 則明言其成學過程: “余幼年讀書最鈍, 十行 《禮記》, 半日乃能
背誦｡ 然善疑, 塾師解說 《論語》､ 《孟子》, 按講章觀之, 心中恒不以爲信｡ 初則自以爲
儒先之說, 深奧隱晦, 不易貫了, 久而閱他書, 頗有與余意所疑相合者｡ 至是, 遂不欲
爲株守之學｡ 因而推之, 性有善記誦者, 有善論斷者; 有宜於經者, 有長於史者; 有探
賾索隱則有餘者, 有雕龍繡虎而適足者｡” 焦循 《里堂家訓》 卷下, 《续修四库全书》 第
951册据清稿本影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年, 頁528上｡
50) <復江艮庭處士書>, 《焦循詩文集》, 頁251｡
51) <復蔣徵仲書>, 《焦循詩文集》, 頁252｡
52) <答王伯申太史>: “吳中惠氏, 爲近代名儒, 其 《周易述》 一書, 循最不滿之, 大約其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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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作爲學術史的常識, 我們都知道大多數乾嘉漢學家對理學是漠視的, 對其採取
一種置而不論的態度, 至少, 他們一般都認爲宋明理學家的訓詁､ 考據無足取｡ 但
是焦循卻對宋明學者的著述下過工夫,

他購有薈集宋元明學者著作的

《通志堂經

解》, 並在嘉慶初對其中破損的書籍進行修葺｡53) 對於朱熹的訓詁成就, 他還屢爲
表彰｡54) 嘉慶二年, 焦循還寫了 《良知論》, 認爲“紫陽之學, 所以教天下之君子;
陽明之學, 所以教天下之小人｡ 紫陽之學, 用之於太平寬裕, 足以爲良相; 陽明之
學, 用之於倉卒苟且, 足以成大功”,55) 足見他對理學､ 心學並無偏見｡ 而這段文字也
可見焦循各適其用､ 各得其宜的“時行”思想其實發源甚早, 卻要等他深研易學之後才
能予以理論總結｡ 因此, 考論焦循思想, 要觀其一貫之處, 也要察其發展階段, 不可
混爲一談｡56)
另外, 焦循終其一生都保持了濃厚的文學興趣, 這與很多爲了學術放棄文學的
學者不同｡ 有人勸他放棄詞的創作, 認爲有礙於經學, 他專門作 <詞說> 爲詞辯護,
後來在 《易余籥錄》 中又提及這個話題｡ 可見, 焦循一生, 保持了非常廣泛的興趣,
對學術, 他抱持的同樣是兼收並蓄的態度, 這是形成他一生思想的基礎｡ 而這一基
礎, 正是在他爲學的探索期形成的｡

2) 學思的初成
① “經學”與“考據”
如前所述, 焦循思想的初成期, 所思考的問題主要圍繞當代學術展開反思, 《論
語通釋》 正是這種反思系統化､ 學理化的結果｡ 這一時期, 焦循繼續從事漢學研究,
其工作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一個算學研究, 其代表作 《加減乘除釋》､ 《開方通釋》
等即完成於此期｡ 算學研究是焦循易學研究的基礎, 焦氏易學之所以獨特, 正是因
爲他以算學通諸易學｡ 第二方面仍是名物研究, 代表是 《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 第
拘於漢經師, 而不復知有聖人之書｡” 《焦循詩文集》, 頁638｡
53) 參見 <修葺通志堂經解後序>, 《焦循詩文集》, 頁294-295｡
54) 參見 《里堂家訓》 卷下“何休墨守公羊”條, 頁529下｡ 《易余籥錄》 卷三“乾隆乙卯鄉試”
條, 《焦循詩文集》, 頁733｡
55) 《焦循詩文集》, 頁154｡
56) 按, 胡適先生 《戴東原的哲學》與王茂先生 《清代哲學》 都據此文認爲焦循爲重建陽明
學張本, 就是因爲泥於一端, 未察其匯通而致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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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地理研究, 代表是 《毛詩地理釋》｡ 這三方面都是當時漢學研究的主流, 是以焦
循之學可謂“預流”, 他也因此漸次獲得學界認可, 並與錢大昕､ 程瑤田､ 段玉裁､ 劉
臺拱､ 王引之､ 錢塘､ 凌廷堪以及王鳴盛､ 王昶等學界大佬交遊往還, 使他對自己
的學術日益自信｡
同時, 段､ 王之學, 尤其是二王之學的影響, 讓焦循堅定了自己的學術祈向｡
焦循曾舉例說:
學經之法, 不可以注爲經, 不可以疏爲注｡ 孔穎達､ 賈公彥之流所疏釋毛､
鄭､ 孔安國､ 王弼､ 杜預之注, 未必即得其本意｡ 執疏以說注, 豈遂得乎？必細推
注者之本意, 不啻入其肺腑而探其神液……儒者說經, 言人人殊, 學者熟復經之本
文, 引申而比例之｡ 高郵王念孫先生解“終風且暴”, 而例之以“終和且平”､ “終寠且
貧”, 知“終風”當解作“既風”, 如是說 《詩》, 《詩》 無不達之詁｡ 而毛公解作“終日”,
真令人悶悶……要之, 既求得注者之本意, 又求得經文之本意, 則注之是非可否,
了然呈出｡ 而後, 吾之從注非漫從, 吾之駁注非漫駁｡ 不知注者之本意, 駁之非
也, 從之亦非也｡57)

可見, 王念孫通過歸納求得確切訓詁的方法, 給了焦循極大的榜樣力量, 讓他
對自己的學術理念有信心｡ 特別是王念孫的做法是擺脫傳注, 直接在本經中搜集例
證, 進行歸納, 這對迷信漢人傳注的吳派漢學家是有力的回擊｡ 按, 區分經､ 傳的
治學方法淵源有自｡ 黃宗羲 <萬充宗墓誌銘> 記載: “充宗生逢喪亂, 不爲科舉之學,
湛思諸經, 以爲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 非悟傳注之失, 則不能通經; 非以經解經,
亦無由悟傳注之失｡”58) 與萬斯大同時的毛奇齡也有類似的看法和做法｡59) 清初學
者“以經解經”的方法, 也是不少乾嘉學者治學的心得｡ 如钱大昕曾说: “大约经学要
在以经证经, 以先秦､ 两汉之书证经｡ 其训诂则参之 《说文》､ 《方言》､ 《释名》, 而宋
元以后无稽之言, 置之不道｡ 反覆推校, 求其会通, 故曰必通全经而后可通一经｡”60)
57) 《里堂家訓》 卷下, 頁529上｡
58) 沈善洪主編 《黃宗羲全集》 第10冊,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年, 頁405｡
59) 參見鄭吉雄 《戴東原經典詮釋的思想史探索》 第六章第二節,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中
心, 2008年, 頁189-190｡
60) 錢大昕 <與王德甫書一>, 《湖海文傳》 卷四十, 續修四庫全書1668冊據道光十七年經訓
堂刻本影印,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 頁74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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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 錢大昕在以經證經之後, 又強調要用先秦､ 兩漢之書證經, 用漢儒訓詁釋經,
而未能對經與傳注的異同做出明確區分, 所抱持的還是吳派學者的一般看法, 相比
王念孫就略顯粗疏了｡ 因此可以認爲, 焦循這裡的看法已超乎錢大昕之上, 是對二
王解經方法的理論總結｡
正因爲自己漢學研究成績豐碩, 又長於深思, 所以焦循能自覺反思學術得失,
做出總結｡ 他的思考, 在 <復江艮庭處士書> 中已初見端倪｡ 至乾隆六十年(1795),
在 <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 中, 他第一次系統闡述自己的看法｡ 表面上看,
焦循是要贊同､ 補充孫星衍的看法, 即批駁袁枚“形而上謂之道, 著作是也; 形而下
謂之器, 考據是也”之論,61) 所以焦循說: “未聞以通經學者爲考據, 善屬文者爲著作
也｡”62) 但實際上, 焦循真正發難的對象是孫星衍, 他要批駁的主要有兩點, 第一,
以考據爲經學; 第二, 用“考據”代稱經學｡ 第一點關涉經學研究的性質與內容, 孫星
衍對自己的經學研究概述如下: “侍少讀書, 爲訓詁之學, 以爲經義生於文字, 文字
本於六書, 六書當求之篆籀古文, 始知 《倉頡》､ 《爾雅》 之本旨｡ 於是博稽鐘鼎款識
及漢人小學之書, 而九經三史之疑義可得而釋｡ 及壯, 又欲知聖人制作之意, 以爲
儒者立身出政, 皆則天法地, 於是考周天日月之度, 明堂井田之法, 陰陽五行､ 推
十合一之數, 而後知人之貴於萬物, 及儒者之學之所以貴於諸子百家｡”63) 按照孫
星衍的說法, 經學研究實際只包含兩方面內容: 文字訓詁和名物制度, 如此一來,
用“考據”指稱“經學”也是可以接受的｡ 既然經學之業不過考據之事, 在孫星衍看來,
其他古人著述也莫不如此, 所以“古人之著作即其考據”｡64)
焦循固然鄙視袁枚重文輕經的看法,

但對孫星衍爲代表的一般漢學家使用“考

據”之名自矮其學的說法更是反對, 他強調學者所從事的是“經學”, 而非僅僅“考據”｡
何謂經學, 其研究工作當“求其訓故, 核其制度, 明其道義, 得聖賢立言之指, 以正
立身經世之法”｡65) 相較孫星衍的看法, 最大的不同是, 焦循在“訓故”､ “制度”之外
增加了“道義”, 也就是說, 增加了義理之學｡ 這就是前引胡適先生所說的, 焦循和戴

61)
62)
63)
64)
65)

孫星衍 <答袁簡齋前輩書>, 《四部叢刊》 本 《問字堂集》 卷四, 頁三A｡
<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 《焦循詩文集》, 頁246｡
孫星衍 <答袁簡齋前輩書>, 頁三B｡
同上, 頁四A｡
<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 《焦循诗文集》, 页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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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一樣, “都想在經學上建立他們的哲學思想”｡ 考據無關乎義理, 所以考據不能代稱
經學｡ 焦循對孫星衍說, 宋儒說經出於臆斷, 爲文也出於空言, 才有王應麟出來“尋
究古說, 摭拾舊聞”, 是對空疏之學的反動; “此學視以空論爲文者, 有似此粗而彼精,
不知起自何人, 強以‘考據’名之, 以爲不如著作之抒寫性靈｡ 嗚呼！可謂不揣其本而齊
其末矣”｡66) “所謂不知起自何人”, 其實是委婉的說法, 焦循曾明確指出, 動輒自居
“考據”, 是來自閻若璩的惡劣影響｡67) 但是閻氏是吳派漢學家奉爲開山鼻祖式的人
物, 江藩 《漢學師承記》 就將其位置爲開篇第一人, 正可窺見吳派漢學家的通行意
見｡ 所以這裡焦循說“不知起於何人, 強以‘考據’名之”, 批評的主要是漢學家, 而非
袁枚, 至於“以爲不如著作之抒寫性靈”才是針對袁枚的, 而“可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
矣”又是在批評自居“考據”的漢學家了, 這是古人常用的行文婉曲之法, 目的不過是
爲孫星衍稍存顔面而已｡
這封給孫星衍的公開信標誌著焦循樹立旗幟, 要遵循戴震之途轍, 走由考據而
義理之路了｡ 所以次年, 他在給劉臺拱的信中又說: “近時數年來, 江南千餘里中,
雖幼學鄙儒, 無不知有許､ 鄭者, 所患習爲虛聲, 不能深造而有得｡ 蓋古學未興,
道在存其學, 古學大興, 道在求其通｡ 前之弊, 患乎不學, 後之弊, 患乎不思｡ 證之
以實, 而運之於虛, 庶幾學經之道也｡”68) 如何“求其通”, 即“證之以實, 而運之於虛”｡
② 學與思
那麼, 何謂“證之以實, 而運之於虛”？又如何做到呢？ 《論語通釋⋅釋學》 第一
條正是在回答這個問題:
“學而不思則罔, 思而不學則殆｡” 思與學並舉矣｡ 乃又曰: “吾嘗終日不食, 終
夜不寢, 以思, 無益, 不如學也｡” 然則聖人用功之序, 先學而後思｡ 蓋學爲入德之
始功, 思爲入聖之至境｡69)

66) 同上注｡
67) 《里堂書跋》 卷二 <潛邱劄記> “‘考據’二字, 余最憎之, 而閻氏津津道之｡ 近時學者動自
詡爲‘考據’, 自閻氏起之也｡” 《焦循詩文集》, 頁578｡
68) <劉端臨教諭書>, 《焦循詩文集》, 頁248｡
69) 《論語通釋》, 頁42上｡

106 《中國文學硏究》⋅제44집

學就是實, 思就是虛, “先學而後思”, 就是實而後虛｡ 看起來平平無奇, 但如何
具體操作, 卻有焦循深造自得之思｡ 不妨先來看焦循對“思”的解說｡ <論考據著作
書> 中提到“以己之性靈, 合諸古聖之性靈, 並貫通於千百家著書立言者之性靈, 以
精汲精”,70) 這就是對“思”的描述吧｡ 此說稍嫌玄虛, 其實稍早之前, 焦循在 <與王
欽萊論文書> 中有更明確的描述, 即“依經文而用己之意以體會其細微”｡71) “依經文”
屬“學”, 而“用己之意”則屬“思”了｡ 也許是焦循覺得“己之意”的表述稍顯主觀, 所以才
改爲“己之性靈”, 轉而強調人的智慧與認知能力｡ 關鍵是一己之性靈, 如何與古聖以
及千百家之性靈相貫通呢？在後來的 <述難> 諸篇中, 焦循有了詳細地說明｡ <述難
一> 論其綱領:
述其人之言, 必得其人之心; 述其人之心, 必得其人之道……然則述也者, 述
其義也, 述其志也｡ 不以志而持其言, 有不可通, 則曰古人如是說也; 有不善, 則
曰吾有所受之也｡ 古人所望于後人者, 固如是乎哉？72)

其原則是把握前人學術的大體與精神(即“道”), 由此體察前人的用心, 在此基
礎上裁斷､ 闡述前人的理論｡ 如果只是簡單地斷章取義, 執隻言片語而隨意闡述,
則是不可行的｡ 那麼如何把握前人的大體與精神呢？也就是思之如何能得？<述難五>
介紹了具體的操作方法:
學者述人, 必先究悉乎萬物之性, 通乎天下之志, 一事一物, 其條理縷析分
別, 不窒不泥, 然後各如其所得, 乃能道其所長, 且亦不敢苟也｡ 其人著撰雖千卷
之多, 必句誦字索, 不厭其煩, 雖一言之少, 必推求遠思, 不忽其略｡ 得其要, 挹
其精, 舉而揚之, 聚而華之, 隱者標之, 奧者易之, 繁者囊之, 縮者修之, 鬱者矢
之｡ 善醫者存人之身, 善述者存人之心, 故重乎述也｡ 不善述者, 拂人之長, 引而
歸於己之所知, 好惡本歧, 去取寡當｡ 繪人者嫌眇而著瞭, 惡僂而形直, 美則美
矣, 而非其人矣｡73)

70)
71)
72)
73)

《焦循詩文集》, 頁246.｡

同上, 頁266｡
同上, 頁132-133｡
同上, 頁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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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循提出, 不論前人著作卷帙多寡, 一定先要全部讀完, 然後探研其說, 就中
撮取精要, 這樣才能“存人之心”｡ 問題是如何能夠辨識前人的精要所在, 而不是“拂
人之長, 引而歸於己之所知”呢？所以, 焦循認爲, 述人的充要條件是“必先究悉乎萬
物之性, 通乎天下之志, 一事一物, 其條理縷析分別, 不窒不泥”, 也就是擁有百科
全書式的知識, 精通多方面的學問, 這樣評量前人時才能不說外行話, 不會以自己
所長的領域衡量一切領域, 然後才有可能道述前人之所長｡ 如果說存人之心重在思
考, 重在辨識前人精要, 那麼具備辨識能力的前提就是對知識窮盡性地學習｡ 對焦
循來說, 前人之性靈體現在前人論著的精要中, 而“己之性靈”, 應該就是“究悉乎萬
物之性, 通乎天下之志”之知和“推求遠思”之思吧｡ 能得前人精要, 就是人己性靈之貫
通, 反之則不然｡
當然, 學習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不斷汲取前人精要的, 不斷更新視域的過程,
學習的過程中如何由最初的不博通､ 不得其要, 發展爲博通､ 得其要, 這樣的深入
思考, 在西方也要到20世紀才有哲學家加以系統探討, 我們就無法苛責於焦循了｡
但是, 需要追問的是, 焦循爲什麽認爲必須追求百科全書式的知識呢？這就需要對
他關於“學”的思考加以探究了｡
從邏輯上說, 應該先解決學的目標與途徑, 然後才能談到學的內容｡ 而焦循是
在 《論語通釋》 中, 才第一次對這一基本問題給出了較系統的闡發｡ 儒者所求在聖
人之道, 這點是所有學者都承認的｡ 至於聖人之道是什麽, 乾嘉學者基本放棄了理
學家的看法, 主流學人以名物制度爲滿足, 而戴震､ 焦循､ 阮元這樣的學者則相信
通過文字的考證, 可以發現不同於理學家的､ 真正的聖人的義理｡ 在這一時期, 焦
循所發現的新義理的核心是“一貫仁恕”｡ 何謂“一貫”: “一貫者, 忠恕也｡ 忠恕者何？
成己以及物也｡”74) 如何“一貫”, 曰“以一心容萬物”; 曰“不得執己之性情例諸天下人
之性情, 即不得執己之所習所學例諸天下人之所習所學”; 曰“聖人因材而教育之, 因
能而器使之, 而天下之人各得聖人之一體, 共包函化育之中”;75) 曰“聖人之道以大
爲歸”, “統萬物而貫之”｡76) 至於“仁”, 即是忠恕｡77) 一貫仁恕爲聖道, 要求的是融

74)
75)
76)
77)

同上, <釋一貫忠恕>, 頁36上｡
同上, 36上､ 下｡
同上, <釋大>, 頁41下､ 42上｡
參見 《論語通釋⋅釋仁》, 頁38下-4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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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天下所有的性情､ 知識､ 才能, 而能加以貫通; 反之, “執其一端爲異端”,78) “執
一則人之所知所行與己不合者皆屏而斥之, 入主出奴, 不恕不仁, 道日小而害日大
矣”｡79) 所以歷史上那些學者, “惟自據其所學, 不復知有人之善, 故不獨邇言之不
察, 雖明知其善而必相持而不相下……凡後世九流､ 二氏之說, 漢魏南北經師門戶之
爭, 宋元明朱､ 陸､ 陽明之學, 近時考據家漢學､ 宋學之辨, 其始皆緣於不恕, 不能
克己舍己, 善與人同, 終遂自小其道而近於異端”｡80)
在這一根本思想的指導下, 爲學的進徑就是求“多”: “聖人之學在讀書好古, 而
讀書好古必曰多聞､ 曰博學｡ 惟不知博學多聞, 守一先生之言, 於是執一惡廢百,
爲小道, 爲異端, 均不博學､ 不多聞之所致｡”81) 同時爲學的態度則是“有聖人所不
知而人知之, 有聖人所不能而人能之｡ 顏子以能問於不能, 以多問於寡, 得一善則拳
拳服膺, 即大舜之舍己從人而孔子之一貫忠恕也”,82) 是“知其所知”, “知其所不知”
｡83) 只有虛其心, 才能容人､ 容物, 只有多聞博學, 才能識人之善, 而不執一端､
不爲小道, 成就聖人的大道｡
因此, 所學的內容當與爲學的途徑一致, 即在可能的範圍內, 窮盡一切知識｡
這個可能的範圍, 對於儒學者來說, 就是經學的範圍, 但是因爲孔子是無所不知､
無所不欲知的, 所以在焦循看來, 經學的範圍也應該是無所不包的｡ 早在 <論考據
著作書> 中他即如是說: “賈､ 鄭大儒繼作, 以百家諸子之書, 術數讖緯之學, 一切
通之於經, 盡化以前專家章句之習, 破古今師法之爭, 爲經學大成, 亦乃謂之經學｡
經學者以經文爲主, 以百家子史､ 天文術數､ 陰陽五行､ 六書七音等爲之輔｡”84)
真的近乎無所不包了｡
值得注意的是, <論考據著作書> 比 《論語通釋》 早了十年, 也就是說關於爲
學, 邏輯上是目標､ 途徑在先, 內容在後, 但在實際上, 焦循是先認定了研究內容,
先批判了吳派漢學家是不合聖道的異端, 然後才爲其尋找解釋的理論｡ 在經學闡釋
78)
79)
80)
81)
82)
83)
84)

《論語通釋》, <釋異端>, 頁38上｡

同上, 頁37下｡
同上, <釋一貫忠恕>, 頁36上｡
同上, <釋多>, 頁42下｡
同上, <釋一貫忠恕>, 頁36上｡
同上, <釋知>, 頁43下｡
《焦循詩文集》, 頁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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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順序上, 焦循是根據自己的學術反思形成一個大概的義理認知, 然後再到經典中
尋找這種理論依據, 最後又反過來證明自己學術反思的正確性｡ 因此, 焦循發現“新
義理”的方式其實是演繹, 而非他自己所標榜的歸納｡ 所以如果嚴格從訓詁學的角度
考察焦循的 《論語通釋》, 他的很多解釋是站不住腳的｡ 并不是王念孫､ 王引之那樣
彙集同類語例, 然後歸納其意義的做法, 焦循所採用的以經證經的方式, 實際上是
在某經某處說A=B, 在另一處說B=C, 而另一部相關的經典說C=D, 由此得出結
論說A=D｡ 比如焦循以“忠恕”解釋“一貫”和“仁”, 以“忠恕”解釋“克己”等等｡ 這種解經
方式, 其實早在焦循之前, 就被翁方綱批評過: “夫謂以經訓經, 則所立不偏矣, 信
無弊矣｡ 然而經有各見之時地, 有各見之指歸, 若必以彼經所云即此經也, 將執一
而不能權兩, 安在其立於無偏乎？不平心虛衷以研審之, 而但經語之定執, 其與舍
經從傳者, 厥弊均也｡”85)
那爲什麽焦循會視而不見呢？他爲什麽會認定自己的解經方法､ 堅信自己的結
論呢？何澤恒､ 李明輝等先生在考察焦循何以會誤解孟子“性善”說的時候認爲, 這是
焦循“犯了他自己所說‘持漢人之言, 惟漢是求, 而不求其是, 於是拘於傳注, 往往扦
格於經文’之病”｡86) 據李明輝先生進一步闡釋, 這是焦循“欠缺‘解釋學循環’的概念,
而將詮釋理解爲一種單向活動(筆者按, 即由訓詁通經義的單向活動)”所致｡87) 筆
者以爲, 不少漢學家的確有此問題, 但是從前面引述的 <述難> 文字看, 焦循強調
體察前人的“道”與“志”, 恰恰是他有“解釋學循環”概念的確切證明｡ 而且, 焦循最常
採用的是 《論語》､ 《周易》､ 《孟子》 貫通互訓的方法, 漢人的解釋, 往往只是作爲一
種輔證, 在他看來, 自己是先把握了經典的精旨奧義, 然後再互釋互證的, 並不能
因此說他解經是單向的｡ 那麼焦循解釋 《論語》 也好, 《孟子》 也好, 致誤的真正根
源恐另有原因｡
筆者以爲, 他根本的問題是缺少現代歷史觀念､ 現代文獻學觀念和現代學科劃
分的觀念, 不懂得從發展､ 變化的角度審視古人的學說, 也不懂得先秦古書的成書
85) 翁方纲 《复初斋文集》 卷一 <通志堂经解目录序二>, 续修四库全书第1455册据清李彦
章校刻本影印,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 頁361下｡
86) <焦循對孟子心性論的詮釋及其方法論問題>, 李明輝 《孟子重探》, 聯經出版社事業公
司, 2001年, 頁104｡ 參見何澤恒 《焦循研究⋅焦循論孟子性善義闡繹》, 大安出版社,
1990年, 頁209-210｡
87) 同上李書, 頁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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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成於眾人, 歷時百年, 不能混爲一談; 而且, 拿時代相近的材料歸納互證, 用
在字詞訓詁上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用在思想的闡發上就不能一概而論, 必須慎之又
慎了｡ 乾嘉學者的研究一般只涉及訓詁制度, 不涉及義理, 所以犯錯少; 理學家未
嘗不採用以經證經的方法, 卻用來解釋義理, 所以求得的往往只是自家的義理, 而
非孔､ 孟的原意｡88) 焦循的義理研究也完全採用訓詁研究的方法, 但在思想研究
上, 《周易》 與 《論語》 不能直接互釋, 是因爲前者的 《十翼》 很可能出自戰國儒者
之手; 同樣, 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部份思想, 不管用 《論語》 解釋 《孟子》, 還
是反其道行之, 都必須慎之又慎, 不能直接對等; 就算是 《論語》 本身, 其中記錄的
是孔子或其弟子在不同語境下的言行, 不可能認爲孔子的思想是一成不變, 其及門
弟子也不可能就完全理解老師, 所以以 《論》 解 《論》, 在訓詁學的角度是可行, 從
思想研究的角度來看, 訓詁學歸納例證的方法就未必可靠了｡89)
筆者特別提出焦循缺少三種“現代觀念”, 實際上想說的是, 這樣的錯誤, 在焦
循根本是不可避免的｡ 雖然翁方綱悟到了一些問題, 表現出一些超時代性, 但他本
人也并沒有貢獻出任何驚人的成就｡ 究其根本原因, 是因爲焦循也好, 其他的漢學
家也好, 還生活在“經學的時代”中, 在這個時代, 經學的體系是最高的, 無所不包的
體系, 是一切價值的根源, 因此任何思想上的突破都必須在經書中爲其找到依據,
不管這種依據是客觀的存在, 還是合理的推展, 甚至是扭曲成說以證己說, 無論哪
種情況, 新思想的提出者都有一種爲新說尋求“合法性”的壓力, 這種壓力會讓他們
88) 如清前期理學家張履祥､ 桑調元也強調以經證經之法, 即是明證｡ 參見張舜徽 《清人文
集別錄》,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4年, 頁14､ 106｡
89) 如阮元的 <性命古訓> 是從訓詁學方法出發, 推求孔孟本意, 建立新義理的典範之作,
但他存在的問題與焦循相同, 所以其結論同樣不能爲現代學者所接受｡ 如傅斯年先生
在 <性命古訓辨證> 認爲阮元“以訓詁學的方法定其字義, 然後就其字義疏爲理論”的“以
語言學的方法解決思想史中之問題”的方法正確, 但是, 阮元所見材料有限, 蔽於孔孟
一貫的成見, 又蔽於漢宋門戶之見, 因此結論多不可靠｡ 見歐陽哲生主編 《傅斯年全
集》 卷二,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年, 頁505-506｡ 而岑溢成先生 <阮元 <性命古訓>
析論> 則進一步指出: “儒家思想中的一些重要觀念的含義, 常常在變化之中｡ 所以雖
然都是儒家典籍, 都是先秦的儒家典籍, 甚至是同一部先秦的儒家典籍, 其中用來表達
這些關鍵觀念的詞語, 意義往往不盡相同｡ 一定要把這些詞語的意思概括化､ 單一化,
不僅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 是不能容許的, 即使從訓詁的角度來看, 也是不能容許的｡”
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編委會主編 《清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 中
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印行, 1994年, 頁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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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覺不自覺的扭曲經說｡ 從儒學發展史來看, 無論漢人的讖緯之說, 還是程朱對“道”､
“理”､ “性”的解釋, 還是王陽明對古本 《大學》 的考證, 以至戴震對 《孟子》 的解釋,
無一不是如此｡
在焦循的時代, 這個經學體系被清代帝王加以利用, 再次與帝王政治結合, 變
得具有更大的政治高壓, 使得任何儒學者都更加依靠經學的權威｡ 胡適先生說“焦循
到底只是一个调和论者”, “焦循生當这个时代, 感觉當日那种不容忍的空气, 既不能
积极的替戴学向正统哲学决战, 便只能走向和缓的一路｡ 焦循趋向和缓, 主张忠恕,
主张舍己从人, 都像是有意的, 不是不自觉的”,90) 便是從政治與學術關係的角度立
論｡
而從思想史的角度看, 焦循時代的經學體系不再以義理思考爲核心, 余英時先
生指出清初以來, 儒學內部發生從“尊德性”到“道問學”的路徑轉向, 其重要表現即重
博學多聞, 這一學風至乾嘉而極盛｡91) 乾嘉學者, 大都“一事不知, 以爲深恥”, 追求
博雅之學, 而不再過問義理之事｡ 焦循自稱最心服戴震的 《孟子字義疏證》, 因爲戴
震能通過明訓詁而探求真正的孔孟義理｡92) 但這不過是方法的問題, 實際上, 焦循
的精神遠於戴震而近於錢大昕｡ 戴震說“德性資於學問”,93) 又說“見聞不可不廣, 而
務在能明於心”｡94) 雖然余英時先生主張“東原之“心”, 僅是認知之心”,95) 但是我們
看戴震自己解釋說“心精於道, 全乎聖智”,96) 可知這裡戴震所強調的“明於心”, 乃是
認知聖人之道､ 聖人之德性, 也就是他在 《孟子字義疏證》 中所發明的義理｡ 可是
焦循用戴震的方法在 《論語通釋》 中發明的義理與戴震之義理頗不能相合, 我們看
焦循的主旨, 竟只是爲“博學”辯護而已｡ 按照焦循之義理, 不博學是不對的, 因爲聖
人的精神就是博學, 成一家之言也是不對的, 因爲聖人是包容所有各家之言的, 所

90) 《戴東原的哲學》, 《胡適文集》 卷7, 頁308､ 309｡
91) 參見余英時 《論戴震與章學誠》 內篇第三章､ 外篇第六章, 北京: 三聯書店, 2000年,
頁18-34､ 322-356｡
92) <與朱休承學士書>, 《焦循詩文集》, 頁236｡
93) 戴震 《孟子字義疏證》 卷上“理”條, 張岱年主編 《戴震全書》 第六冊, 黃山書社, 1995
年, 頁167｡
94) 《孟子字義疏證》 卷上 “權”條, 頁213｡
95) 《論戴震與章學誠》, 頁29｡
96) 《孟子字義疏證》, 頁213｡

112 《中國文學硏究》⋅제44집

以任何成一家之言的“義理”都會有“執一”的危險, 都會被焦循視爲“異端”, 這一點連戴
震也不能例外｡ 這樣的“義理”其實將自身也消解了, 而面臨並無“真義理”可言的尷尬｡
所以我看戴震的夫子自道是: “學貴精不貴博, 吾之學不務博也｡”97) 而焦循根本反
對其說, 他說的是: “孔子之道貴大而不言精……就一事而熟之爲精, 統萬物而貫之
爲化, 無所執, 故無所成名, 故大｡”98) 哪怕是義理之學, 也是不能執的｡ 因此, 焦
循在精神上根本是不同於戴震的, 他的內心更傾向於錢大昕｡ 畢竟錢大昕才是那個時
代最博學的人｡ 我們看錢大昕所說“宣尼之言曰, 君子‘博學於文’; 顏子述夫子之善
誘, 則曰‘博我以文’; 子思子作 《中庸》, 曰‘博學之, 審問之’; 孟子之書曰‘博學而詳
說之’｡ 夫聖人刪定六經以垂教萬世, 未嘗不慮學者之雜而多岐也, 而必以博學爲先,
然則空疏之學, 不可以傳經也審矣”,99) 就是只要博學, 不論其他的｡ 焦循曾說“聖
之爲言通也”,100) 可見, “通”是他心目中聖人的首要德性｡ 而他稱錢大昕則用“通儒”
一詞,101) 那錢大昕豈不近於聖人乎？焦循的精神, 從這裡也可以窺見了｡ 可以說,
焦循在 《論語通釋》 中的“哲學”, 其實是博學學風的“哲學”, 他可以被視爲乾嘉主流
學術的代言人｡
焦循因爲敏銳思深, 感知時代風氣特深, 所以對“經學”持之最力｡ 不但他所有
的學術都自命爲經學, 而且他的文學觀念, 也不出他經學觀的圍範｡102) 而焦循初
成期的經學以追求多聞博學爲極則, 他此時的文學觀也極富這種時代特色｡

2. 與學思交織的文思
筆者前面指出焦循解經的失誤之處, 實際正是他體現時代風氣最深的標誌, 在
這種以經學涵蓋一切的時風中, 焦循的文思是如何與學思交織的呢？又是如何代表
97) 段玉裁撰､ 楊應芹補訂 《東原年譜補訂》, 《戴震全書》 第六冊, 頁714｡
98) 《論語通釋⋅釋大》 第二條, 頁42上｡
99) 钱大昕 <抱经楼记>, 吕友仁标校 《潜研堂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 頁349-350
100) 《論語通釋⋅釋聖》 第一條, 頁40下｡
101) <翼錢三篇小序>, 《焦循詩文集》, 頁126｡
102) 按, 明代文學, 無論七子的復古派還是後來的公安､ 竟陵派, 都表現出獨立於經學體
系之外的特徵, 但是清代文學在技術上承襲明代文學, 其思想上卻激烈的反對明代文
學, 而表現出一種強大的回歸經學體系的特徵, 這才是造成學人､ 文人衝突頻頻的根
本原因, 而這種衝突在明代是罕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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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時代風氣的呢？這將是筆者要繼續探討的問題｡
焦循曾自述: “當世好循者, 輒以經學見許, 而循之所嗜, 實在詩､ 古文､ 詞而
已｡ 雖不能工, 性則好之｡”103) 這種對文學持續不懈的興趣, 使焦循對文學的思考
也不曾間斷; 而且, 其文思與其學思的發展保持著相同的步調｡

1) 前兩期文學論述概述
焦循探索期論文的重要篇章是作於乾隆五十五年(1790, 二十八歲)的 <詩錄
序> 和作於次年的 <與王欽萊論文書>｡ <論文書> 未署明年月｡ 按, 據 《揚州畫舫
錄》, 王欽萊即王準,104) 據 《雕菰集》 卷二 <四哀詩> 其二小序, 王準“壬子游幕南
昌, 遂病, 病中迫欲見父, 方及閩而卒”,105) 而 《論文書》 末稱王準“天寒遠客”,106)
是以判斷此書大約作於乾隆壬子｡
初成期可以判定時間的重要文論有 <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 <答羅養齋
書>､ <鈔王築夫異香集序>､ <刻詩品序>､ <與歐陽製美論詩書>､ <答黃春谷論詩書>､
癸亥 <答汪晉蕃>, 另外 <國史儒林文苑傳議> 雖然作於嘉慶十五年, 但是其中思想
是此前思想的延續, 故也計入此期｡ 除了 《雕菰集》 中的這些文章外, 焦循還有一
份重要的文論資料 《里堂家訓》, 也是這一時期的作品｡ 今收入 《續修四庫全書》 第
951冊的 《里堂家訓》 是手鈔本, 未署日期｡ 《家訓》中既談到了讀經的問題, 也談到
了古文､ 時文以及詩詞寫作的問題, 那麼寫作時間不會太早, 可以推測在其子二十
歲左右, 因爲焦循自己治經也是在這個年紀｡ 查 《家訓》 卷上“里中吳氏”條中稱“吾
前年舉於鄉”, 可知作於中舉後第二年, 即嘉慶八年癸亥(1803), 正與我們推測其子
年紀相符｡ 而且 《家訓》 中所體現的思想頗能與焦循初成期思想相吻合, 所以筆者
推定 《家訓》 作於是年｡
從以上篇什分析焦循文思, 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兩大相關聯的
主題上, 其一是文學與經學的關係, 其一是文體的分別與等差｡ 總的來說, 在經學
103)
104)
105)
106)

<與趙味辛司馬>, 《焦循詩文集》, 頁645｡
李斗撰､ 汪北平､ 涂雨公點校 《揚州畫舫錄》 卷十三, 中華書局, 1960年,頁301｡
《焦循詩文集》, 頁26｡
同上, 頁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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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體系內思考文學問題, 這一特徵是明顯的｡

2）文學與經學的關係
① 在經學體系內觀照文學
焦循十七歲, 學政劉墉勉以經學,107); 二十歲, 安定書院山長吉渭巖勉以經
學;

108)

二十二歲, 又以經學受知於學政謝墉, 食廩餼;109) 後有以經學有名於朱珪､

英和等重臣間; 又屢爲阮元延聘至幕; 并得以與當世一流學人往還｡ 他一生的事業在
此, 榮名也繫於此, 可以說, 二十歲之後, 經學與其生命日漸融合, 最後了無間隙｡
浸淫日深, 焦循的思考, 往往持經學本位的立場, 將其史學與文學都放置在經學的
體系中予以觀照｡
早在 <與王欽萊論文書> 中, 焦循即說: “布衣之士, 窮經好古, 嗣續先儒, 闡
彰聖道, 竭一生之精力, 以所獨得者聚而成書, 使 《詩》､ 《書》､ 六藝有其傳, 後學
之思有所啟發, 則百世之文也｡”110) 這是文章的價值由經學來賦予, 所以不朽之文,
應該是傳經述古､ 闡彰聖道之文｡ 這樣的看法, 在乾嘉學者中普通存在, 並不是焦
循所獨有的｡ 如錢大昕曾稱讚秦蕙田的文集: “詩､ 賦､ 章､ 奏､ 序､ 記､ 論､ 說,
無體不備, 而說經之文居其大半｡ 昔人稱昌黎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 今公之文, 非
六經之法言不陳, 非六經之疑義不決, 折衷百家, 有功後學, 所謂吐詞爲經, 而蘄至
於古之立言者, 唯公有焉｡”111) 王鳴盛說: “夫學必以通經爲要, 通經必以識字爲
基, 自故明士不通經, 讀書皆亂讀, 學術之壞敗極矣, 又何文之足言哉？”112) 孫星
衍也在致朱珪的信中說: “吾師恐考據詞章爲非文學之上乘, 亦視其考據詞章何如｡
稽古同天, 祖述憲章, 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 亦考據也｡ 觀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 夫
子之文章可得聞, 亦詞章也｡ 能進於學, 則四科何不可兼？孟子所以有‘有爲若是’之
言也｡”113)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見 <感大人賦>, 《焦循詩文集》, 頁13｡
<與秦敦夫太史書>, 《焦循詩文集》, 頁439｡
見 <秋夜月> 詞自注, 《焦循詩文集》, 頁553｡
《焦循詩文集》, 頁266｡
錢大昕 <味經窩類稿序>, 呂友仁標點 《潛研堂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 頁434｡
王鳴盛 <問字堂集序>, 孫星衍 《問字堂集》 卷首, 頁一A｡
孫星衍 <呈覆座主朱石君尚書>, 四部叢刊本 《岱南閣集》 卷二, 頁六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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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以上的說法其實都是對文以載道說的繼承, 但是到了乾嘉時期, 經學家心
中的“道”已不再是程朱､ 陸王之道, 而是經文訓釋與考證本身, 所以這種考證與訓釋
也就替代了從前的論道議道, 成爲這種“載道”之作､ 百世之文的內容｡ 如前所述, 焦
循與眾人不同的是, 他希望通過訓詁發現義理, 所以他由此特別區分了文章內容的
兩大端:
乃總其大要, 惟有二端, 曰意､ 曰事｡ 意之所不能明, 賴文以明之, 或直斷,
或婉述, 或詳引證, 或設譬喻, 或假藻繪, 明其意而止｡ 事之所在, 或天象算數,
或山川郡縣, 或人之功業道德､ 國之興衰隆替, 以及一物之情狀, 一事之本末, 亦
明其事而止｡ 明其事患於不實, 明其意患於不精｡ 學者知明事之難於明意矣｡ 以
事不可虛, 意可以縱也｡ 然說經之文主於意, 而意必依於經, 猶敍事之不可假也｡
孔子之 《十翼》, 即訓故之文, 反復以明象變, 辭氣與 《論語》 遂別｡ 後世注疏之
學, 實起於此｡ 依經文而用己之意, 以體會其細微, 則精而兼實｡ 故文莫重於注經｡
敍事則就事以運其事, 必令千載而下, 覽其文而事之豪末畢著, <禹貢>､ 《儀禮》､
《左氏春秋傳》 是也｡114)

所謂“意”, 是經文之意, 是聖人之意, 約略近於義理; 而所謂“事”, 則是六經中
所記載典章制度､ 人物歷史､ 山川地理等, 這些都是後世君臣治國安邦､ 施政制禮
的根本依據, 焦循所謂“敘事”就是對這些事實加以記敘､ 說明的意思｡ 根據說經､ 敘
事的功能的不同, 焦循進一步規定了兩類文章的基本體制｡ 說經明意之文, “意可以
縱”, 所以“或直斷, 或婉述, 或詳引證, 或設譬喻, 或假藻繪, 明其意而止”, 也就是說,
當充分講究修辭之術, 以講明其意｡ 這時, 當然要充分借鑒韓愈､ 柳宗元等人的文章
技巧以達其意, 但刻意模擬韓､ 柳, 只在詞句上雕琢, 則是不被焦循認同的｡115)
郭紹虞先生在分析這裏的“明意”之文時,

注意到了從“說經之文”到“故文莫重於

注經”這一節, 他認爲: “他以訓詁爲文, 而且以爲文莫重於注經, 那真是經學家的見
解了｡”116) 郭先生還以爲, 焦循“由作意言, 經學家亦重在極端質樸”, 說焦循代表的
114) 《焦循詩文集》, 頁266｡
115) 按, 這層意思, 焦循在文末有說明: “願足下窮文之所以然, 主於明意､ 明事, 且主於
意與事之所宜明, 不必昌黎､ 梅庵, 不必不昌黎､ 梅庵, 不必瑣細佶聱, 不必不瑣細
佶聱也｡” 也就是 <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 中所說的“詞章之有性靈者, 必由於
經學, 而徒取詞章者, 不足語此也”｡ 《焦循詩文集》, 頁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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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顧詞章, 無關義理, 而僅僅以考核爲主”的文學觀｡117) 這恐怕是郭先生成見在
胸所致的誤解｡ 焦循說的是“孔子之 《十翼》, 即訓故之文”, “訓故之文”並不等於“以
訓詁爲文”, 因爲訓釋經文, 可以成文, 也可以不成文｡ 簡單字詞解釋, 如“A, B也”,
當然不是文章; 但是, 如果闡釋的是經文全篇或者某一節的意思, 并將其敷衍成長
篇大論, 那當然應該算作文章｡ 比如 《十翼》(即 《易傳》), 誰能否定它們是文章, 而
且是好的文章呢？如姚鼐就認爲序類的文體淵源自 《十翼》,118) 而曾國藩 《經史百
家雜鈔》和黎庶昌 《續古文辭類纂》 都從 《十翼》 中選取了數篇｡ 姚､ 曾､ 黎都是桐
城文派巨子, 郭先生以爲他們也不講究文辭么？故焦循所謂“文莫重於注經”, 正是指
以 《十翼》 爲典範的這一類文章｡ 在焦循的時代, 顯然存在這種類型的文章, 那就
是爲焦循所激賞的戴震之 《孟子字義疏證》｡ 而焦循自己的著作, 常採用“通釋”來命
名, 如 《開方通釋》､ 《論語通釋》､ 《易通釋》, 其文體顯然摹仿的是 《十翼》 和 《孟
子字義疏證》｡ 前面考證 《論語通釋》 時我們曾提到, 《雕菰集》 卷九､ 卷十的很多
文章, 其實就是 《論語通釋》 中的現成條目, 或其修改稿, 這應該算是理解焦循所
說的“注經之文”的最好例證了吧｡ 而這些文字都是“或直斷, 或婉述, 或詳引證, 或
設譬喻, 或假藻繪”的｡ 而且, 焦循所反對的, 正是郭先生所批評的那種“僅僅以考核
爲主”的文章, 他曾對朋友說“近來習氣, 徒以考訂爲文, 貌若高深, 體爲最濁”,119)
又訓誡兒子說: “屬文之本, 非徒口耳記誦爲也｡ 於 《易》 遂侈陳施､ 孟以來之說易
(易字疑衍), 雜引爻辰卦氣以示宏博; 於 《詩》 遂臚列齊､ 魯､ 韓､ 毛之異同, 旁及
四始五際以明奧衍, 而於 《易》､ 《詩》 之義無著也, 於本書只言 《易》､ 言 《詩》 亦
無著也｡ 如是與抄寫策科何異？不可以言文也｡”120) 這些都能說明, 焦循對文體文
風有非常自覺的意識｡ 注經之文要講究文辭, 但要以明意爲歸, 只知道賣弄技巧的
空疏文章, 是不被焦循認可的｡
至於敘事之文, “以事不可虛”, 所以“明其事患於不實”, 而應當“就事以運其事,
必令千載而下, 覽其文而事之豪末畢著”｡ 也就是說, 要把事實記載清楚｡ 焦循另有

116)
117)
118)
119)
120)

郭紹虞 《中國文學批評史下》, 頁460｡
同上, 頁459｡
姚鼐 《古文辭類纂⋅序跋類敘錄》,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 頁4｡
<答趙寬夫>, 《焦循詩文集》, 頁656｡
《里堂家訓》 卷下, 頁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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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說> 三篇, 雖然未注明寫作時間, 但其三正是說明“明其事患於不實”的道理, 因
在此引證:
夫謂文無深與博, 亦即無所爲簡｡ 行千里者以千里爲至, 行一里者以一里爲
至｡ 《左氏春秋》, 一人之筆也, 或一二言而止, 或連篇累牘, 千百言而不止｡ 一二
言未嘗不足, 千百言未嘗有餘, 災變戰伐, 下至瑣褻猥鄙之事, 無不備載｡ 未聞徒
舉其大端而屏其細故, 以爲簡也, 而文自簡｡121)

我們知道, 文章繁簡論, 歷來爲文人學士聚訟不已, 一般來說, 文章家好簡,
而學人多主繁或者“辭達而已矣”之論｡122) 這裡焦循顯然也是主張“辭達”, 而不刻意
求繁簡的｡ 通過前面的分析, 可以看到焦循的這種主張的根源是他從闡述六經爲出
發點的, 也即性質與功能決定了體制｡
焦循論文, 以“說經之文”爲百世之文, 是由經學定其價值｡ 他論述詩和詞曲的
時候, 也同樣看重的是詩詞曲對於經學的作用, 在他看來, 詩詞曲有益於經學, 所
以有其價值｡ 對此, 我們將在下面有詳細論述｡
② 文對學的反作用
焦循少年時專力於詩文, 而且其愛好終身不變, 加以他善深思, 因此, 焦循論
文並不迂腐, 而頗能有不俗之見｡ 比如文與學的關係, 焦循就認爲“不學則文無本,
不文則學不宣”,123) 誠爲圓融之論｡ 他曾詳述文章對於學術的作用:
余謂學問之業, 以屬文爲要｡ 雖有堯舜之治, 孔顏之教, 非文不傳, 敘事之文
尤爲重大｡ 春秋､ 楚漢之人, 後世豈絕無之？得 《左》､ 《史》 以爲之傳, 便精采百
倍｡ 韓昌黎之於南霽雲､ 何蕃, 李習之之於高愍女, 柳柳州之於段太尉, 杜牧之之
於燕將譚忠, 孫可之之於何易于, 採入史傳, 頓生光彩｡ 至於難狀之狀, 難寫之
情, 一經點次, 如見如訴｡124)
121) 《焦循詩文集》, 頁184｡
122) 關於乾嘉學者的繁簡論, 可參見筆者博士論文 《清代中期經學家文學思想研究》, 復旦
大學, 2007年, 頁61-64｡
123) 《里堂家訓》 卷下, 頁530｡
124)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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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說:
柳州辨 《鹖冠子》､ 考作 《論語》 之人, 不煩言而解, 此學之所以待於文也｡
鄭康成爲 《毛詩箋》, 其言多晦澀不達, 拙於文之驗也｡ 《論語》､ 《孟子》, 何許朗快
明鬯｡ 二書者, 人之本, 學之本, 亦文之本｡125)

無論傳經述史, 都需要使讀者易於接受和瞭解, “此學之所以待於文也”｡
文章對於經史之學的作用主要在於闡釋與傳播, 那麼詩歌又有何作用呢？焦循
曾經批評時風說: “近之風氣, 教子者多以 《爾雅》, □其性靈, 余每力爲之爭, 而不
肯靡於風氣｡”126) 《爾雅》 能夠在乾嘉之際成爲一般人家教子弟的教科書, 是因爲當
時科舉風氣, 不少考官以學子能用難字､ 僻說爲佳｡127) 焦循卻能超拔時流之上,
對此, 他在 《學童讀爾雅答》 中詳細闡述了自己的看法:
鮑席芬之子六齡, 其塾師將授之以 《爾雅》, 問於余｡ 余曰: 非所以教也｡
……孔子曰: “小子何莫學乎詩？”“不學詩, 無以言｡” 童子血氣無定, 性相近, 習相
遠, 其間甚微｡ 且誦且弦, 使機之所蓄畢達而無所鬱遏, 善善惡惡, 勃然於心志間｡
善氣盈則陽神長, 陽神長則愚闇消｡ 聰明日益, 滯塞日開, 有以達古今之志, 而不
爲迂儒, 故詩之教最先｡ 而又慮其肆也, 節之以禮, 則陰陽得所調, 而中和之德於
是基之｡ 孔子之教, 莫要於此｡ …… 《爾雅》 以訓詁爲文, 率以一二字句強以連之,
氣已抑塞而不暢達｡ 以方萌之機, 封之使錮, 如噎如吃, 不可以誦, 所謂長言永
歎, 莫之有也｡ 陽氣不宣, 虛靈漸鈍, 其帙雖終, 茫然罔覺, 欲其通經書, 善屬文,
吾知難矣｡128)
《爾雅》 不是不重要, 但是對於兒童來說不必要, 因爲會導致對經學的厭倦情緒｡

因此, 焦循提醒我們孔子的詩教, “小子何莫學乎詩”, 孔子以爲學 《詩》 的理由是“詩
可以興, 可以觀, 可以群, 可以怨, 邇之事父, 遠之事君, 多識鳥獸草木之名”, 這顯
然是焦循所本｡ 在他看來, 詩歌有疏通性情､ 開啟智慧､ 導人向善的功能, 兒童讀
125) 同上, 頁531｡
126) 《里堂家訓》 卷上, 頁522｡
127) 焦循本人爲劉墉賞識, 即因爲試卷中用了難字｡ 關於這一科舉風氣, 可參見筆者博士
論文 《清代中期經學家文學思想研究》, 頁22-23｡
128) 《焦循詩文集》, 頁227-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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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自然“善氣盈”､ “陽神長”而“愚闇消”, 最後“有以達古今之志, 而不爲迂儒”｡ “達古
今之志”不正是“以己之性靈, 合諸古聖之性靈, 並貫通於千百家著書立言者之性靈”
嗎？“不爲迂儒”, 當然就是要作通儒｡ 雖然有孔子爲依據, 但明眼人一望可知, 焦循
這裡所說的其實正是自己切身的經驗｡
在焦循的觀念世界中, 讀詩最終目的是要進入經學的世界, 是要成爲一名通貫
的學者, 正是在這意義上, 詩學被納入經學體系之中, 成爲其有機的部份｡
童子讀詩, 以成其學; 那麼學人吟詩, 其效用何在？焦循的意見是, 抒發性情,
成己感人｡ 乾隆庚戌(1790), 二十八歲的焦循將此前所存詩稿彙爲一篇, 自爲序, 是
今存焦氏第一篇文論之作, 文中說: “嗚呼！詩難言矣！ 《風》 所以著草野之俗, 《雅》
所以彰國家之典, 《頌》 所以通鬼神之享, 本於性情, 發於中正, 故讀之可以感人｡”129)
無論風､ 雅､ 頌, 都是本於性情而發於中正, 所以能感人｡ 這是 《毛詩大序》 的詩
學觀｡ 作於嘉慶八年(1803)的 <與歐陽製美論詩書> 也還是這樣說: “詩本于情, 止
於禮儀, 被於筦弦, 能動盪人之血氣｡”130) “本于情, 止於禮儀”, 這是古人所謂成己
之學; “動盪人之血氣”是感人之事｡ 這一看法, 焦循信守了一生, 只是到晚年有了更
進一步的發展, 對此我們將在其晚年文思的部份予以探討｡
焦循在經學體系中措置其詩思, 所以強調詩對人的塑造與感發的作用, 反之他
對不體現真性情, 又不能節之以禮的詩就深惡痛絕｡ <詩錄序> 中說:
自作者日多, 互相倡和, 分鬮疊韻, 人人蘇李, 家家元白, 遂一變而爲黨朋標
榜之用｡ 公卿之間用以獻諛, 動輒千言, 假矜爲媚, 遂再變而爲夤緣阿讇之藉｡ 甚
至妓女優伶, 濫爲持贈, 不知自恥, 反以自榮, 誠士大夫之羞也｡131)

這是泛論, 他還專門針對袁枚, 予以斥駡: “嗟乎詩道之弊也！用以充逢迎､ 供
讇媚, 或子女侏儒之間, 導淫教亂｡ 其人雖死, 其害尚遺｡”132) 按, 這種看法, 在焦
循和他的朋輩中非常普遍, 都是讀經日久, 爲其所化｡133)
129)
130)
131)
132)
133)

《詩錄序》, 《焦循詩文集》, 頁447｡
《焦循詩文集》, 頁268-269｡

同上, 頁447｡
<刻詩品序>, 同上, 頁286｡
如焦循記載: “亡友顧子超宗, 每與僕言論及此, 深慨夫作詩者多, 而詩日以亡, 欲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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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詩, 焦循還喜好填詞, 那麼又與經學何干, 其作用何在呢？焦循乃作 <詞
說> 以解釋之:
學者多謂詞不可學, 以其妨詩､ 古文, 尤非說經所宜｡ 余謂非也｡ 人稟陰陽
之氣以生者也, 性情中必有柔委之氣寓之, 有時感發, 每不可遏, 有詞曲一途分洩
之, 則使清勁之氣長流存於詩､ 古文｡ 且經學須深思冥會, 或至抑塞沉困, 機不可轉,
詩詞足以移其情而轉豁其樞機, 則有益於經學不淺｡ 文武之道, 一張一弛, 古人一室
潛修, 不廢弦歌, 其旨深微, 非得陰陽之理, 未云與知也｡ 惟專於是, 則不可耳｡134)

按, 乾嘉學者論性, 多從 《易⋅繋辭上》 “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 成之
者性也”之說加以發揮, 舍宋人而從漢人｡ 戴震 《孟子字義疏證》 卷中“性”字條云:
“天道, 陰陽五行而已; 人物之性, 咸分於天道｡”135) 孫星衍 <原性篇> 也說: “古者
性與天道通……天爲陽, 主性; 地爲陰, 主情｡”136) 焦循在 《論語通釋》 中也說: “一
陰一陽之謂道, 分於道之謂命, 形於一之謂性｡”137) <詞說> 中以陰陽之氣論性正淵
源於此, 焦循又將經學､ 文､ 詩､ 詞分配性之陰陽, 認爲經學與文章需要“深思冥
會”, 是一種高強度的智力活動, 這時不能被情緒干擾, 所以需要事先通過詩詞寫作
發抒情感, 從而使心情舒暢, “豁其樞機”, 理性的思考能力才能得到保證｡ 當然, 經
學與文相對的時候, 焦循似乎認爲詩屬陰, 但與詞相對的時候, 詩又屬陽, 是詩兼
有陰陽, 這是需要補充說明的｡
焦循爲詞辯護的理由是詞對於研究經學的作用, 因此, 詞也被納入經學體系之
中｡ 至此, 我們可以說焦循完全是在經學體系之下觀照文學的｡ 問題是, 宋元明的
學者爲什麽從來沒有從這個角度爲詞辯護的呢？這是因爲宋明學者的經學體系與乾
嘉學者的經學體系大不相同｡ 宋明學者的經學是成聖成賢的經學, 是“尊德性”之學,
對情與欲的態度是約束､ 克制的｡ 而清代學者, 錢大昕爲代表的追求博學的學者,
他們最大的熱情是對知識的追求, “尊德性”並不爲他們所重; 而戴震一派重義理的學

134)
135)
136)
137)

明‘溫柔敦厚’之旨, 起而正之｡” <與黃春谷論詩書>, 《焦循詩文集》, 頁270｡
《焦循詩文集》, 頁185｡
《戴震全書》 冊六, 頁180｡
《問字堂集》 卷一, 頁一A｡
《論語通釋⋅釋一貫忠恕》 第五條, 頁37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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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又主張遂人之情､ 達人之欲, 所以不管哪一方, 情之縱放並不是問題｡ 中年的焦
循同時上承兩派而偏重於錢大昕, 所以他看重的是情的發抒對與求知研經的作用｡
單看焦循的詩論, 他顯得保守, 主張以禮節情; 但結合他的詞論來看, 他只是
主張情的發抒而不再談情的節制, 這就是其學術對其文學影響表現之一端｡ 當然,
焦循之情不同於袁枚的情欲之情, 這一點是需明確的｡
③ 文思與學思的交織互動
前面分析了焦循文論的理論形態, 屬於邏輯層次上的考察, 如果從現實的層
面, 即焦循思想發展演進的層面加以考察, 則會發現文學並非完全從屬經學｡ 實際
上, 焦循的文思常常會促進其學思, 而學思有成, 又反過來規範文思, 二者交織互
動, 構成了焦循思想發展的一條顯明的線索｡
首先引起筆者注意的是 《里堂家訓》 中的一段話:
余十二三歲讀三蘇文, 即解爲論､ 序｡ 見東坡文 <范增>､ <晁錯> 諸論, 思擬
而效, 苦於不諳史事, 乃閱 《漢書》､ 《三國志》, 遞及南北史､ 《唐書》､ 《五代史記》｡
又思不明地理, 何以作 <水經序>; 不通天文術算, 何以作李淳風､ 一行論｡ 文之有
序也, 必提挈一書之精要而標舉之｡ 序經學書, 必明於經; 序史學書, 必明于史｡
一切陰陽､ 天地､ 醫卜､ 農桑, 不少窺其畺域而微得其奧窔, 何以各還其本末？文
之有傳､ 贊､ 墓表､ 碑志也, 必形容一人之面目而彰顯之｡ 爲經學之人立傳, 必道
其得經之力者何在｡ 爲文藝之人作銘, 必述其成家之派何在｡ 其人功在治平, 必有
以暴其立政之心｡ 其學專理道, 必有以核傳業之確｡ 故非博通經史四部, 偏覽九流
百家, 未易言文｡ 吾生平無物不習, 非務雜也, 實爲屬文起見｡138)

如果焦循此處所言不虛, 那麼他的學思實發源於他的文思｡ 爲了作史論而讀
史, 爲了作序､ 作傳而雜通六藝經傳､ 子史百家, 所以他自稱“吾生平無物不習, 非
務雜也, 實爲屬文起見”, 也就是說他走上追求博通的學術之路, 大半導源於他在古
文上的愛好｡139) 不過, 如果放置到時代風氣之下加以考察, 就會發現焦循的文思
138) 《里堂家訓》 卷下, 頁530下｡
139) 與焦循同時的經學家張惠言也曾有類似的自述, 他說: “余友王悔生, 见余 <黄山赋>
而善之, 劝余为古文, 语余以所受其师刘海峰者｡ 为之一二年, 稍稍得规矩｡ 已而思
古之以文传者, 虽于圣人有合有否, 要就其所得, 莫不足以立身行义, 施天下致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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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也未必是一時一地之所得｡
這裡焦循談到了三種文體: 論､ 序､ 傳｡ 以論而言, 明末陳子龍曾指出: “迨自
唐宋以還, 儒者好議古今之得失, 每每專人爲一論, 推其成敗利鈍之原, 規其行事
心術之際, 屬辭比事, 觸類反觀｡”140) 即唐宋古文之論體, 以史論最爲發達, 而史
論中“情耽恢奇者或近於縱橫, 雖於筆削之旨有殊, 彰癉之義或爽, 而高言雄辯, 時
有足以穿妍簡冊､ 啟發意旨者”｡141) 恰好, 焦循入門即讀三蘇古文, 三蘇都長於史
論, 且在唐宋八家中縱橫家氣最濃, 對一個孩子來說, 最易引起其文的興趣與史的
興趣｡ 由文入史, 正可見焦循學習時以興趣爲重, 這與其個性有關｡ 說是自己由此
感到讀史的需要, 比較可信｡
但序與傳的情況則有所不同｡ 一般來說, 明人學問要空疏一些, 作序多套語, 清
人學問堅實, 作序多能見其學問､ 識見, 而普遍的, 清代學人對序也較爲重視｡142)
之治｡ 荀卿､ 贾谊､ 董仲舒､ 扬雄以儒; 老聃､ 庄周､ 管夷吾以术; 司马迁､ 班固以
事; 韩愈､ 李翱､ 欧阳修､ 曾巩以学; 柳宗元､ 苏洵､ 轼､ 辙､ 王安石, 虽不逮, 犹各
有所执, 操其一以应于世而不穷, 故其言必曰“道”｡ 道成而所得之浅深醇杂见乎其文,
无其道而有其文者, 则未有也｡ 故迺退而考之于经, 求天地阴阳消息于 《易》 虞氏,
求古先圣王礼乐制度于 《礼》 郑氏, 庶窥微言奥义, 以究本原｡ ……然余之知学于道,
自为古文始｡ ”張惠言 <古文自序>, 黄立新校点 《茗柯文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 頁117-118｡ 按, 張氏的成學歷程與焦循同中有異｡ 所同者, 都是由學古文而導
入學術之路｡ 所異者, 張惠言對古文所載之“道”表現出極大的熱情, 而焦循完全不涉及
這一點｡ 我們都知道, 唐宋古文運動, 從一開始就與儒學復興運動緊密相連, 古文與儒
學, 甚至可以視爲一個硬幣的兩面, 文以載道的口號, 也正是最早由韓愈等人所提出｡
張惠言由研習桐城派所推崇的唐宋古文入手, 自然很容易產生對“道”的追求｡ 不過在時
代風氣的推動下, 他又沿著“义理､ 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段玉裁 <戴東原文集
序>)這樣的思路, 順理成章的成爲治漢學的經學家｡ 焦循則不同, 他學無師承, 對唐宋
古文所承載的“道”似乎並無特別自覺的意識, 但是他同樣由古文的學習摸索到了博學之
路, 這與“古文”功能與內容的廣泛有極大的關係, 當然, 也同樣源於時代文氣的推動｡
又按, 以筆者的切身經驗以及筆者師友的經歷來看, 少年時愛好文學, 青年以後轉入
學術是一種常見的現象, 蓋文學能引起讀書的興趣｡ 而轉入何種學問, 就有種種機緣,
其中時代風氣則很有可能是影響力最大的因素｡
140) 陈子龙 《陈忠裕公全集》 卷二十六 <郑牧仲古论序>, 《陈子龙文集》,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1988年, 398-399页｡
141) 同上注｡
142) 如江聲讀 《問字堂集》 後致書孫星衍, 專門論及序的問題: “諸書之敘, 縷述原委, 精
詳博衍, 具見素學｡ 但誇多鬥靡, 觀者不能一目了然, 此亦行文之一病也｡” 既肯定其
學問堅實, 又規勸其勿過分炫耀｡ <阅问字堂集赠言>, 《问字堂集》, 页二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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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焦循的時代, 序的地位尤爲崇高, 這就是因爲 《四庫全書》 的編輯與 《全書總目》 
的刊行, 把書序“辨章學術, 考鏡源流”的功能發揮到了極致｡ 在談及書序的寫作是,
<總目凡例> 強調說, 書序的基本內容應該包括“考本書之得失, 權衆說之異同”,143)
這不正是焦循所說的“文之有序也,

必提挈一書之精要而標舉之”之意嗎？而且焦循

談及的書序範圍, 涉及經､ 史, 以及“一切陰陽､ 天地､ 醫卜､ 農桑”, 爲什麽要這麼
廣博呢？試問, 一個初學古文的孩子能想到這些嗎？所以關於書序的思考, 或者是
焦循較晚的想法, 或者是他讀 《四庫總目》 時所受的啓發, 而即便是較晚的想法,
也同樣可能受 《四庫總目》 的影響｡
至於“傳”的問題, 可以發現, 焦循只涉及爲學人､ 文人立傳的話題, 這也不應
該是兒童所思, 大概也是年紀較長之後所想｡ 而此處焦循所談到的學人､ 文人傳記
的體例問題, 應該是對黃宗羲的 《明儒學案》､ 杭世駿､ 錢大昕的學人傳記體例的總
結｡144) 也就是說, 焦循的思考是對已有的清代學人傳記的理論總結｡
雖然論､ 序､ 傳的情況有所不同, 但可以肯定地說, 焦循的確是在學古文的過
程中深思冥會, 而有以啓發其學術; 當然, 他對序與傳兩種文體特質的思考, 大概
也有在學術研習的過程中受到啓發的情況｡ 有了這種由文而學的自覺探討, 有了“必
提挈一書之精要而標舉之”, “必形容一人之面目而彰顯之”的思考, 我們再來看 <與
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 中所提出的“經學者以經文爲主”至“以己之性靈, 合諸古
聖之性靈, 並貫通於千百家著書立言者之性靈”這一段, 就能明白, 焦循此處提出的
性靈相貫通的講法, 正是來自他早年關於古文的思考｡
作 <論考據著作書> 的次年, 焦循又有 <答羅養齋書>, 論選詩之法:
竊謂選詩之法, 當就一人之身, 先論其所處之境, 究其所學之派, 然後就其
派而求之, 以存一家之學｡ 若立一成見, 比天下而從之, 其本然之面目既失矣, 而
一己之見, 烏保其不偏？故論詩､ 作詩之法不可因人, 選詩之法不可因己｡145)

143) 永鎔等撰 《四庫全書總目》 冊一, 上海: 商務印書館, 1931年, 凡例頁四｡
144) 焦循後來在 <國史儒林文苑傳議> 中說: “竊謂爲諸人立傳, 宜以 《道古》､ 《潛研》 兩
集所載閻若璩､ 梅文鼎､ 萬季野､ 惠士奇､ 錢塘､ 江永､ 戴震諸傳爲式｡” 《焦循詩文
集》, 頁217｡ 關於這一問題, 另可參見筆者博士論文, 頁85-90｡
145) 《焦循詩文集》, 頁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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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選家, 往往將選本當做宣揚自己文學觀的利器, 選詩時一律以己衡人, 甚
至不惜改動前人之作以就己之好, 是以一種新文風的興盛往往借選本以行｡ 從李攀
龍的 《詩刪》 到鍾惺､ 譚元春的 《詩歸》, 從王士禛 《唐賢三昧集》 到沈德潛 《歷代
詩別裁集》, 無不如此｡ 但是這樣的選本, 往往體現了選家的手眼, 而失卻了詩家的
本來面目｡ 焦循論文､ 論學重約取精華, 而選詩的時候則強調當存詩家“一家之學”
和“本然之面目”, 這正是“提挈一書之精要”與“形容一人之面目”的必然結果｡ 蓋作序要
出其精要､ 作傳要存其面目, 而選詩不正是一個摘取其精華的步驟嗎？所以, 作文､
作詩, 論學､ 論文, 焦循的思想都能互相貫通, 互相激發｡
由再做更進一步的思考, 就會得到這樣的結論: 書各有長短, 人互有優劣, 不
容執此而非彼, 當各取其長｡ 而這不正是 《論語通釋》 的思想麼？ 《釋異端》 第四
條云: “君子和而不同, 何也？人各一性, 不可彊人以同於己, 不可彊己以同於
人……‘天與火同人’, ‘君子以通天下之志’, ‘君子以類族辨物’, 曰‘辨物’, 則非一物, 曰
‘通天下之志’, 則不一志｡ 不一志､ 不一物而通之, 而辨之, 如是而爲同人, 斯君子
所以不同也｡ 惟不同而後能善與人同｡”146) 這裡強調, 對不同的人與物, 都要能“通
之”､ “辨之”, 通人之志不正是爲人作傳之法嗎？而辨物不正可以爲書作序嗎？可見,
焦循的文思一路逶迤, 形成其學思, 又進而深化爲哲思｡ 文思與學思, 早已交融,
所以能彼此激發｡
而且明白 《論語通釋》 的思想歷程, 也能更清楚的瞭解, 焦循爲什麽要在 《通
釋》 中不斷強調“一貫”就是“忠恕”, “忠恕”就是“仁”, 可見他的一貫不是將百家融合成一
家, 而是包容百家, 使其精華各自呈現｡ 於此, 焦循思想中重調和的特色可謂畢露無
遺, 而其思想淵源, 也就清晰可見了｡ 胡適先生稱焦循是一個調和論者, 可謂有卓識｡
有了前期的思考以及 《論語通釋》 的理論總結, 焦循對文章之事也有更清晰明
確的體認, 這種認識後來在 <國史儒林文苑傳議> 中得到完整表達, 可謂前期文思
與學思的結穴｡ 嘉慶十五年(1810)十月, 阮元出任國史館總纂官, 準備撰寫 《國史
儒林傳》 和 《文苑傳》, 這項工作意味著對清代開國以來的學術史與文學史作一總結,
爲此他致書焦循和臧庸等徵求體例意見｡ 焦循的 <傳議> 即是對阮元的答覆｡ <傳議>
共論七事, 分別是徵實､ 長編､ 兼收､ 鑒別､ 詳載､ 公論､ 附見｡ 徵實是“經學､ 文
章, 必覈之本書”,147) 而不輕信虛譽, 體現的是乾嘉學者嚴謹的學術態度｡ 長編之
146) 《論語通釋》, 頁38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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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應該是取法司馬光之編撰 《通鑒》､ 黃宗羲之編撰 《學案》, “篇籍既存, 淺深精
觕, 可按而得也｡ 周覽之不厭其煩, 深研之不憚其刻, 舍學究公家之言, 摘精神獨
得之處｡ 一言偉卓, 不以細遺; 累卷通明, 不以繁節｡ 使條枚悉樌, 宦奧盡融, 若示
諸掌, 若貫於串, 一展卷洞見作者苦心”｡148) 兼收是各家各派堅守並舉, 不存門戶
之見, 正是“一貫仁恕”之思想｡ 鑒別是在前面工作的基礎上區分儒林與文苑的人選｡
詳載､ 公論與附見則是專就文章寫作的體例加以探討｡ 詳載“宜以 《道古》､ 《潛研》
兩集所載閻若璩､ 梅文鼎､ 萬季野､ 惠士奇､ 錢塘､ 江永､ 戴震諸傳爲式｡ 舉長編
所錄精之又精, 核之又核, 或直錄其篇, 或節揭其要”｡149) 公論表現出了焦循作爲
漢學家實事求是的精神, 即“學不可誣, 疵不必諱, 述其學兼著其疵可也, 不當因其
疵而遂沒其學也”｡ 從長編到公論五例, 所體現的精神與原則正是自 <論考據著作
書> 到 《論語通釋》 所一貫表現的, 要擷人精華, 存其面目, 不以門戶之私而執一
廢百｡ 最後附見, 不過是“一傳而眾人附之, 史之通例也”｡150)
焦循的 <傳議> 七例既是對此前學人傳記創作經驗的總結, 也是自己前期學思､
文思的結晶, 對清代學人傳記的發展有很強的指導意義｡ 稍後阮元的 《儒林傳稿》､
《疇人傳》 和江藩的 《漢學師承記》, 都大致採用了焦循的意見, 而成爲總結清代學

術史的重要著作｡

3) 文體的分別與等差
前面分析了焦循對經學與文學關係的種種看法,

以及他思想發展的實際里歷

程, 其中他思想中擷取一人､ 一家､ 一書精華, 以各存其面目的思想尤其引人注目｡
與這一思想相一致, 關於文體的分別與等差, 也是焦循前中期文論的一大重點｡
① “一事有一事之體”
《里堂家訓》 卷下:
147) <國史儒林文苑傳議>, 《焦循詩文集》, 頁214｡
148) 同上注｡ 按, 顧炎武 《日知錄》 卷十九 “志狀不可妄作”條亦云: “不讀其人一生所著之
文不可作｡”
149) 同上, 頁216
150) 同上, 頁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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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道, 同歸而殊塗, 一致而百慮｡ 一人有一人之能, 不得以己之能, 傲人
之不能也｡ 一事有一事之體, 不得以此之體, 混彼之體也｡ 以學問言之, 經自不同
於史, 史自不同於子, 子史又自不同於詩賦｡ 以經而論, 《易》 自不同於 《詩》,
《詩》 自不同於 《禮》, 《禮》 自不同於 《春秋》｡ 以文章而論, 序自不同於論, 傳自
不同於記, 書牘箋奏自不同於騷賦｡ 以詩而論, 詩自不同於詞, 詞自不同於曲; 七
言自不同於五言, 小令自不同於長調｡ ……凡事無不然｡ 惟一事各還一事之體, 緣
其體而積之, 不妨一人耑精一事｡ ……以一人兼之, 亦必各如其體而不相雜, 乃爲
真博真通｡151)

這篇文字正是其 《論語通釋》 的先聲｡ 如前所分析, 焦循並沒有融合百家而成
一說的想法, 他的一貫就“以一人兼之, 亦必各如其體而不相雜”, 陳列眾說而沒有綜
合, 這樣的義理其實是對義理的消解, 所以筆者認爲焦循在精神上遠於戴震而近於錢
大昕｡ 但這卻正是焦循體現時代精神, 成爲乾嘉博雅風氣代言人的特色所在｡ 從文
學的角度分析, 焦循的這種時代精神又恰好與古人重文體之辨的傳統相吻合｡ 錢鍾
書先生曾經指出, 中國文學的傳統首重辨體: “吾國文學, 體制繁多, 界律精嚴, 分
茅設蕝, 各自爲政｡ 《書》 云‘詞尚體要’, 得體與失體之辨, 甚深微妙, 間不容髮, 有
待默悟｡”152) 從曹丕 《典論⋅論文》 區分四體到摯虞 《文章流別集》 分體選文以辨
其流別, 此後總集, 大都以文體分卷, 區分文體成爲古人根深蒂固的傳統｡ 總集合
眾體､ 擷眾家爲一書, 要在各存其精華, 這頗讓我們有理由認爲, 焦循“一貫仁恕”的
思想, 有受到文學總集樣態啓發的可能｡ 不過, 中國古代文學中, 辨體與破體同樣
重要, 破體常常是推動文學發展的有效動力｡ 如韓愈以文爲詩, 蘇軾以詩爲詞, 辛
棄疾以文爲詞, 都成爲一代宗師｡153) 焦循對這種情況的無視大概與他一貫重分反
合的學術思想有關｡
② 分別與等差
錢鍾書先生曾經說, 中國古代文學傳統中, 與辨體相伴的是定品: “抑吾國文學,
橫則嚴分體制, 縱則細別品類｡ 體制定其得失, 品類辨其尊卑, 二事各不相蒙”｡154)
151) 《里堂家訓》, 頁530上｡
152) 錢鍾書 <中國文學小史序論>, 《錢鍾書散文》, 浙江文藝出版社, 1997年, 頁477-478｡
153) 辨體與破體, 可參見吳承學 《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辨體與破體》, 中山大學出版
社, 2000年, 頁34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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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同一文體, 也因爲題目的不同, 而有高下之別, 如: “同一傳也, 老子韓非, 爲
正史, 其品尊, 毛穎､ 虯髯客則爲小說, 其品卑｡ 同一‘無題’詩也, 傷時感事, 意內
言外, 香草美人, 騷客之寓言, 之子夭桃, 風人之托興, 則尊之爲詩史, 以爲有風騷
之遺意; 苟緣情綺靡, 結念芳華, 意盡言中, 羌無寄託, 則雖 《金荃》 麗制, 玉溪復
生, 眾且以庾詞側體鄙之, 法秀泥犁之詞, 端爲若人矣｡ 此 《疑雨集》 所以不見齒于
歷來談藝者, 吳喬 《圍爐詩話》 所以取韓偓詩比附於時事, 而‘愛西昆好’者所以紛紛
刺取史實, 爲作‘鄭箋’也｡ 究其品類之尊卑, 均系於題目之大小｡”155)
焦循分別文體､ 區分等差的做法, 與錢鍾書先生的概括大致相合, 而他最大的
特色在於, 第一, 其辨體之思與其學術之思緊密聯繫, 互相影響; 第二, 焦循分別
品類高低一以經學爲斷｡ 正如前面所引述, 在焦循看來, 文能傳經述史, 所以體最
尊; 詩能導引性情､ 通明智慧, 所以次之; 而詞曲只能起到調節學者情緒的作用,
所以地位最卑｡
如果單就文而言, 焦循則以傳經之文爲最尊, 述史之文次之, 其餘單純以議論
和文辭見長的文章則更等而下之｡ 他在 <鈔王築夫異香集序> 中說文集中關於經學
的“友朋辨難之文, 簡篇敘論之作”, “足以羽翼乎經, 皆經類也”; 而“墓銘､ 行狀､ 家
傳､ 別傳”等, “可以待撰史者之采用, 則史類也”; 其他“無益于經史, 而議論足以成
家, 駢儷可以悅目, 亦有存而不能廢者”｡ 三者中“本諸經者, 上也; 資乎史者, 次
也; 出於九流､ 詩賦者, 下也”｡ 至於其他的尺牘､ 應酬之文, 往往文以人傳, 不足
言文｡156)
本來在傳統學術語境中, 經､ 史､ 子､ 集四部分類法的排序已經隱含著價值高
下的評判, 焦循此論似無足多論, 但是引起筆者注意的是焦循論說中所隱含的文體
分類的看法｡ 在他看來, 有益的經的文體主要是論辯體和序體, 有益於史的則是碑
傳體, 一般的議論的論體､ 雜記體和辭賦, 則是屬於子､ 集｡ 至於日常尺牘與應酬
之文(應該指贈序､ 壽序､ 哀誄等文體)則是下等｡ 基本上, 除了論體外, 這些文體
很少有重合的部份, 他們也就因其功能而有了高下等差｡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 論辨
體兩見, 是因爲論辨體在清代發生了分化, 產生了以考據考辨爲主的考論體和傳統
154) <中國文學小史序論>, 頁478｡
155) 同上, 頁479｡
156) 《焦循詩文集》, 頁29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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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議論體, 屬經的正是前者, 而後者是第三類｡157) 另外, 焦循所說的出於應酬的
尺牘與清人常用來往復論學的書信, 其實也發現了分化｡ 論學之書, 在焦循的話語
系統應該是在“友朋辨難之文”之列的｡ 如果檢核焦循 《雕菰集》 文集部份就會發現,
他自己保存最多的正是第一類文體, 數量之多, 遠超其他文體數量的總和｡ 然後,
碑傳類文體的數量次之｡ 這種數量上的差異正可以與焦循的觀念相互印證｡
如果說錢鍾書先生所提及的文體等差僅僅因題目而已的話, 焦循的區分卻透露
出清代古文發展中一個重要的現象, 即文體本身也產生了高下差別, 這正是焦循的
意義所在｡158)
至於詩, 焦循既認爲其體是“本於情, 止於禮義”, 所以其品格高下之別就在於
情真不真與情正不正, 真是情有無的問題, 正是“止於禮義”與否的問題｡ 他說:
故有市井之心, 不可以爲詩; 有軒冕之心, 不可以爲詩; 有妒嫉之心, 不可
以爲詩; 有驕肆之心, 不可以爲詩; 有寒儉狹小之心, 不可以爲詩; 有偏頗乖僻之
心, 不可以爲詩; 有矜能鬥勝之心, 不可以爲詩; 有雷同剿襲之心, 不可以爲詩;
有婦人女子之心, 不可以爲詩｡ 是故議論非詩也, 謾駡非詩也, 諂諛非詩也, 俳優
非詩也｡ 非不說理, 拘於理者非詩也; 非不隸事, 滯於事者非詩也; 非不寫景, 飾
其景者非詩也; 非不考古, 泥于古者非詩也｡159)

這裡的九“不可以爲詩”, 實際都是情之放縱, 即不能“止於禮義”的情況｡ 而八“非
詩”則是情之有無的問題｡ 從用語看, “不可以爲詩”之詩當然是要高於“非詩”之詩, 也
就是有情而不知止之詩要稍好於無情之詩｡ 不過這種差別也就在幾微之間, 無需過
度詮釋｡ 實際上, 無情與無禮義對於焦循來說, 都是不能接受的, 有情而無邪的詩
才是第一等的詩｡ 只是時時處處止於禮義的情還是正常的人情嗎？焦循似乎并未深
究｡ 不過, 至於前面引述的 <刻詩品序> 中那種阿諛迎奉之詩, 顯然在焦循看來則
是最濫之作, 所以每一齒及便義形於色｡
如果回到思想角度的分析, 值得我們疑問的是, 焦循自稱早年讀戴震 《孟子字
157) 關於論辨體的文化, 可參見筆者博士論文, 頁83-85｡
158) 按, 這種文體上的高低差異並非焦循一人之見, 筆者曾將代表乾嘉學者觀念的文選 《湖
海文傳》 與姚鼐的 《古文辭類纂》 加以比較, 也清楚地得出了類似結論｡ 參見筆者博
士論文, 頁77-85｡
159) <與歐陽製美論詩書>, 《焦循詩文集》, 頁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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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疏證》, 即大爲心服, 對戴震所說“人倫日用, 聖人以通天下之情, 遂天下之欲, 權
之而分理不爽, 是謂理”,160) 他並無反對意見, 其 《讀書三十二贊⋅孟子字義疏證》
有云: “性道之譚, 如風如影｡ 先生明之, 如昏如朗……以理殺人, 與聖學兩｡”161)
既然如此, 何以對詩歌之情的看法如此保守？從焦循的論述分析, 合理的解釋大概
兩點, 第一, 焦循對士人與百姓､ 詩歌與生活作了嚴格區分｡ 焦循在 <君子喻於義
小人喻於利解> 中, 強調君子､ 小人的分別, 即士人與百姓的分別, 認爲二者的分
別在於是否“能禮義”, 是否“喻於義”, “儒者知義､ 利之辨, 而舍利不言, 可以守己,
而不可以治天下｡ 天下不能皆爲君子, 則舍利不可以治天下之小人”｡162) 君子喻於
義, 是君子之詩不可違義｡ 按, 此文收入 《雕菰集》 卷九, 其解說與 《論語通釋⋅釋
君子小人》 全不相同, 《通釋》 以不器､ 能容､ 能群爲君子, 反之則小人, 完全通於
其“一貫仁恕”之旨｡163) 《通釋》 在前, 《雕菰集》 在後, 是以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
利解》 所體現的是焦循晚年思想｡ 但是這一思想與其早年詩論中所表現的思想頗能
貫通, 正是其文思轉化爲學思的又一例證｡
第二個較合理的解釋與前一個相關, 蓋焦循從思想深處還是否定情欲的, 所以
在 <格物解三> 中說: “人有玉而吾愛之, 欲也, 若推夫人之愛玉, 亦如己之愛玉,
則攘奪之心息矣｡ 能推, 則欲由欲寡; 不能推, 則欲由欲多｡”164) 焦循中年講仁恕,
重推己及人; 晚年講以能知爲性善, 情旁通所以性善, 所重還是推己及人, 其哲學
由情欲出發, 以推己及人爲工夫, 最後的結果仍是情欲的消滅｡
錢大昕講人情人欲,165) 戴震更是肯定情欲, 焦循推崇錢大昕, 自稱私淑戴震,
卻在其詩論中全容不得情欲, 通其思想, 我們也就可以理解其詩論了｡ 反過來, 從焦
循的詩論入手, 我也能更好地瞭解焦循的精神世界, 知道他的精神真的與戴震相距
很遠｡
焦循以文尊於詩, 詩尊於詞, 本來也是平常之見, 但前面曾提到他認爲詞是用
來發抒性中陰柔之氣的, “有時陰氣所動, 以四六､ 詞洩之, 不使犯入詩､ 古文”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孟子字義疏證》 卷下, 《戴震全書》 冊六, 頁211｡
《焦循詩文集》, 頁115｡
《焦循詩文集》, 頁168｡
《論語通釋》, 頁50｡
《焦循詩文集》, 頁163｡

參見錢大昕 <答問五> “問婦人之義”條, 《潛研堂集》, 頁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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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那麼這個這個陰柔之氣, 是否就是指在詞中抒情情欲呢？畢竟詞的傳統就是
花間尊前, 柔情蜜意的｡ 如果僅就焦氏之論言, 我們很可以作此推論, 可一旦考察
焦循詞作, 就可知全不是如此｡ 今存焦循 《仲軒詞》､ 《里堂詞集》､ 《紅薇翠竹詞》,
詞作與其生平相始終, 欲求婉約言情之作, 竟不能得｡ 其內容, 泰半吟花詠草, 以
抒蕭散之意, 或送別惜逝, 以寄追念之思｡ 可見焦循所說陰柔之氣, 原是如此｡ 若
有學者要強作解人, 將焦循的詞論詮釋爲重情重欲反理學的高度, 便真是過度又過
度的詮釋了｡
焦循的文體之論, 看似庸常, 一旦與其學思結合, 卻既能從文章論述中觀察到
清代文體的發展大勢, 又能從其詩論詞論中考察其思想之實境, 進而觀察清代中期
思想界的動向, 其收穫就不能算小了｡

Ⅳ. 結語
筆者希望能在這篇論文中對焦循文思與學思交織纏繞的複雜情形能稍作抉發
與梳理; 同時也希望這篇文章能提供一個案例, 看看通過學術與文學的相互透視,
是否能燭照思想的幽微之處｡
而探究焦循的學思與文思, 把握其思想階段性當然是第一要務, 否則抉發梳理
和互相透視都是不可能的｡ 過去學者更多接受今本 《論語通釋》 是最晚年之作的看法,
導致焦循思想分期缺少依據, 更使焦循前後期思想混爲一談, 造成不必要的混亂｡ 筆
者爲此將 《通釋》 與焦循後期著述細加比勘, 發現 《通釋自序》 的學術見解不同於
後期著述, 《通釋》 的具體解釋也不同於後期論著, 而且一概是後期精審遠出於 《通
釋》 之上, 而且不少後期重要思想不見與 《通釋》, 因此判斷 《通釋》 是中年之作,
而且恰可以成爲思想分期的標誌｡
焦循前中期的學術思考以對當代學術史的反思爲主, 他對據守考據的吳派漢學
學風不滿, 主張貫通求是｡ 他第一次系統表達自己的看法是在 <與孫淵如觀察論考
據著作書> 中, 反對“考據”之名, 而主張“經學”之稱, 這是因爲後者能囊括考據､ 義
理､ 詞章等各方面, 具有極大的概括性｡ 而焦循對義理的興趣, 也由此透露｡

166) 《里堂家訓》 卷下, 頁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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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焦循第一次總結自己的義理之思的成果就是 《論語通釋》｡ 《通釋》 的主旨就
是“一貫仁恕”, 圍繞這一主題, 焦循也細緻思考了學與思的關係問題｡ 在他看來, 思
就是用自己的智慧與思想把握古聖先賢的智慧與思想的過程｡ 而在焦循看來, 自己
智慧與思想的形成必須依靠事先廣泛的學習, 最後擁有百科全書式的知識才有可能｡
這就涉及學習的問題｡
從焦循的理論邏輯看, 他認爲孔子之道可以總結爲“一貫仁恕”, 就是融攝天下
所有的性情､ 知識､ 才能, 而能加以貫通, 而且不據守任何一種單一的學說, 實際
就是把心變成百物雜陳的百貨倉庫､ 百科全書｡ 所以孔子所指示的爲學途徑就是博
學, 爲學態度就是兼收並蓄｡ 後人應該貫徹這一原則｡
但是筆者指出, 從焦循思想的發展歷程看, 他是先主張博學, 然後才總結出這
一所謂孔子之道的, 所以他的義理完全是演繹而來, 並不符合孔子原意｡ 其根本原
因在於, 焦循時代的是經學至上的時代, 而這一時代的學術精神正是不再關心“德
性”問題, 而只重視對博學的追求｡ 焦循深刻而敏銳地感知了時代精神, 他的義理其
實是這種博學學風的義理｡ 主張博通所有學說, 不據守任何單一學說, 實際就意味
著沒有真正屬於自己的義理學說, 焦循的“義理”是對“義理”本身的消解, 這是他在精
神上遠於戴震而近於錢大昕的明證｡
在對焦循思想瞭解的基礎上審視焦循的文思, 我們可以注意到, 焦循的文思主要
圍繞兩大相關問題展開, 一是經學與文學的關係問題, 一是文體的分別與等差問題｡
關於經學與文學的關係, 焦循持經學本位的立場, 在經學體系下觀照文學問題｡
在他看來, 經學賦予文章最高的價值, 闡釋六經的文章主要包括闡述義理和研究名
物制度兩方面內容, 他稱之爲“明意”和“明事”｡ 對於義理闡述的文章, 他認爲應該講
究修辭效果, 對於“明事”之文, 焦循重視的是清楚完備, 他的繁簡論正是由此而來｡
除了經學對文學的主導作用, 焦循也思考了文學對於經學作用｡ 他認爲文章對
於經學的積極作用主要是闡釋與傳播; 詩歌則有培養心性, 開啟智慧, 導人向學的
作用; 而詞, 則主要對學者的情緒起調節作用｡ 這些思想, 顯然都是圍繞文學對於
經學的作用展開的｡
在論析了焦循文論的大致思路之後, 筆者更考察了焦循文思與學思交織互動的
實際歷程｡ 根據焦循自述, 他走上學術之路, 受到了自己文學思考極大的推動｡ 他
主張以自己的智慧與思想去掌握前人的智慧與思想的觀點, 大概最早源於他的古文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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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而他認爲爲書作序, 爲人作傳時要存一書､ 一人的精神面目的思想, 選詩要存
每一家自己的面貌, 這些文學思考其實正是 《論語通釋》 “一貫仁恕”思想的發端｡ 因
此, 通過分析焦循的文思, 也能更清楚理解焦循的義理, 他所謂的包容博通不是要
融化百家形成一家, 而是要百家雜陳｡ 另一方面, 有了 《通釋》 的理論總結, 焦循的
文學思考也更透徹, 所以能爲清代學人傳記寫出綱領性意見｡
關於文體的分別與等差, 這本來是中國文學的古老傳統, 但是焦循卻將自己的
思考關注其中, 所以透過細緻的分析, 我們既可以看到焦循文思與學思的互動情況,
也能更深刻地理解其學思｡ 比如焦循只注意辨體, 而不重破體, 這與他學思中重分
不重合的思想一致｡
在區別文體高下時, 焦循認爲經學之文尊於史學之文, 史學之文又尊於其他文
章, 而他的描述中恰好採用不同的文體對應不同的等級的文章, 這正好反應了清代
文體的發展狀況｡
而詩歌的高下區分, 焦循堅持以溫柔敦厚之情的詩作爲第一等的詩, 其他縱情
或不及情的詩, 都是遠遠下之的｡ 如果從思想的角度分析就會發現, 這種思想是焦
循一以貫之的, 他早年主要表現詩論中, 晚年就深化爲一種看似尊重情欲, 實則消
滅情欲的“哲思”, 這更能說明他的精神與戴震精神的距離｡
總而言之, 焦循的文學思考與其學術思考是同步而交織的, 雖然 《論語通釋》 
完成於後, 但是 <論考據著作書> 以及其他許多論述文章的完成則與焦循文論的寫
作相先後｡ 通過他們的彼此透視, 至少筆者感到對焦循的理解更深刻一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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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提要】
焦循은 乾嘉학파의 대표적인 인물로서, 그의 저술에서 문학과 학술적인 것
이 서로 연결되어 있다는 것을 표현하였다. 본고에서는 먼저 焦循의 《論考據著
作書》와 《論語通釋》을 기준으로 사상적으로 전, 중, 후반기로 구분하여 나누었
다. 학계에서는 《論語通釋》을 焦循의 만년작품으로 보는 의견이 주를 이루지만,
본고에서는 《論語通釋》과 만년의 저술을 비교 및 대조 분석하여, 《論語通釋》이
만년의 저술에서 나타나는 집약적인 면과 성숙됨에 비하여 부족하다는 점을 발견
하였다. 그러므로 《論語通釋》의 自序에서 말하는 것은 마땅히 중년시기라고 봐
야 할 것이다. 따라서 焦循의 중반기 학술사상은 당대 학술의 反思위주임을 알
수 있다. 焦循은 吳派의 고증학적(考據)학풍에 불만을 품어, 각 학파의 의견을
종합하고 사실에 입각하여 진리를 탐구하자(實事求是)고 주장하였다. 또한 백과
사전식의 지식을 추구하였으며, 공자가 가리키는 공부의 방법은 ‘여러 가지를 많
이 배우는 것이며(博學)’, 공부의 자세는 ‘모두 받아들인다(兼收並蓄)’이고, 이것
이 바로‘經學’이라고 생각하였다. 이러한 생각은 사실 그가 추구하는 博雅한 시
대정신이론의 집약이다. 이와 관련하여 焦循의 문학적 사상은 주로 경학과 문학
의 관계, 그리고 문체의 차이와 등급의 문제에 대하여 다루었다. 焦循은 이론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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으로 문학은 경학에 속하다고 생각하였으나, 실제로 그의 학술적 사상은 자주 문
학사상에서 영감을 얻었으며, 그가 추구하는 박아적 관점은 문학의 인식에서 먼
저 온 것이다. 이 문학적 사고를 통하여, 焦循의 철학에서 말하는 ‘모두 받아들
이다(兼收並蓄)’라는 것은 여러 가지가 한데 어지러이 있는 것을 말한다. 그러나
결코 서로 얽혀 통하는 것이 방식이 아니다. 이러한 ‘어지러이(雜陳)’의 사고방식
으로 인하여 焦循은 문학의 전통적 문체의 구분과 등급과 문체의 尊卑의 구별기
준이 문체와 경학과의 밀접함의 정도임을 강조하였다. 그렇기에, 문학과 학술사
상의 긴밀한 교차와 상호작용관계가 焦循의 사상의 가장 큰 특징이라고 말할 수
있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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