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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苞的理學及其文道觀之形成

陸思麟

論 文 摘 要

 本文以方苞於康熙三十一年（1692）論“行身祈嚮”一事作為切
入點，對記述其早年治學的文獻進行分析，以考見方苞早年治學因受
當時學風與學人之影響，開始轉向程、朱理學的發展歷程，繼而追溯
考察唐宋以來古文家和理學家的文道觀及其爭論，探討雙方理解差異
之所在。本文也以方苞文道觀的建構作為聚焦點，探討其早年如何結
合古文與理學，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進行發揮創新，並於康熙三十一
年初步形成獨樹一幟的“文道合一”觀，成為他稍晚創建“義法”之
說及其後桐城派倡議文道觀的淵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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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桐城派為中國古代文學中影響深遠的文派之一，其能在清代學術中異軍突

起，主要取決於韓、歐古文與程、朱理學相結合的文道觀，突破既往文派格局，

成為“文”“道”並重的主流學派，並以桐城三祖之一的方苞（1668-1749）作為

起點。方苞於康熙時期倡導的文道觀，承襲唐宋古文統緒，又順應清代學術思想

的發展，援引程、朱理學入“道”，將文統與道統綰合為一，並以接緒文道二統

為己任，施之於文章與學術，身兼文人與儒者的雙重身份，標榜“學行繼程、朱

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間”的行身祈嚮，標示治學方向。方苞為清代文章奠定發

展軌道，往後姚鼐（1732-1815）創建桐城派，姚氏弟子、曾國藩（1811-1872）

等均標榜古文與理學，繼承發展方苞文道觀，進行古文創作與理學踐履。

一、治學路向的形成及其影響

（一）   論“行身祈嚮”的學術淵源

 雍正元年（1723），方苞門人王兆符（1681-1723）至京師，請為恩師編撰年

譜，又手錄《春秋》、《周官》說及敘次《文集》。同年八月望後三日，王兆符遵

師囑咐，為所錄《文集》撰序，文中述及康熙三十一年（1692）方苞論“行身祈

嚮”一事，曰：

歲辛未，先君子與吾師及西溟姜先生同客京師，論行身祈嚮。西溟先
生曰：“吾輩生元明以後，孰是如千里平壤拔起萬仞高峰者乎？”先君子曰：
“經緯如諸葛武侯、李伯紀、王伯安；功業如郭汾陽、李西平、于忠肅；文
章如蒙莊、司馬子長，庶幾似之。”吾師曰 :“此天之所為，非人所能自任
也。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間，孰是能仰而企者。”西溟曰：
“斯言也其信哉，吾固知莊、馬之可慕，而心困力屈，終邈乎其不可即也。”
先君子見朋好生徒 , 時時稱道之。1

方苞於康熙三十年與王兆符之父王源（1648-1710）訂交，遂引為知己，“日夕相

過論文”，辯論經史，衡量並世人才。2 王源少喜任俠、言兵，性豪邁不可羈束，

1 [清 ]王兆符：《望溪文集序》，《續修四庫全書》第 142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280。
2 [清 ]方苞：《甯晉公詩序》，《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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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並世之人視之蔑如也，雖古人亦然。所心慕獨諸葛亮、王陽明，於文章自謂

左丘明、司馬遷、韓愈外，無肯北面者。3 對於王源的行身祈嚮，方苞與姜宸英

（1628-1699）均認為標準過高，難以企及。反之，方苞所述行身祈嚮者，則是

“能仰而企者”，故得王、姜二人首肯，遂為當時學界所知。

 方苞首次入京於康熙三十年秋 4，年二十四歲，其論“行身祈嚮”一事則於康

熙三十一年 5。方苞《再與劉拙修書》談及自己早年的學術淵源，曰：

僕少所交，多楚、越遺民，重文藻，喜事功，視宋儒爲腐爛。用此年
二十，目未嘗渉宋儒書。及至京師，交言潔與吾兄，勸以講索，始寓目焉。
其淺者，皆吾心所欲言，而深者則吾智力所不能逮也，乃深嗜而力探焉。
然尚謂自漢、唐以來，以明道著書爲己任者眾矣，豈遂無岀宋五子之右者
乎？二十年來，於先儒解經之書，自元以前所見者十七八。然後知生乎五
子之前者，其窮理之學未有如五子者也；生乎五子之後者，推其緒而廣之，
乃稍有得焉。其背而馳者，皆妄鑿牆垣而殖蓬蒿，乃學之蠹也。6

據此可知，方苞早年治學乃從辭章入手。其父方仲舒（1638-1707），與寓居江寧

的杜濬、杜岕兄弟 7，同里的錢澄之、方文，8 皆交好，彼等即是方苞書信中所說的

“楚、越遺民”。這些明代遺民“重文藻，喜事功”，深具民族氣節，或曾參與抗

清活動，或對前朝懷故國之情，明亡後絕意仕進，寄情於山水詩文，相互酬唱；

他們對前朝空談誤國多持負面態度，視“宋儒爲腐爛” 9，方仲舒與之往來頻密，

方苞自幼不免受彼熏陶影響。

3 [清 ]王源：《居業堂文集序》卷一，《續修四庫全書》第 1418 冊，頁 94。
4 [清 ]蘇惇元《方望溪先生年譜》據方苞《書高素侯先生手札後二則》，將方苞入京時間定於辛未
（1691）秋，然而方苞此文僅言“辛未”，並無言及“入京”；實則方苞“辛未秋入京”之事，見於
《書時文稿歲寒章四義後》“憶辛未秋，余初至京師”語。（《方苞集》，頁 634）

5 一些學者或據王兆符《望溪文集序》“辛未”說，對方苞“行身祈嚮”一事的年份略有爭議。本文依
據方苞《又記姜西溟遺言》敘述其與姜宸英相識的年份，又據蘇惇元《年譜》的記載，將此事定於
“壬申”歲（康熙三十一年）。（《方苞集》，頁 705） 無論如何，方苞治學路徑的轉向，大抵在“辛未秋
至壬申”的時間範圍內，不影響本文的基本分析與判斷。

6 [清 ]方苞：《方苞集》，頁 174。
7 [清 ]方苞：《杜苍略先生墓志铭》、《杜茶村先生墓碣》，《方苞集》，頁 250、400。
8 [清 ]蘇惇元：《方望溪先生年譜》康熙七年條，《方苞集》，頁 865。
9 陸寶千《清代思想史》稱：“朱子之學，講求涵養在主敬，致知在格物，與陽明之致良知，較為具體而
有把柄，遂漸為人所重。故明末清初，孫夏峰、李二曲、黃梨洲號稱三大儒，依然講陽明之旨，然而
亭林即主朱子，其他遺老，痛明之亡，追咎王學，頗多轉宗考亭，闇然自修。”（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出版社，2009，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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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用此年二十，目未嘗渉宋儒書”

 前引方苞《再與劉拙修書》所謂“用此年二十，目未嘗渉宋儒書”者，實

則其對“宋儒書”並非如此般決絕。考察方苞二十四歲入京前的治學歷程——五

歲，父親口授經文章句；六、七歲，兄長方舟“課以章句”、讀《史記》；十歲，

方舟為授《經書注疏大全》、讀古文，初為時文；十一歲，於《易》、《詩》、《書》、

《禮記》、《左傳》諸經，皆已能背誦；十四、五歲，開始專注學習時文；二十歲，

循覽《五經注疏大全》，“以諸色筆別之，用功少者亦三四周”；十九歲至二十三

歲間，先後參加至少三次科舉考試。10 以上方苞所受啟蒙教育，學習孔、孟經典

與程、朱傳注，參加科舉考試，對“宋儒書”自當多有關注。

 清代科舉考試的命題作文，主要從《四書》、《五經》中摘錄規定文題，據程、

朱傳注發揮題旨，行文時摹仿古人語氣，代聖人立言。11 梁章鉅《學文》稱：“制藝

文雖只用於科舉，然代聖賢立言則與學古文初無二道。惟另有其源流正變不可不知

耳。”“作制藝文能讀書窮理，一以學古文之精力材料爲之，未有不工者。” 12 當時舉

子必須熟讀孔、孟經典與程、朱傳注，才能寫出符合清代理學要義的優秀文章。

 方苞精於舉業之道，對“宋儒書”深有體會，所撰時文深獲時人前輩好評，例

如康熙三十年所撰《讀孟子文》，杜岕評曰：“前儒所未發，卻婦人小子所共知。” 13

戴名世為方苞時文集撰序，稱其文“以闡明義理为主”。14 往後方苞理學造詣日趨精

純，所撰時文佳評如潮，例如於康熙三十八年（1699），應江南鄉試第一的《子曰

吾未一節》, 主考姜繡評曰：“理宗濂、洛，氣則曾、蘇，南元得此真，堪與徑陽先

生抗行”；好友張自超評其《人不知而不慍》曰：“探孔、孟、程、朱之心，左、馬、

韓、歐之韻，天生神物，非一代之珍玩也。”15 綜上可知，方苞早年對宋儒訓釋多有

涉獵，且多發明新見，為其“行身祈嚮”的重要思想泉源；至於前引所謂“目未嘗

渉宋儒書”句，僅為方苞一時豪語，不能過於拘泥字面，以免障目失察。

（三）治學路向的根本性轉變

 據方苞《再與劉拙修書》稱，他當時治學仍以文章著稱，程、朱理學並非重

10 [清 ]蘇惇元：《方望溪先生年譜》康熙十一年至二十九年條，《方苞集》，頁 866-868；[清 ]方苞：《與
韓慕盧學士書》，《方苞集》，頁 671。

11 相關清代時文研究，參閲鄧雲鄉《清代八股文》（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龔篤清《八股文
鑒賞》（長沙：嶽麓書社，2006）。

12 [清 ]梁章鉅：《退庵隨筆》卷十九，《中國近代史料叢刊》第四十四輯，第 437 冊，臺北：文海出版
社，1970，頁 1028、1029。

13 [清 ]蘇惇元：《方望溪先生年譜》康熙三十年條，《方苞集》，頁 869。[清 ]方苞：《讀孟子文》，《方
苞集》，頁 25。

14 [清 ]戴名世：《戴名世集》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54。
15 上述方苞時文評價，參閱劉文彬：《方苞時文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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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所在，故其初遊京城之際，李光地、韓菼諸儒主要僅是稱述方苞的古文成就。16

方苞治學路向的根本性轉變，則於康熙帝極力提倡的程、朱理學成為當時學術主

流，朝廷湧現一批理學名臣，如李光地、魏象樞、熊賜履、張伯行、陸隴其等，

民間學堂書院也先後出現陸世儀、張履祥、朱用純、應撝謙等名儒。17 身處京師

的方苞深刻感受到尊崇程、朱學術的新風氣，同時也結識李光地、戴名世、劉

齊、劉岩等理學名儒，對其治學轉向有極大的影響。

 李光地（1642-1718）乃方苞進士試的主考官，又是營救方苞免於“《南山

集》禍”的恩人，他十分看重方苞的學識，兩人時常討論學術，相互啟發，對

方苞治學路向的轉變，具有重大而關鍵的作用。18 戴名世（1653-1713）與方苞為

至交，推崇朱子之學，曾用數年之力編纂《四書朱子大全》，其於學理上雖乏闡

發、不主創新，但對方苞的治學也有深遠影響。19 方苞又與劉拙修（劉岩）、劉言

潔（劉齊）過從甚密，有《與劉拙修書》、《再與劉拙修書》與《書時文稿歲寒章

四義後》等文，皆推崇朱子之學，並盛贊劉齊“蓄道德而有文章，余意其為天所

生以扶樹道教之人” 20。彼等“勸以講索”，方苞更專注於理學撰述，深嗜而力探，

其治學路向遂發生根本性的轉變。

二、理學家與古文家的文道觀爭論

（一）唐宋以來的文道觀

 方苞入京以來，得與理學名儒請教交遊，獲益匪淺，繼而發覺此前所用心者

皆“章句無用之學”，如《再與劉拙修書》中感歎諸儒所言“其淺者，皆吾心所

欲言，而深者則吾智力所不能逮也”，內心無比焦慮，遂有“言拙眾疑，身屯道

塞”21 之感。此時方苞又與萬斯同（1638-1702）交往，後者勸勉勿溺於古文，對

方苞治學理念與文道觀的建構，提出至為關鍵的見解。

 方苞《萬季野墓表》曰：

16 [清 ]蘇惇元：《方望溪先生年譜》康熙三十年條，《方苞集》，頁 869。
17 有關康熙年間朱子學的發展，可參閱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六章，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頁 243-261；陸寶千《清代思想史》第三章，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頁 119-162。

18 [清 ]方苞：《答程起生書》，《方苞集》，頁 167。
19 [清 ]方苞：《南山集序》，《戴名世集》，頁 451；[清 ]戴名世：《四書朱子大全序》，《戴名世集》，頁

75。
20 [清 ]方苞：《書時文稿歲寒章四義後》，《方苞集》，頁 635。
21 方苞於康熙三十五年冬撰《與萬季野先生書》，回顧自己入京以來的經歷與感受，曰：“僕性資愚鈍，
不篤於時，抱章句無用之學，倔強塵埃中，是以言拙而眾疑，身屯而道塞。”（《方苞集》，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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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六十，諸公以修《明史》，延致京師。士之遊學京師者，爭相從問
古儀法，月再三會，錄所聞共講肆。惟余不與，而季野獨降齒德而與余交，
每曰 :“子於古文信有得矣。然願子勿溺也！唐宋號為文家者八人，其於道
粗有明者，韓愈氏而止耳，其餘則資學者以愛玩而已，於世非果有益也。”
余輟古文之學而求經義自此始。22

萬斯同所述唐宋八大家與文道關係，為歷代學人所重視的核心問題。唐宋以來

諸家對“文”“道”關係之說，或文道合一、或文道分離、或以道代文，各不相

同，其中又以“文以明道”、“文以載道”二說最有影響。“明道”與“載道”之

別，取決於對“文”的態度，即古文家重文，理學家重道。唐宋古文家偏重於

“文”，他們的共同主張即是認為文章是為闡揚儒學而作，故倡“文以明道，文道

合一”。23 韓愈《諫臣論》稱：“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

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 24 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曰：

“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茍為炳炳烺烺，務採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 25 韓、柳認

為“文”是道的呈現方式，“道”是文的核心內容，此說得到中唐古文家的普遍

認可，後為歐陽修、蘇軾及其師友弟子的廣泛宣揚，韓愈遂為北宋學界公認的文

統與道統之傳承人。

 理學家重道輕文，主張“文以載道”。周敦頤首倡“文以載道”，將“文”擬

作車，以“道”視為物，用車載物，“文”的作用是“載道”，其自身價值則被否

定。26 程、朱理學家也多標舉“為文”不免玩物喪志，以文害道。程頤曰：“凡為

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

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27 程、朱理學家對儒家經典中的概念與命題作出新的

詮釋，賦予新的內涵，建構新的理學思想體系。然因理學家與古文家對“道”的

理解存在差異，影響雙方對“文”的價值評斷，前者遂批評以韓愈為代表的古文

家，認為他得於道者淺，所說者粗，為學倒置本末，不符合儒家正統之道。

 唐宋古文家論“文”，皆先強調“道”對“文”的決定性作用，如韓愈《送

陳秀才彤序》曰“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耳”，歐陽修《答吳充秀才書》云

22 [清 ]方苞：《方苞集》，頁 332。
23 何寄澎：《唐宋古文運動中的文統觀》，收錄《唐宋古文新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 179-

286。
24 [唐 ]韓愈著、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諫臣論》，《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頁 113。
25 [唐 ]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柳河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91。
26 [宋 ]周敦頤：《通書 • 文辭》，《周敦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 34。
27 [宋 ]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二程集》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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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28 然而理學家所詬病者，正是古文家對“道”

的理解不夠純粹，其“道”乃文章範疇，而非理學家強調的形而上學與道德實

踐。故朱熹就斥責韓愈“雖是見得箇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卻無實用功處”，以為

只要“做得語言似六經，便以為傳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做詩博弈、酣飲取樂

而已”。29 理學家雖然詬病古文家“作文害道”，但卻很少否定他們的文學成就，

反之還有推許之意，如朱熹即云“東坡文字明快。老蘇文雄渾，盡有好處。如歐

公、曾南豐、韓昌黎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擇”；又云：“文章到

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30

（二）“文”“道”的分裂

 唐宋古文運動雖以復興儒道為目標，然其功效僅在於發動與傳播，其結果卻

是以道德充實文章，實現了一場文學變革，而真正對儒道進行深入闡發與創新，

則有待宋明理學的繼起與發揚。理學家向來表達“重道輕文”的思想，以二程繼

承孔、孟道統，罷黜韓、歐，宋代學界對“文”“道”的闡釋遂告分裂，漸行漸

遠。31 南宋以後，雖有學者重提“文道合一”的主張，嘗試綰合文統與道統為一，

但是終究未見成效。明代古文有所謂前後七子、唐宋、公安諸派，然於思想領域

的建樹卻是力有不逮，加之文學創作過於規範，新變不足，終不能比肩唐宋古

文。直至方苞崛起於康熙中後期，融合程、朱道統與韓、歐文統，建構新的文道

觀，遂開桐城派與清代古文的時代風氣。

 上引萬斯同“文以載道”之說，僅認為韓愈“於道粗有明”，對其餘唐宋諸

家則批評為“資學者以愛玩”，勸勉方苞“勿溺“於斯，應當“輟古文之學而求

經義”。萬斯同的這種見解，同時也反映出清初學界的主流意見，如當時大儒張

伯行（1651-1725）雖讚譽唐宋諸家“卓然不愧大家之稱”，但仍本於理學立場而

稱“聖賢非有意於文也，本道而發為文，文人之文不免因文而見道。故其文雖

工，而折衷於道則有離有合，有醇有疵”32，繼而逐一批評唐宋諸家古文的離合醇

疵。凡此皆為方苞建構新文道觀時不可迴避的關鍵問題。

28 [唐 ]韓愈：《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260；[宋 ]歐陽修撰、洪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中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 1177。

29 [宋 ]黎靖德：《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3260。
30 [宋 ]黎靖德：《朱子語類》，頁 3306、3309。
31 祝尚書：《論宋代理學的“新文統”》，《文學遺產》2006 年第 4 期，頁 80-92；譚青：《北宋古文与道学》，
《文學遺產》1986 第 3 期，頁 51-56。

32 [清 ]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 • 序》，楊浚重輯《正誼堂全書》本，同治五年福州正誼書局左氏增刊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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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方苞新文道觀的提出

（一）建構新文道觀的嘗試

 方苞原擬接受萬斯同的勸勉，開始“輟古文之學而求經義”，惟仍須汲汲於

科舉，未暇於斯。康熙三十二年秋，方苞應順天鄕試不售，友人王源、姜宸英、

劉岩等均中舉，方苞深受打擊，萌生放棄科舉，專心鑽研經史的念頭。同年冬，

方苞撰《與王昆繩書》，委婉規勸王源勿流連於功名，同時表達自己想要“窮治

諸經，破舊說之藩籬”的決心。33 次年，方苞開始寫信勸勉學子勿溺於時文。34 康

熙四十六年（1707），父親方仲舒卒，方苞遂始潛心研究三《禮》，其“窮治諸

經”之志至“《南山集》案”而入獄時，仍未一刻停歇。35

 實際上，方苞“窮治諸經”之際，並未真正“輟”古文之學，反而擬於“古

文義法”方面有所建樹。方苞《儲禮執文稿序》曰：

今之人亦知理之有所宗矣，乃雜述先儒之陳言而無所闡也；亦知辭之
尚於古矣，乃規摹古人之形貌而非其眞也。理正而皆心得，辭古而必己岀，
兼是二者，昔人所難，而今之所當置力也。36

根據此篇的行文與思路，可知方苞早年擬欲建構新文道觀的理念。方苞在“道

統”上有所心得，不肯“雜述先儒之陳言”，以免無所創見；在“文統”上則要

求“辭必己出”，反對“規摹古人之貌”，以免失其真實。方苞認為，“昔人”身

兼“文”“道”之難，正是其“所當置力”者，遂為此而苦煞心思。方苞推崇韓

愈文章，其《贈淳安方文輈序》曰：“自周之衰以至於唐，學蕪而道塞近千歲矣。

及昌黎韓子出，遂以掩跡秦漢而繼武於周人。其務學屬文之方，具於其書者可按

驗也。然則今之人苟能學韓子之學，安在不能為韓子之文哉。” 37 方苞以唐宋為宗，

將承襲韓愈“文統”作為古文義法的目標。

 在“道統”方面，方苞承續韓愈觀點，認為道德是文章的泉源。韓愈《答尉

遲生書》云：“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

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遊者有餘；

33 [清 ]方苞：《與王昆繩書》，《方苞集》，頁 667。
34 [清 ]方苞：《與熊藝成書》，《方苞集》，頁 658-659。
35 或有學者認為，方苞因受李塨影響，其《與王昆繩書》中“窮治諸經，破舊說之藩籬”語，極可能是
指“破”程、朱舊說。（吳孟復《桐城文派述論》，頁 67） 實則方苞《與王昆繩書》撰於康熙三十二
年，至康熙四十二年始與李塨相識，“李塨影響”之說，實難成立。

36 [清 ]方苞：《方苞集》，頁 95。
37 [清 ]方苞：《方苞集》，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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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 38 方苞認為韓愈所謂的“實”，即指

撰文者的道德修養，文章內容將反映道德修養的高低，諸內而形於外，唯有提升

道德品行，才能撰文立言不朽。39 然而，基於清初學術風氣轉變，程、朱理學在

官方學術與民間思想皆發揮巨大的影響；40 方苞在承續韓愈觀點之餘，其於“道”

的具體闡釋與實踐方面，則與韓愈已有差距，而與程、朱之“道”較為相近。

 清代理學多重視道德踐履，而於學理方面少有突破。張伯行就此提出批評，

曰：“內聖外王之道，燦著於《六經》，折衷於四子，而發揮闡繹於周、程、張、

朱五夫子之緒言，至矣，盡矣，不可復加矣。”41 桐城派後學蘇惇元亦曰：

天人性命之理，先聖、先賢、先儒說之已盡，講之已大明，後學只在服
習躬行而已。若有所見，劄記以備遺忘，且留以證先儒之說亦可。大抵後學
所見得精者，先儒必已道過，若必鑿之使深，越之使高，則或淪於空虛寂
滅，非中庸之道而入於異端，無所實濟矣。理學不在多言，惟在實行。42 

所謂“不在多言，惟在實行”乃清代程、朱理學的發展趨勢與普遍特點。43 方苞

《儲禮執文稿序》雖言不肯“雜述陳言”，擬想創見心得，但終究難以突破這種時

代風氣與發展趨勢的局限。韓夢周曰：

論文於程、朱未出之前，與論文於程、朱既出之後，其說不同。程、
朱以前，聖道否晦，雖有一二豪傑之士窺見大體，未能使此理燦然較著於
世；立言者苟持之有故，即高下淺深醇駁不一，君子皆將取之，使學者擇
焉。自程、朱出，而聖賢之道復明，學者舍是無以為學，立言者舍是何以
言哉？將背而去之乎，則適以自陷於浮詖；將以文為小技而戲出之乎，則又
可以不作矣。是故生程、朱之後，而謬援古人駁雜以自解，皆無當於斯文
者也。44

38 [唐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校注》，頁 145。
39 [清 ]方苞：《汪武曹墓表》，《方苞集》，頁 347。
40 蕭一山《清代通史》稱：“清初學者，力挽明季之學風以返於宋，其尊程朱者十之八九，不尊程朱者十
之一二而已。”“清代理學雖云衰歇，而程朱一派之潛勢力實未嘗一日衰也，夫村塾蒙師，幾無一不知
有程朱《章句集註》者矣，而於經學最盛時代之經師及其著書，則除中流以上人物外，蓋罕有知之
者。”（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994-996）

41 [清 ]張伯行：《思辨錄輯要序》，《思辨錄輯要》卷首，《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24 冊，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1986。

42 [清 ]蘇惇元：《遜敏錄》卷三，《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5 輯第 9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頁 37。
43 錢穆《清儒學案序目》指出，清代理學具有不重學理與無脈絡可尋的特點。《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22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頁 595-596。

44 [清 ]方苞：《方苞集》附錄三《各家序跋》，頁 903-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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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韓氏看來，程、朱理學是清人難以翻越的思想分界線，雖然方苞自云“學行繼

程、朱之後”，實際上也折射出方苞在時代風氣中的局限所在。

（二）“道從伊、洛傳心事，文擅韓、歐振古風”

 郭豫衡《中國散文史》從學術源流的角度對方苞的文道觀進行辨析，曰：

方苞之學，究以程、朱為主，早年與姜宸英、王源論行身祈嚮，曾謂
“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見王兆符所撰《文集序》）這樣
的“行身祈嚮”，實乃金元以來儒者的傳統，仍是“道從伊、洛傳心事，文
擅韓、歐振古風”。（王惲《挽劉祁詩》）45

南宋以來，科舉士子所奉行的治學思路，多以韓、歐辭章闡發程、朱義理，此後

這種趨勢發展成為金元儒者的治學傳統。46 明清兩代的科舉取士，以朱熹《四書

集註》作為代聖人立言的依據，應考時文的起承轉合，則是模範唐宋八大家的文

法。嚴格來說，方苞的文道觀雖與金元儒者的治學傳統頗有淵源，但其實質內涵

已有較大的差異。

 在方苞的認知中，以文代聖立言，文道合一，為文即是體道，作文態度必

須認真，不能有任何褻慢，其《答申謙居書》即提出“苟志乎古文，必先定其祈

嚮，然後所學有以爲基，匪是，則勤而無所”的观点。方苞更依據此观点衡量唐

宋諸家“文”“道”的成就，其曰：

韓及曾、王並篤於經學，而淺深廣狹醇駁等差各異矣。柳子厚自謂取
原於經，而掇拾於文字閒者，尚或不詳。歐陽永叔粗見諸經之大意，而未
通其奥賾。蘇氏父子則槪乎其未有聞焉。此核其文而平生所學不能自掩者
也。韓、歐、蘇、曾之文，氣象各肖其爲人。子厚則大節有虧，而餘行可
述。介甫則學術雖誤，而內行無頗。47

方苞自覺的繼承與發揮唐宋古文家與理學家的文道觀，將文統與道統綰合為一，

建構獨樹一幟的新文道觀，成為他往後倡導“古文義法”的學術淵源。

 關於方苞“古文義法”，青木正兒《清代文學評論史》認為，此說與中國傳

統的文道觀相關。其云：

45 郭預衡：《中國散文史》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 494。
46 林岩：《南宋科舉、道學與古文之學——兼論南宋知識話語的分立與合流》，《中山大學學報》2013 年
第 6 期，頁 14-24。

47 [清 ]方苞：《答申謙居書》，《方苞集》，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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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張“義”應以儒教的道義特別是孔子的《春秋》之義為根底，堅
持所謂“載道”之說；“法”則應體現《春秋》的褒貶筆法之意，以《左
傳》、《史記》以來唐宋八家古文之法為宗，使此二者相為表裏、互相關聯
來評論或撰寫文章，這就是“義法”。所以它不是專講抑揚頓挫、波然照應
之類的單純技巧性的義法，它所論述的是根據義理去判斷、取捨內容而如
何將其表達於文字的方法。48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認為，方苞以“義法”概括古文特徵，其“義”相當

於文章宗旨，即指思想與程、朱理學相契合；“法”則為重點表現的主題，即指文

章尊奉韓、歐而不違背法度，謀求“文”“道”融合。49 青木正兒與郭紹虞對方苞

“義法”的界定，及其“文”“道”關係的解釋，頗能契合方苞“行身祈嚮”與謀

求“文”“道”結合的學術思路。50

 萬斯同勸勉方苞“輟古文之學”，本意是要引導他從事經學研究，但卻意外

啟發其接受程、朱理學，建構自身文道觀的機緣。康熙三十五年，方苞南歸前，

萬斯同託付畢生從事的《明史》，昭示史法。方苞《萬季野墓表》載：

丙子秋，余將南歸，要余信宿其寓齋，曰 :“吾老矣，子東西促促，吾
身後之事豫以屬子，是吾之私也。抑猶有大者，史之難為久矣，非事信而
言文，其傳不顯。……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
不知簡之為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為之極，使知吾所取
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子誠欲以古文為事，
則願一意於斯，就吾所述，約以義法，而經緯其文。他日書成，記其後曰：
‘此四明萬氏所草創也。’則吾死不恨矣。”51

萬斯同從勸勉方苞“勿溺古文”，至五年後託付“約以義法，經緯其文”，可見萬

氏已經認可方苞建構新文道觀的努力。蕭一山《清代通史》稱：“康熙季年，方苞

之名漸著，苞論文主義法，於當世有名諸家，一一皆以義法裁之，不少假借，開

桐城一派之先路者也。”52 凡此正是反映方苞“古文義法”的醞釀及其建構文道觀

的歷程，遂開清代桐城一派之先河。

48 [日 ]青木正兒撰、楊鐵嬰譯：《清代文學評論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頁 158。
49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下冊，北京：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頁 316。
50 羅軍鳳：《方苞的古文“義法”與科舉世風》，《文學遺產》2008 年第 2 期。
51 [清 ]方苞：《方苞集》，頁 332。
52 蕭一山：《清代通史》，頁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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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緒

 徐世昌等編《清儒學案》稱：方苞“衛道尤力，遇同時學人攻程、朱者，反

復剖辯，必伸其說而後已”。53 然據本文上述考察，方苞固然推尊程、朱理學，但

其態度尚未如此堅決，至於其予人“衛道尤力”的印象，則需稍晚的時間才能形

成。茲引方苞《再與劉拙修書》作補充說明，其曰：

夫學之廢久矣，而自明之衰，則尤甚焉，某不足言也。浙以東，則黃
君梨洲壞之；燕、趙間，則顏君習齋壞之。蓋緣治俗學者，懵然不見古人
之樊，稍能誦經書承學治古文，則皆有翹然自喜之心，而二君以高名耆舊
爲之倡，立程、朱爲鵠的，同心於破之，浮夸之士皆醉心焉。夫儒者之學，
所以深擯異端，非貴其說之同也。……由是觀之，不岀於聖人之經，皆非
學也。乃昔之蠹學者，顯岀於六經之外，而今之蠹學者，陰託於六經之中，
則可憂彌甚矣。如二君者，幸而其身枯槁以死，使其學果用，則爲害於斯
世斯民，豈淺小哉。54

信中提及的黃宗羲（1610-1695）乃萬斯同之師，顏元（1635-1704）乃李塨之

師，方苞卻予以嚴厲批評，稱為“今之蠹學者”，態度十分決絕。據蘇惇元《方

望溪先生年譜》，此封信當撰於三十至五十歲間。然考方苞信中批評黃宗羲、顏

元“幸而其身枯槁以死”語，則其年份上限不早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九月顏

元逝世前 55，其下限則不晚於康熙五十五年（1716），即劉拙修卒於是年六月 56。又

《再與劉拙修書》開篇“二十年來，於先儒解經之書，自元以前所見者十七八”

語，若以方苞入京後始“接觸宋儒書”為據，後推二十年，則撰於康熙五十至

五十五年間，時方苞約四十四至四十九歲。二十餘年間的種種變化，加之“《南

山集》案”與“朱子獲配享孔廟”諸事的影響，方苞的思想發生重大變化，最終

成為《清儒學案》所謂“衛道尤力”的清代理學家。

53 徐世昌等編：《清儒學案》第 3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2003。
54 [清 ]方苞：《方苞集》，頁 175。
55 馮辰：《李恕谷先生年譜》，《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九十四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頁 232。
56 [清 ]吳楫：《劉大山先生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 87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998，頁 375。

馬來西亞漢學刊 • 創刊號

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