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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文學研究】 

“一代有一代之文” 
——清人編纂古文選本之時代意蘊 

曹虹 

論 文 摘 要 

從文獻性質上說，總集編纂與文體因革相成共濟。清人在近三百

年中從事古文編纂活動，既是巨大的文獻積澱，更挾貫著學壇與文壇

之風，彰顯一代古文的體制因革與演進脈絡。其中既富於當代之選，

也包含前代之選，承載著清人對選本當代性的功能運用，從而顯露和

映發“一代有一代之文”的時代意蘊。清初古文氣象與統緒的疏浚，

與一批在野遺民學者編選明文的努力相關，朝廷御選與理學名臣操持

古文選政也在康乾盛世有所拓境。隨著清中葉文壇流派與名家的活

躍，出現了“國朝二十四家”、“國朝十家”等名家榜單之選，在定體

定宗趣味趨雅之際，由漢學發展所帶動的考證諸體進入文章家的選本

視野。嘉道以降，國家民族危機日重，西學引入也帶來種種刺激，文

章經世的潛流趨壯，激發國粹的願力深沉，晚清古文選本在時代轉型

中牽挽收束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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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康熙年間古文家邵長蘅爲時人宋犖所編《國朝三家文鈔》撰序，自豪地宣稱

“一代有一代之文，不相借亦不相掩”。1 誠如所言，清人怎樣選編當代古文，這

在顯露和映發“一代有一代之文”的時代風采上，是較爲順理成章的。不過，考

慮清代古文選本的當代屬性，一方面需要關注清人如何“選今”，另一方面也需

聯繫其如何“選古”，即編纂前代古文選本，加以合併探討。從文獻性質上說，

總集編纂與文體因革相成共濟。無論是選古、選今還是古今通選，都是可以承載

選政發生時代的文體文風因革損益的軌迹。清人編纂古文選本，既反映清代古文

發展格局與進程如何得以總結與標舉，也透露清人在自身傳統與時代條件下的古

文觀與文統意識。 

對於一種產生當代屬性的文學文獻，其實清代古文選家所表現出的若干理論

自覺是令人矚目的。關於“操選政者”的存在價值，恰如賈鳴璽爲康熙十一年

（1672）成書的范鄗鼎輯《續垂棘編》撰序稱：“善作者則因文以明道，善選者

則本道以論文。”2 如果我們把“道”理解爲較寬泛的價值觀，借此語正可理會

“作者”與“選者”的關係，實際上“選者”並不是消極的存在，在某種意義上

還能賦予“作者”以活色生香。這種介入性，賈鳴璽形容爲“選者”與“作者”

的“兩人一手”：“選者之胸中不死，作者之面上如生，機鋒忽合，本色活現，

斯亦千古一快也。……天趣混同，兩人一手。品題之餘，非作者之文，而選者之

文矣。”3 張錫琨序黃百家輯《明文授讀》，表彰其父黃宗羲編選明文的典範性時

指出：“余惟有明三百年之文定於先生一人之去取，則此數十百人之文皆托先生

之眼光心力以傳，而先生之學識亦即散見於此數十百人之文之內。”4“作者”借

“選者”而托命，這樣的理論意識的浮現，是對選文實踐境界的一種呼應。關於

選古與選今的關係，清人基於選本當代性的自覺，也有相當精到的認識，道光十

八年（1838）朱錦琮爲李祖陶輯《國朝文錄》撰序稱：“選文遠及前代者，傳其

文之統也；錄文富於國朝者，彰其化之成也。”5 選者瞻前顧後的當代別裁立場

1 [清]邵長蘅：《三家文鈔序》，《青門賸稿》卷四，《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48 冊，濟南：齊魯書

社，1996，頁 174。 

2 [清]賈鳴璽：《續垂棘編序》，《續垂棘編初集二集三集四集》卷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 35

冊，濟南：齊魯書社，2001，頁 119。 

3 [清]賈鳴璽：《續垂棘編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 35 冊，頁 118。 

4 [清]張錫琨：《明文授讀序》，《明文授讀》卷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400 冊，頁 213。 

5 [清]朱錦琮：《國朝文錄序》，《國朝文錄》卷首，《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669 冊，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3，頁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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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然若揭。 

清人在各個時期選編自身古文的文獻繁多，古文的體制活力還與時文的存

在、駢文的復興構成互動關聯，因而從古文名實到所折射的時代政治、學術、審

美意蘊，都有通貫探析的價值。 

一、清初：深求淵鑒，廣采文穎 

清王朝建立之初，文壇風尚較爲奇肆，在野的遺民學者對文壇風氣的激勵亦

延及古文選政。對於古文的師法對象和文體風貌都沒有明確的限制。像明七子那

種一味“高語秦漢”的執念，已成爲負面典型。古文總集的編刊在康熙年間進入

初步繁盛期，其視野所及，多不局限於一家一代，對於秦漢古文和唐宋古文兩個

系統往往兼收並蓄，但也有少數總集已顯示出推崇唐宋的趨向。朝廷御選或理學

名臣操持古文選政，理學資源對古文統緒的疏鑿頗顯成效。“古文”概念亦較爲

寬泛，不論是《御選古文淵鑒》，還是發蒙教材如《古文觀止》，都兼錄駢文。 

明人程敏政編有《明文衡》，但限於編者所處時代，其書止於成化末年，尚

不是整個明代之文章總集。而處於新舊王朝交替之際的清初學者，得益於縱觀整

個明代文章史的客觀條件，加上以文存史、淬煉文心的主觀意識，自覺以上繼

《唐文粹》、《宋文鑒》、《元文類》爲目標，編纂出多部明文總集。其中，黃宗

羲所編《明文案》、《明文海》、《明文授讀》，尤爲突出。 

自康熙七年（1668）始，黃宗羲便著手整理明文總集，他以家藏五六千本明

人文集爲基礎，擷其精華，歷時七年，於康熙十四年編成《明文案》二百一十七

卷。後又得昆山徐氏所藏明人文集，重新編成《明文海》六百卷，書成後未刊

行。乾隆時編修《四庫全書》，刪去其中涉及晚明史事部份一百一十八卷，收錄

四百八十二卷（末二卷有錄無文）。早在明朝末年，錢謙益欲效元好問《中州

集》而編明詩總集，至清初編成《列朝詩集》八十一卷，以詩存史，保存明代文

獻。《明文案》的體例與《列朝詩集》相仿佛，均以作者先後爲序列，間有註

釋，記其爵里行實，評其功力手筆。當擴編爲《明文海》時，體例上變爲以類相

次，從文體分類來看，序、書、記、賦等是明代創作最多的文體，壽序、碑誌、

尺牘等應用文字亦是明人沿用下來的常用文體。黃宗羲自謂《明文海》“多與十

朝國史彈駁參正者”，可補正史之不足，以文證史。《四庫全書總目》讚賞此書

“搜羅極富”，但又批評其“失之氾濫”，認爲“欲使一代典章人物俱藉以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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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故雖遊戲小說家言，亦爲兼收並采”6 。這種批評恰可證明黃宗羲史學意

識與文章觀念之奇肆。明文自何景明、李夢陽倡議復古，因襲塗澤之風漸盛，嘉

靖、隆慶之後文風益下。黃宗羲編選《明文海》的目的，固然是爲了上繼《昭明

文選》、《唐文粹》、《宋文鑒》、《元文類》諸書，填補歷代總集之缺，保存有明

一代政治、經濟、文化、武備各方面文獻，同時也是爲了掃除摹擬，以情至爲

宗，引導當代文章創作的風向。因《明文海》卷帙浩繁，故黃宗羲之子黃百家曾

私請其父擇其優者，另成《明文授讀》六十二卷。《明文海》意在保存一代之

文，《明文授讀》則爲傳家之學，各有攸當。據黃百家《明文授讀·發凡》所

述，黃宗羲遍閱有明文集，間有數行或數語評論文章優劣，這些評語經黃百家搜

掇後，並載於該編。 

黃宗羲所編之外，清初所編明文總集較著者尚有《明文英華》與《明文

在》。《明文英華》由顧有孝編纂。潘耒於康熙二十六年（1687）作序記錄了編

者的旨趣是：“惟取其有關於朝章國故、民風世變者，與夫賢臣烈士之終始，義

夫貞士之事迹，則錄之；論古足以訂訛考異，述今足以發潛表微，則錄之。其他

游談扈辭、佞諛之文、浮誇之語，雖工不載。”7 書中選宋濂、劉基、劉崧三人

之文最多。《明文在》由薛熙編纂，凡例首先說明：“是編約計詩文二千餘首，

雖係前明一代之文，必與本朝著作鴻篇有相關者始得登選，以備參考。”其當代

性的“在”場可謂一目了然。鑒於當時編總集往往不分門類，學者無從知其體裁

的狀況，薛熙仿照《文選》體類又稍作增損，“《文選》詳於詩、賦而略於序、

記、志、狀，是編略於詩、賦而詳於序、記、志、狀”8 。他以宋濂、方孝孺、

蘇伯衡、楊士奇、王守仁、唐順之、歸有光等能得《左傳》、《國語》、《史記》、

《漢書》之神理，爲古文正宗傳人。他要求古文語體純潔，將六朝字句夾雜於古

文，故意求險好奇，或在篇中直寫語錄，凡此一概不選。 

正如黃百家《明文授讀序》所言：“表揚一代之文人，嘉惠後日之學者。”

明文進入古文資源的視野，以上諸位關注明文的編者所思慮的“進入”方式就富

於文壇意義。本來，在易代之際，前朝的文章因亡國之運而易於受到苛評。但有

趣的是，如黃宗羲《明文案原序（上）》認爲：“夫其人不能及於前代，而其文

反能過於前代者，良由不名一轍，唯視其一往深情，從而捃摭之。……凡情之至

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9 對明文的整體估價尚高，看重一代文章“不名一

6 [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 1730。 

7 [清]潘耒：《明文英華序》，《明文英華》卷首，《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 34冊，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0，頁 105。 

8 [清]薛熙：《明文在·凡例》，《明文在》卷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408 冊，頁 337-338。 

9 [清]黃宗羲：《明文案原序（上）》，《明文授讀》卷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400 冊，頁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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轍”、“一往深情”的創造精神。再如潘耒序《明文英華》時強調：“夫知古而不

知今，謂之蔽；見遠而不見近，謂之朦。學者高語秦漢，而明代之文曾未寓目，

是猶窮江海而迷溪湖，陳鼎彛而缺杯椀也。得是書而尋源以達委，探本以竟末，

歷代文章盛衰離合之故，洞然皆可考見。”10“高語秦漢”曾經是明代前後七子

的摹古痼疾，清初人對消除其餘毒多有警覺，潘耒則把“寓目”“明代之文”當

作醫治“高語秦漢”之病的方法，用心深妙。薛熙《明文在序》稱：“潛溪先生

亦曰：爲文當以孟子爲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則國之通衢，可以直趨

聖賢之大道。彼塗澤者，高語秦漢。夫秦漢之人，不過李斯、鄒衍、司馬相如輩

而已。以視孔、孟，何如哉？由斯以觀，則有明一代之文斷斷在茲，不可誣也。

是國雖亡，而文不與之俱亡也。”11 服膺明初宋濂的古文觀，雖然宗經載道色彩

較重，但不滿“高語秦漢”的逼仄、拓展明文資源的用意是相近的。 

清廷爲廣泛深入地推行其文治政策，在文章學上，先後有多位帝王親操選

政，推出多種御選文集，如《御選古文淵鑒》、《御選唐宋文醇》、《皇清文穎》

等，爲前代所罕見。成書於康熙二十四年（1685）的《古文淵鑒》，作爲清王朝

纂修的第一部文學總集，是當時定理學於一尊的思想政策的反映。康熙帝撰序認

爲“文章之事，則源流深長，今古錯綜，盛衰恒通於千載，損益非關於一朝，此

不可限以年代者也”12 ，故此書選文自先秦《左傳》、《國語》、《戰國策》，至兩

漢、三國、晉、宋、齊、梁、陳、北魏、北齊、北周、隋、唐、五代、宋各代的

文章皆有收錄，於每一朝代都首列帝王臣工之作，選文以奏議、書表、詔令等關

係國家政治的實用性文章爲主，對抒發性情而無關政教的文章則選錄較少。該選

採用寬泛的“古文”觀念，對於八代駢文有所包容，對於唐代名臣張說駢體佳作

《宋公遺愛碑頌》及陸贄駢文奏議也予以關注。宋代大儒朱熹的文章尤爲康熙帝

所重視，選文達三卷之多，超過唐宋古文大家韓愈和蘇軾，成爲全書入選文章最

多的一家。康熙在親製序言中宣導的“古雅”旨趣，後來在雍、乾之時演化成

“清真古雅”之訓，成爲朝廷主導的選士衡文標準。 

清人留意“今文”，始於清初。陳維崧、冒禾書、冒丹書即選錄明末清初時

賢之文，編成《今文選》八卷，選錄文體共二十三種，較多的是賦、書、序、

表。選夏允彝、陳子龍、錢鼎瑞、趙而汴、吳應箕、周亮工、侯方域、吳偉業、

魏裔介、吳兆騫、毛先舒等七十五人，文一百二十九篇，多慷慨激昂之音。選篇

較多的作家是李雯（10 篇）、毛先舒（5 篇）、陳子龍（6 篇）、吳偉業（6 篇）。

10 [清]潘耒：《明文英華序》，《明文英華》卷首，《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 34 冊，頁 105-106。 
11 [清]薛熙：《明文在序》，《明文在》卷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408 冊，頁 337-338。 
12 [清]康熙帝：《御選古文淵鑒序》，《御選古文淵鑒》卷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417 冊，

頁 2。 



馬來西亞漢學刊·第四期 

94 

首篇爲夏允彝《太湖賦》，氣勢磅礴，有屈騷遺風。又有理學名臣魏裔介所編

《今文溯洄集》，書凡九卷。據其自序，他因“恐沒諸君子之善，而國華不表見

於後世也”，故“裒集爲此卷”。所選多與魏氏有交遊之誼，如錢肅潤、蕭震、

成性、孫奇逢、周亮工、吳偉業、王崇簡、申涵光、李世洽、胡文學、龔策等

人。諸匡鼎以一人之力而編有兩種“今文”之選，即《今文短篇》和《今文大

篇》。前者受敖子發《古文短篇》啟發而成，以五百字爲率，所選均爲清初小品

之文，凡十五卷，錄文三百篇，著者百餘人，並一時之名雋如汪琬、魏禧、毛際

可、魏裔介等，而諸匡鼎自作也間附其中。後者有康熙三十三年（1694）諸氏說

詩堂刻本，凡二十卷。單從選文數量來看，兩書各錄序三卷、記三卷，不論是短

篇還是大篇，序、記都是當時創作最爲興盛的文體。《今文大篇》中，選文較多

的十位作家依次是：魏禧（6 篇），汪琬（5 篇），毛先舒（5 篇），諸匡鼎（5

篇），方象瑛（4 篇），于成龍（4 篇），柴紹炳（4 篇），王猷定（3 篇），邵遠平

（3 篇），毛際可（3 篇）。毛奇齡在《今文大篇序》中對“今文”和“大篇”的

含義有所辨析，不以文體區分古文、時文，“明以制藝取士，因指制藝爲時文，

指序、記、論、議、碑、銘之類爲古文，此俗說也”，並認爲清人多“經史有用

之實學”，“幾幾乎超明代而上之”，故編者“專選今文以彰聖代之盛”，以“表

此一代之大文章，即以存一代之大人物”，故題爲“大篇”。13 

清初較重要的當代古文總集，以宋犖主持編選的《國朝三家文鈔》爲代表，

刊於康熙三十三年，“三家”謂侯方域、魏禧、汪琬。宋犖在《國朝三家文鈔

序》中指出，“章皇帝甫定中原，即隆文治”，使本朝文章“跨宋軼唐，夐乎其

不可及”。此選不僅表示選者對三位好友之文的喜愛，還流露對當代文章的自

信，並且體現了對清初朝野各種古文力量的整合及發展方向的引導。三家都以古

文名重一時，在諸匡鼎《今文大篇》中，魏禧、汪琬已是入選文章最多的二人。

宋犖正是注意到三家的優長，肯定他們“卓然各以古文名其家”。對三家文章的

表彰，已顯示清初文風由不拘一格向尊唐崇宋、尊尚醇雅的方向轉變。襄助選事

的常州古文家邵長蘅撰《國朝三家文鈔序》一文，申論“一代有一代之文，不相

借亦不相掩”的命題，承認當代之文“各自成其家”、“各標勝於一代”的獨立

價值。還值得一提的是，三家中布衣之士佔了兩家，如果把助選的邵長蘅也算

入，又多了一位布衣，宋犖爲邵氏《青門全集》撰序曰：“韋布之士以能文章名

海內，而余獲交者得三人焉：一爲侯朝宗，一爲甯都魏叔子，其一則毗陵邵子

湘。”並佩服“布衣之雄如三子”對“本朝文章之盛”的代表作用 14 。 

13 [清]毛奇齡：《今文大篇序》，《今文大篇》卷首，康熙三十三年（1694）諸氏説詩堂刻本。 

14 [清]宋犖：《序》，《邵子湘全集》卷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47 冊，頁 670-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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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清中期以後相比，清初的文化政策相對寬鬆，古文總集雖然大多追求文以

載道，但也不乏《古文未曾有集》等專收遊戲文章的總集。此集由王甫白輯評，

有康熙十九年隆道堂刻本。王氏自序稱“二十年間所集，有古文百餘卷，而其中

假借遊戲之文，別爲一冊，名曰《未曾有集》，蓋以巧思雲湧、翻空出奇，得未

曾有”15 。自漢、晉、梁、隋、唐、宋、元、明以及當代之文，此集皆有所採

擇，仿照《文選》體例，依文體排列，而每一文體之下，又依描寫物件之不同，

以類相聚。對於歷史上一些同題共作，此集也樂於收錄，以見傳承，如韓愈、劉

基二人都有《送窮文》入選。從此集來看，遊戲類文章以明人作品爲多。此風延

至清初而不衰，錢謙益、毛先舒、侯方域等人都曾染翰爲之。毛先舒是清初創作

遊戲之文的第一人，本集收有他多篇作品，折射出明代文風對清初的影響。早在

順治年間，刁包編有一部古文選本《斯文正統》，“題目雖多，要之不出三達德

五達道外，其玩物適情，遊戲小技，一切不錄”16 。其嚴苛態度不乏理學趣味支

撐。不過，同時代的其他選家對這種態度有所商榷，除了王甫白公然偏愛遊戲小

技，再如范鄗鼎《續垂棘編·凡例》謂：“刁蒙吉《斯文正統》，不愧‘理學文

章’四字，其例曰：玩物適情，遊戲小技，一切不錄。予且恐文章不本於理道

耳。文章本於理道，雖玩物適情，遊戲小技，錄之何妨。”17 

康熙十二年（1673）恢復科舉考試，科舉衡文要求多是文章的“理、法、

辭、氣”，而講究這些要素的唐宋古文被認爲通於時文。於是，唐宋古文特別是

八大家選本開始大量出現，郭象升跋呂留良《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選》云：“世

間八家文選本，以余所見不下三四十種。以意度之，當在百種上下。”18 這一選

擇取向亦是上承明代唐宋派古文家對“秦漢派”之“偽古文”的反動而來。較早

問世而又具影響力的，有儲欣所編《唐宋十大家全集錄》。此書仿茅坤《唐宋八

大家文鈔》體例，增李翱、孫樵爲十家，亦間附考注，其宗旨則不離經義。儲欣

在每家文集之後都作有小序，並附正史本傳，文中設圈點眉批，文後有“輯

評”、“備考”，頗便時人研習。由於此書既保留茅編的特色，在選目數量上又遠

超茅編，故在清代成爲流傳較廣的選本。乾隆三年（1738），清高宗更以儲選爲

基礎，“御選”而成《唐宋文醇》，產生了更大的影響。 

15 [清]王甫白：《古文未曾有集序》，《古文未曾有集》卷首，清康熙十九年（1680）隆道堂刻本。 

16 [清]刁包：《斯文正統·凡例》，《斯文正統》卷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 34 冊，頁 174。 

17 [清]范鄗鼎：《續垂棘編·凡例》，《續垂棘編初集二集三集四集》卷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

35 冊，頁 121。 

18 劉緯毅主編《山西文獻總目提要》著錄有《晚村精選八大家古文》，對郭象升跋有引述。（太原：山西

人民出版社，1998，頁 564） 



馬來西亞漢學刊·第四期 

96 

此外，儲欣還編有《唐宋十大家類選》，不同於《唐宋十大家全集錄》詩文

兼選，它不選詩歌，將所選文體分爲六門三十類。即奏疏第一：書、疏、劄子、

狀、表、四六表；論著第二：原、論、議、辨、解、說、題、策；書狀第三：

啟、狀、書；序記第四：序、引、記；傳志第五：傳、碑、志、銘、墓表；詞章

第六：箴、銘、哀詞、祭文、賦。對於矯治當時普遍存在的文體分類繁瑣之弊，

其門類歸納不失爲有益的探索。 

呂留良《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選》與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也有較大影

響。身爲遺民且有理學情懷的呂留良，入清後以批選時文爲業，在時文評語中暢

發其對現實中的君臣關係、夷夏之辨的尖銳看法 19 ，死後受曾靜案牽連，成爲清

代文字獄中的著名人物。呂選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刊行後流傳甚廣，雍正七

年（1729）文字獄後列爲禁書。此書由呂留良選定篇目，其子呂葆中批點，呂葆

中《序》云：“先君子晚歲選定古文……而命葆中曰：‘汝試爲點勘，以授學者，

毋繁冗，毋穿鑿，但正句讀，分段落，於一篇要害處，稍爲提出，粗示學者以行

文之法，至精妙處，則在學者熟複深思自得之耳。’”呂留良認爲古文爲時文之

本，據呂葆中《序》，呂留良常語學人曰：“今爲舉業者，必有數十百篇精熟文

字於胸中，以爲底本，但率皆取資時文中，則曷若求之於古文乎？”20 故編選八

家古文，選文簡約，意在幫助士子應對舉業。張選初刊於康熙四十八年

（1709），後又於同治間重刊。張伯行爲河南儀封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進

士。此書在編纂體例上仿效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又略有變通。身爲理學名

臣，張伯行此選即以理學思想爲出發點，其序文表露重道輕文之意：“道者文之

根本，文者道之枝葉，聖賢非有意於文也，本道而發爲文也。文人之文，不免因

文而見道，故其文雖工，而折中於道則有離有合，有醇有疵，而離合醇疵之故，

亦遂形於文而不可掩。”21 所選韓愈文六十五篇、柳宗元文十八篇、歐陽修文三

十八篇、蘇洵文兩篇、蘇軾文二十七篇、蘇轍文二十七篇、曾鞏文一百二十八

篇、王安石文十七篇。從入選數量上，可以看出張伯行對曾鞏的偏愛，他在《曾

文引》中力贊“南豐先生之文，原本六經，出入於司馬遷、班固之書，視歐陽廬

陵幾欲軼而過之，蘇氏父子遠不如也”。此書篇幅小於茅坤之選，流布較廣，是

唐宋古文的一個重要選本。 

19  呂留良借時文評語表達理學訴求的特點，參陸寶千：《清代思想史》第三章《康熙時代之朱學》，上

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頁 153-157。 

20  [清]呂葆中：《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選序》，《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選》卷首，康熙四十三年（1704）

刻本。 

21 [清]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首，清同治五年（1866）福州正誼書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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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葉：定體定宗，考證入文 

從清初至中葉，總集編纂中的古文觀念不斷規範化。康熙初期古文觀念較爲

寬泛，到康熙中後期以降，唐宋古文地位日隆，而乾隆時對古文的文體特徵及風

貌等都有了嚴整規範。這種規範的直接表現便是在御選古文總集之中，對師法物

件的規範性逐漸加強，康熙帝《御選古文淵鑒》中博觀約取的編選宗旨，在乾隆

帝御選《唐宋文醇》中已不可復睹。在康熙朝出現的專選“假借遊戲之文”的

《古文未曾有集》，在乾隆帝敕修《四庫全書》時也被列入禁毀之目，標誌著清

廷已加強向唐宋法度文章引導的力度。御選古文總集推重的是清真雅正之文，與

之相應，文人所編古文總集也多順應朝廷政策，蔡世遠編《古文雅正》、林有席

編《國朝古文雅正所見集》等可爲代表。隨著乾嘉漢學的興起，考證文體大放異

彩，王昶《湖海文傳》便是收錄此類文章的總集。而此時以桐城派爲代表的文章

學的繁盛，也促使一批古文總集問世。 

《唐宋文醇》編成於乾隆三年（1738）九月。由於此書是在本已有很大影響

的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基礎上進行編選，更匯集歷代評跋，加上皇帝的御

筆之評，因而成爲清代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唐宋文選本。乾隆帝序曰：“文之

體不一矣，語文者說亦多矣。群言淆亂，衷諸聖，當必以周、孔之語爲歸。周公

曰：‘言有序。’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無序固不可以達，欲達其辭而失其

序，則其爲言奚能雲粼波折而與天地之文相似也？然使義則戔戔，而言有枝葉，

妃青媲白，雕琢曼辭，則所謂八代之衰已，其咎同歸於無序而不達。亦又有進

焉，文所以足言，而言固以足志，其志亦荒，文將奚附？是以孔子又曰：‘言有

物。’夫序而達，達而有物，斯固天下之至文也已。”22 士子要實現“立言”之人

生目標，仍然需要學習古文。乾隆帝選文目的即是要讀者“興起於古”，而不只

是“發策決科”。序中還以魏征、陸贄爲例，指出駢文能做到“辭達理詣，足爲

世用”，便不足爲病 23 。《古文淵鑒》以“精純”、“古雅”爲文章準則，乾隆元

年（1736）方苞奉敕所編《欽定四書文》以“清真古雅”來規範文風，《唐宋文

醇》以“醇”“雅”爲標的，對清中期文風導向明顯。方苞論文強調“義法”，

這完全被融進乾隆帝“序而達，達而有物”的表述中，這種契合是桐城文派能夠

發展壯大的一個重要條件。康、乾盛世，經過清初的動蕩不安，社會漸趨繁榮穩

22 [清]乾隆帝：《唐宋文醇序》，《唐宋文醇》卷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447 冊，臺北：臺

灣商務印書館，2008，頁 99。 

23 [清]乾隆帝：《唐宋文醇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447 冊，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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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最高統治者的大力提倡和文人的自覺追求下，“醇雅”成爲文壇風尚，

《古文淵鑒》、《唐宋文醇》等幾部敕修文選的功效非淺。且《唐宋文醇》申明

排斥“八代之衰”，也有利於確立唐宋古文的文統地位。 

另一重要御選總集《皇清文穎》，康熙間陳廷敬等奉敕纂輯未竟，雍正帝詔

令續輯，以卷帙浩繁亦未完工，直至乾隆十二年（1747）始由張廷玉等續輯成

集。是編旨在標舉“舂容大雅，渢渢乎治世之音”，選錄順治元年（1644）至乾

隆九年（1744）百年間之文，首登御製之文，次列宗親，再次爲臣僚。所錄之文

體裁廣泛，包括箴銘贊賦、碑文志記、序跋謁誄、祭文奏疏乃至各種古近體詩。

乾隆帝撰序曰：“昔之論文，以代爲次者，於漢則有《西漢文類》，唐則有《文

苑英華》、《唐文粹》，宋則有《文海》、《文鑒》，元則有《文類》，明則有《文

衡》，皆博綜一代著作之林，無體不備。今是編惟取經進之作、朝廷館閣之篇，

與諸書小異，然以觀斯文風尚，當有取焉。”24《凡例》強調唯有“音律和平、

詞義正大”方可入選此編 25 。嘉慶十五年（1810）董誥等奉敕編《皇清文穎續

編》，編選宗旨一依《皇清文穎》。 

《古文雅正》十四卷由蔡世遠編選，初刻於乾隆四十二年（1777），收錄自

漢至元代文章凡二百三十六篇，皆取有關學術治道者。雖名曰“古文雅正”，但

亦兼收駢體。該選以“《戰國策》者多機知害道之言”，“荀、韓、莊、列”屬

“異學”，諸如此類爲“先儒之所羞稱”，其文章觀較《古文淵鑒》更顯保守。

清代古文史上貶斥《戰國策》的較少見，這是特例。蔡世遠本人爲文，一度被朝

廷視爲雅正典型，他選文的標準也講求“辭雅、理正”，符合者才有入選資格，

有些文章，“文雖佳，非有關於修身經世之大者”也不錄入。 

《唐宋八家文讀本》三十卷由沈德潛編選。沈德潛於乾隆間舉鴻博未遇，及

成進士，年已近七十，乾隆帝稱爲老名士，卒贈太子太師，著述甚富。此選雖爲

初學而編，但在篇目取捨上卻不乏自出手眼。《凡例》云：“文不嫌於熟，然太

熟而薄，則不能味美於回。昌黎如《與張僕射書》、《與李秀才書》、《送何堅

序》之類，廬陵如《醉翁亭記》，東坡如《喜雨亭記》之類，編中汰之，嫌其

熟，實嫌其薄也。若昌黎《上于襄陽書後》、後二次《上宰相書》、《與陳給事

書》、《代張籍與李浙東書》之類，此又因其摧挫浩然之氣，當分別觀之。”其所

作眉批末評，本著“文有評點以清眉目”之方針，簡約而不流於膚泛。自序稱：

“宋五子書，秋實也；唐宋八家之文，春華也。”26 編者的旨趣即是其文道觀的

24 [清]乾隆帝：《皇清文穎序》，《皇清文穎》卷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449 冊，頁 2。 

25 [清]陳廷敬等：《皇清文穎·凡例》，《皇清文穎》卷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449冊，頁 6。 

26 [清]沈德潛：《唐宋八家文讀本序》，《唐宋八家文讀本》卷首，清乾隆十五年（1750）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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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其受宋學影響較深。 

姚鼐所編的《古文辭類纂》七十四卷，堪稱桐城派的文學法典。乾隆四十二

年，姚鼐到揚州講學，“以所聞習者編次論說爲《古文辭類纂》”，編成於兩年之

後。選錄作者近百人，作品六百五十多篇，以唐宋八大家最多，達三百九十四

篇，過全書半數，尤以韓愈、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爲多，分別是一百三十篇、

六十四篇、五十八篇、四十六篇；唐宋以前主要收戰國、秦漢之作，錄《戰國

策》文達四十六篇之多，其次則賈誼、司馬相如、司馬遷、揚雄等兩漢作家各有

數篇；元、明以來僅選三家，即歸有光三十二篇、方苞十一篇、劉大櫆十六篇。

對於魏晉六朝人作品，基本排斥不選，僅在辭賦類中選錄張華、劉伶、陶淵明、

鮑照賦各一篇、潘岳賦三篇，在箴銘類中選張載銘一篇，在頌贊類中選袁宏贊一

篇。姚鼐意在總結古文的漫長歷史，建立一個由秦漢、唐宋經歸有光而匯爲桐城

派的文統，並給習古文者提供學習典範。 

《古文辭類纂》在文體分類學上貢獻卓著，一改文體分類繁雜之習，歸併爲

論辨、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誌、雜記、箴銘、頌贊、辭賦、

哀祭十三類，可謂嚴而不濫，精而各當 27 。姚鼐擺脫前人大多因名立類、不求實

際的做法，對所選之文，凡是標題不一，或體同名異，或體異名同，如王羲之

《蘭亭集序》、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雖名爲“序”，實則是“記”體等，都

一一予以辨別，然後恰當歸類。且於各類文體述其源流，指示創體或轉折關鍵。

這也不啻具有指導創作的意義，“自姚惜抱《古文辭類纂》分部十三，於是古文

之門徑，可於文體求之”28 。姚纂以“格、律、聲、色、神、理、氣、味”爲美

學準則，衡選歷代之文，對古文由雜文學向純文學演進的內在趨勢頗有展示。在

他的“古文”視野中，納入辭賦，對擴充古文藝術性內涵不無益處。入選《毛穎

傳》這樣“以文爲戲”之作，也是出於重視藝術性的考慮。該選本對入選之文均

有較細考定，如所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便據《漢書》和《文選》兩種文本

校勘，擇善而從。一些偽作不予錄入，亦體現出姚氏義理、考據、辭章合一之觀

念。此選不僅作爲姚門教材教授生徒，且風行海內，學者多有其書。清末王先謙編

《續古文辭類纂》三十四卷，補乾隆至咸豐間文，黎庶昌編《續古文辭類纂》二十

八卷，補先秦至清初文，近人蔣瑞藻又有《新古文辭類纂》，錄晚清民初散文。 

此一階段唐宋八大家古文選，聲名較著者，另有高嵣所編《唐宋八家鈔》，

刻於乾隆五十三年（1788）。編纂目的在於尋“制藝之淵源”，所采有溢出於茅

坤《唐宋八大家文鈔》之外者，可見唐宋八家古文的應時之需。 

27 薛鳳昌：《文體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頁 11。 

28 來裕恂：《漢文典·文章典》卷三，《歷代文話》第 9 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頁 8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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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百餘年發展，到清代中葉，散文創作呈現興盛景象。由於名家輩出，名

作紛呈，總集編纂者常常依照個人眼光，遴選出若干當代古文家，如徐斐然編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陸繼輅編《七家文鈔》、石韞玉編《國朝十家文鈔》

等。乾嘉時期是朴學的鼎盛期，也帶動相應文體的發展，適用於學術研究的考、

證等文體被廣泛應用。陸耀編《切問齋文鈔》、徐斐然編《今文偶見》均單列

“學術”三卷，是散文在題材領域擴充的表現；王昶所編《湖海文傳》更是一部

收錄漢學家文章的總集，集中反映學術類文體的繁盛現況。 

徐斐然所編《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刻於乾隆六十年（1795），選錄王猷定、

顧炎武、侯方域、施閏章、魏禧、計東、汪琬、湯斌、姜宸英、朱彝尊、陸隴

其、儲欣、邵長蘅、毛際可、李良年、陳廷敬、潘耒、徐文駒、馮景、方苞、李

紱、茅星來、沈廷芳、袁枚之文。曾鏞撰序指出其編選宗旨“大率取其有益於人，

有用於世，有補於修齊治平”，“空談心性者不與焉，臚陳故實者不與焉”。29 徐

斐然在編選此集時，對於已有文集行世如黃宗羲、毛奇齡、全祖望等有意避開。

對徐氏所定選目，時人不無異議。馮浩爲徐氏另一部選本《今文偶見》撰序，認

爲《國朝二十四家文鈔》“有宜登而棄遺、不足選而濫收者”，其以“國朝”標

示，有“鈔纂速成”之嫌。晚清李慈銘對此書加以訂補。 

《國朝古文雅正所見集》由林有席評選，刻於嘉慶元年（1796）。此集受蔡

世遠《古文雅正》影響而成。蔡選爲歷代古文選本，此集則旨在崇獎當代醇雅之

文。林氏推重理學家之文，選文較多的作家是方苞（15 篇）、李光地（15 篇）、

張伯行（9 篇），均爲理學名臣，其餘則全祖望（9 篇）、顧炎武（8 篇）、鄧夢琴

（8 篇）、汪琬（7 篇）、魏禧（7 篇）、黃永年（7 篇）。 

《今文偶見》由徐斐然輯評、徐以坤參訂，刻於嘉慶四年，分八門，即學術

三卷、風教六卷、政治六卷、道古五卷、論文六卷、獻征十六卷、酬應三卷、遊

覽三卷。乾嘉時期，漢學達到鼎盛，論學的單篇文章也較歷代爲多，徐氏把握時

代特色，在類目設置和收文比例上頗有體現。 

《湖海文傳》爲王昶卒前一年編成，時在嘉慶十年（1805）。道光十七年

（1837），其孫紹基得到阮元資助始付刻，同治五年（1866）刻成，選錄自康熙

中葉至乾隆時一百餘家七百餘篇文章。王昶早年從學於吳派經學大師惠棟，此後

便以漢學爲宗，研習音韻訓詁之學。王昶交遊廣泛，《湖海文傳》所選作者均爲

其交遊所及，大多爲當時著名漢學家，儼然是一部漢學家文選。編者追求實學，

注意文體與學術之關係，黜落應酬文章。尺牘只選論學書簡，不選過情之譽的哀

誄祭文，不收點綴林泉、流連景物的“寺院、園亭”之記。考證類的論辨序跋最

29 [清]曾鏞：《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序》，《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卷首，清道光十年（1830）文光堂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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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王昶推重，這些也正是錢大昕、焦循等漢學家所慣用的文體，它們被廣泛用於

說經考史，是清代古文一大特點。以書中收錄文章最多的序跋類爲例，全書選錄

序體文十五卷，其中論經學者五卷，論史學者四卷，論子部者兩卷，詩文集序三

卷，贈序一卷。《凡例》稱即使是詩文集序，也“必於原流派別與其人之性情學

問有所發明，方始登載”；對於文學性較高的贈序，只是“間爲採錄”，聊備一

格。30 

陸繼輅編《七家文鈔》，刻於道光元年（1821）。選方苞、劉大櫆、朱仕

琇、彭績、姚鼐、張惠言、惲敬文凡一百零七篇，人各一卷。乾嘉以降，桐城派

的正宗地位日漸增強。陸繼輅此編也體現出桐城派的籠罩力，所選七家中桐城派

即佔三席。其他四家中，惲敬文的數量僅次於方苞，張惠言文的數量已與姚鼐等

同。惲、張二人是當時陽湖文派的代表作家，作爲同鄉人的陸繼輅在序中認爲

惲、張二人傳承了古文正統：“蓋皋文研精經傳，其學從源而溯流；子居氾濫百

家之言，其學由博而返約。二子之致力不同，而其文之澄然而清，秩然而有序，

則由望溪而上求之震川、荊川、遵岩，又上而求之廬陵、眉山、南豐、新安，如

一轍也。”31 陸氏此編實際上也是爲陽湖古文張目，反映出當時文壇力量的分佈。 

《國朝古文所見集》道光二年刊刻，爲姚門弟子陳兆麒編，選文以桐城爲

宗，入選文章最多的正是“桐城三祖”，但全書所選範圍並不局限於桐城一派。

陳氏《例言》謂：“從來論古文辭者，斷自晚周先秦，以迄西漢，謂唐宋八大家

直接秦漢，而前明可嗣八家者僅一歸熙甫，至本朝作者極盛，究之能嗣熙甫者，

惟桐城方、劉、姚三家爲得其宗。其言要自有見，麒非心不謂然。顧自侯、魏、

汪、顧諸君輩出，亦各具有才氣。”32 基於此，集內選文較多者，尚有毛際可、

吳定、管同、梅曾亮、朱仕琇等。 

陸耀編《切問齋文鈔》，初刊於乾隆四十年（1775）。分十二門：學術、風

俗、教家、服官、選舉、財賦、荒政、保甲、兵制、刑法、時憲、河防。所選多

爲經世致用之文，《例言》稱“是編所重本不在文”，但“無意於文而法從文

立，往往與先秦兩漢唐宋八家模範相同”。乾嘉時經學興盛，陸耀對說經之文的

採擇也有切用標準：“說經之文惟切於婚喪諸禮，可即遵行者，始爲採錄。若於

經似有發明而於事不免迂遠，既各有專集行世，此可從略。一切論史論文以及詩

詞字畫之類並從舍旃。”33 爲將各種經世之說作對比，此編往往“一事而兩說並

30 [清]王昶：《湖海文傳·凡例》，《湖海文傳》卷首，《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668 冊，頁 380-381。 

31 [清]陸繼輅：《七家文鈔序》，《七家文鈔》卷首，清道光元年（1821）刻本。 

32  [清]陳兆麒：《國朝古文所見集·凡例》，《國朝古文所見集》卷首，清道光二年（1822）一枝山房刻

本。 

33 [清]陸耀：《切問齋文鈔·凡例》，《切問齋文鈔》卷首，清同治八年（1869）金陵錢氏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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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欲使窮理君子去短取長，補偏救過，歸於至是”。這種專選經世之文的文章

總集，在道光以後大量湧現，出現了一系列“經世文編”類文章總集，《切問齋

文鈔》實發其先聲。 

石韞玉編《國朝十家文鈔》，刻於道光九年（1829）。石韞玉雅不喜當時興

盛的考據之文，“尋章摘句，是古非今，守一家之說，辨一字之訛，此雕蟲小

技，壯夫不爲者也”34 。他所選宦者五人，湯斌、徐乾學、韓菼、朱彝尊、汪

琬；儒者五人，顧炎武、侯方域、魏禧、邵長蘅、董以寧。石韞玉認爲，這十人

文章“各抒心得，有關名教”，非他人可及。“宦者”與“儒者”的比例也透露

在野的布衣之士不可忽視。 

《國朝古文選》兩卷，孫澍編，刻於道光十四年（1834）。選清代十五人四十

五篇。孫氏選文提倡實用，強調文章應當“關係世道人心”。他提出“四弗錄”：

言道學而虛偽者弗錄、言政事而雜霸術者弗錄、言文章而無實用者弗錄、立言而

弗根於志者弗錄。與清代多數古文總集排斥袁枚不同，此書選錄袁枚文六篇，高

居全書榜首。 

三、晚清：經世風起，朝宗於海 

道、咸以降，面對列強的威脅和清王朝自身的腐朽，“學者張惶失措”35 ，

危機意識加強，經世致用之學再度興起。有多位編者陸續收集清代政治、經濟、

軍事、外交、思想文化等各方面文章，形成一系列經世文編總集。而興盛一時的

考證文章此時也被諸多古文總集如《國朝文征》、《國朝古文正的》等所排斥。

另外，大型匯錄式總集如《國朝文匯》、《八旗文經》、《涵芬樓古今文鈔》等在

清末的出現，爲整個清代文章史作出了總結。 

自道光六年（1826）魏源代江蘇巡撫賀長齡編選《皇朝經世文編》一百二十

卷始，其後有多種經世文編陸續產生，計有張鵬飛《皇朝經世文編補》（咸豐元

年）、饒玉成《皇朝經世文續編》（光緒七年）、管窺居士《皇朝經世文續編》

（光緒十四年）、葛士浚《皇朝經世文續編》（光緒十四年）、盛康《皇朝經世文

續編》（光緒二十三年）、陳忠倚《皇朝經世文三編》（光緒二十三年）、求是齋

主人《時務經世分類文編》（即《時務經世文編初集》，光緒二十三年）、甘韓

《皇朝經世文新增時務洋務續編》（即《皇朝經世文三編增附時事洋務》，光緒

34 [清]石韞玉：《國朝十家文鈔序》，《國朝十家文鈔》卷首，清道光刻本。 

35 [清]趙夢齡：《國朝文警初編序》，《國朝文警初編》卷首，清咸豐元年（1851）木活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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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年）、麥仲華《皇朝經世文新編》（光緒二十四年）、求自強齋主人《皇朝

經濟文編》（光緒二十七年）、宜今室主人《皇朝經濟文新編》（光緒二十七

年）、邵之棠《皇朝經世文統編》（光緒二十七年）、闕名《皇朝經世文統編》

（即《增輯經世文統編》，光緒二十七年）、何良棟《皇朝經世文四編》（光緒二

十八年）、求是齋《皇朝經世文編五集》（光緒二十八年）、儲桂山《皇朝經世文

續新編》（光緒二十八年）、甘韓《皇朝經世文新編續集》（光緒二十八年）、于

寶軒《皇朝蓄艾文編》（光緒二十八年），共計十九種。在分類上，魏源《皇朝

經世文編》分爲八綱六十五目，八綱爲學術、治體、吏政、戶政、禮政、兵政、

刑政、工政。麥仲華《皇朝經世文新編》則分爲二十一類，即通論、君德、官

制、法律、學校、國用、農政、礦政、工藝、商政、幣制、稅則、郵政、兵政、

交涉、外史、會黨、民政、教宗、學術、雜纂。邵之棠《皇朝經世文統編》是經

世文編系列中收文最多、內容最廣、子目最細的一部，分爲十部九十九目。十部

爲文教、地輿、內政、外交、理財、經武、考工、格物、通論、雜著。 

經世文編系列總集對其他文章選本的編纂也產生了影響，如王瑬所編《國朝

文述》，文章皆從《經世文編》錄出，只略增入數篇而已。此書有道光二十二年

藝海堂刻本。其書分類編次，按文章內容及功用，將清文分爲闡道、明倫、經

世、紀事、論人、考典、遊藝、雜體等八類。《凡例》表明對於“理學涉陳腐，

考據嫌瑣屑，經濟入權譎，記載疑荒誕，議論近偏僻，詞華流浮蕩”之文章，一

律不選。王氏將駢文、韻文作爲雜體收於卷末，認爲“駢體及有韻之文別一宗

匠，要當運以古文風骨乃稱高手”，“竊謂理學之文至南宋而極盛，經濟之文至

李忠定、文文山、王文成而極盛，考據之文至本朝而極盛，所謂持源而往也，此

編不作高談，要求實用”36 。入選文章較多的作家是：王芑孫（16 篇）、張履

（11 篇）、彭兆蓀（9 篇）、方苞（8 篇）、全祖望（8 篇）、袁枚（7 篇）、董以寧

（7 篇）、魏禧（6 篇）、侯方域（6 篇）。 

《國朝古文匯鈔初集》一百七十六卷，《二集》一百卷，由朱珔積三十餘年

之工而成，有道光二十六年（1846）吳江沈氏世美堂刊本。書分初集、二集，以

有無科目者爲界。選文萬餘篇，作家千餘人。《凡例》將文分爲散體、駢體兩

家，因“近人已有《駢體正宗》之刻”，故此編專選散體，又因賦體“多對偶，

與散文稍別”，故此編也不選賦。朱珔另編有《古體賦鈔》，全書“惟取其人之

文可存，不在備體”，故“吊文祭文之類”，采之從略；而壽文因“每多浮詞”，

也一概不載。 

36 [清]王瑬：《國朝文述·凡例》，《國朝文述》卷首，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藝海堂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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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朝文錄》八十二卷，李祖陶編，道光十九年（1839）瑞州府鳳儀書院初

刊。收錄清初至嘉慶間作者四十家，順治朝選熊伯龍、顧炎武、陳宏緒、黃宗

羲、侯方域、彭士望、王猷定、傅占衡、賀貽孫九人，康熙朝選湯斌、施閏章、

陳廷敬、張玉書、王士禛、鄭日奎、李光地、宋犖、姜宸英、金德嘉、邵長蘅十

一人，雍正、乾隆朝選朱軾、孫嘉淦、蔡世遠、全祖望、陳兆侖、藍鼎元、彭端

淑、黃永年、劉大櫆、錢大昕、姚鼐、紀昀、趙佑、蔣士銓、彭紹升、李榮陛十

六人，嘉慶朝選陶必銓、劉大紳、謝振定、陳庚煥四人。李祖陶喜魏禧、汪琬、

朱彝尊、方苞、李紱、惲敬六人之文，故另有《國朝六家文鈔》。 

同爲李氏所編之《國朝文錄續編》六十六卷，同治七年（1868）敖陽李氏刊

本，體例一如《國朝文錄》。收錄清初至嘉慶間四十九家作品，爲姚文然、杜

浚、顧景星、王宏撰、申涵光、計東、魏祥、丘維屏、徐世傅、張貞生、李振

裕、陸隴其、秦松齡、徐乾學、汪懋麟、趙執信、俞長城、趙申喬、王懋竑、謝

濟世、朱仕琇、楊錫紱、萬承蒼、紀大奎、汪由敦、方婺如、沈德潛、沈彤、陳

宏謀、陳之蘭、袁枚、羅有高、劉黻、熊璟崇、陸耀、段玉裁、洪亮吉、沈叔

埏、管世銘、茹敦如、李兆洛、許宗彥、張錫谷、焦循、陸繼輅、沈大成、陳壽

祺、余廷燦、姚文田，末附編者自著《邁堂文略》四卷。他編選《國朝文錄》

時，以唐宋八家爲依歸，而《續編》所收文章風格不再拘泥於八家。如顧景星

《白茅堂集》、羅有高《尊聞居士集》，皆不甚受唐宋之範囿。李氏還將素所不

喜的袁枚《小倉山房集》收入《續編》。 

姚椿所編《國朝文錄》八十二卷，刊於咸豐元年（1851）。收作者近兩百

家，規模較大。大抵以桐城派爲圭臬，於陸隴其、汪琬、朱軾、方苞、劉大櫆、

朱澤沄、姚鼐、張士元、朱仕琇、王昶、管同諸家文，錄之最多。在體例上，大

致遵循姚鼐《古文辭類纂》而略有變化。其選文宗旨“曰明道，曰紀事，曰考古

有得，曰文章之美，有一於此，皆在所采”，但在四者之中仍有具體要求，對於

“言理而涉語錄，述事而近稗官，與夫專尚考據瑣屑不復成篇者”37 ，一概不

選，尤其對於考訂家諸集不甚措意，錢大昕、淩廷堪、孔廣森、朱筠、阮元等人

概未采及。 

《國朝文征》爲吳翌鳳編，有咸豐元年吳江沈氏世美堂刊本。收錄作者二百

八十餘家，文章千餘篇。所選文章皆是有裨於經濟學術之作，體制不拘一格，以

理明詞達爲準則，尤重“忠孝節義，有裨風化，或遺文佚事，可備掌故者”。對

於考據文章與理學文章皆有所不滿，認爲“考據之文，易於傷氣，若專言心性及

二氏之學，愚所不喜，故從舍旃”。全編選文較多的十位作家依次是：汪琬（37

37 [清]姚椿：《國朝文錄序》，《國朝文錄》卷首，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埽葉山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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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魏禧（36 篇）、邵長蘅（36 篇）、王源（30 篇）、方苞（30 篇）、侯方域

（29 篇）、施閏章（29 篇）、朱彝尊（29 篇）、毛洪溟（29 篇）、全祖望（29

篇）。 

《國朝古文正的》爲楊彝珍編，有光緒六年（1880）獨山莫氏刻本。選自清

初顧炎武至咸豐年間姚諶等共計七十七人、四百餘篇文章，選文較多的十位作家

依次是：方苞（19篇）、吳敏樹（19篇）、潘諮（15篇）、胡天遊（14篇）、姚鼐

（14 篇）、曾國藩（14 篇）、梅曾亮（10 篇）、魏禧（8 篇）、劉大櫆（8 篇）、朱

琦（8篇）。其中吳敏樹躋身第一，楊彝珍抑或出於私交而將吳氏置於榜首。他推

崇以駢文名家的胡天游、汪中，亦顯示清朝包容駢散的古文觀念。《凡例》稱對

於言性理、考據、官牘之文，概不選錄，認爲“有涉三者之文，便不入古”。 

此一階段，面對變幻的局勢，桐城文派的雅潔文章已不能完全順應時勢要

求，開始走向衰落，但仍有以桐城文章觀編選的總集行世，梅曾亮《古文詞略》

便是代表。曾國藩文章學出於桐城，而不囿於桐城，他提倡經濟之學，將經史看

作取法之源，擴大桐城文派的取法範圍，所編《經史百家雜鈔》亦是順應時勢之

舉，體現出與《古文辭類纂》不同的旨趣。另有兩種接續姚鼐《古文辭類纂》，

分別由王先謙和黎庶昌編選，而後者實承襲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的意度而

來。梅曾亮《古文詞略》，其《凡例》謂“姚姬傳先生定《古文詞類纂》，蓋古

今之佳文盡於是矣。今復約選之，得三百餘編而增詩歌於終”38 。此書體例悉依

姚鼐《古文辭類纂》，稍作增併而已，分爲十三類：論辨、序跋、奏議、書說、

贈序、詔令、傳狀、碑誌、雜記、箴銘讚頌、哀祭、詞賦、詩歌。《凡例》認爲

“子建、叔夜之文”“未嘗非古文也”，然而“氣則靡矣”，這與前期桐城派古文

觀相比，有所突破。 

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二十八卷，其書命名之意，因其選文“每類均以六

經冠其端”，且“采輯史傳稍多”。曾氏將經、史、子部的文章也加以收錄，擴

大了總集的收錄範圍。將文體分爲三門十一類，即著述門：論著類（著作之無韻

者）、詞賦類（著作之有韻者）、序跋類（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告語門：

詔令類（上告下者）、奏議類（下告上者）、書牘類（同輩相告者）、哀祭類（人

告於鬼神者）；記載門：傳志（所以記人者）、敘記（所以記事者）、典志（所以

記政典者）、雜記（所以記雜事者）。曾氏以著述、告語、記載三門爲統領，王

葆心《古文辭通義》評價其內有的含攝力曰：“告語門者，述情之匯；記載門

者，記事之匯；著述門者，說理之匯也。三門之中對於情、事、理三者，有時亦

各有自相參互之用，而其注重之地與區別之方，要可略以情、事、理三者畫歸而

38 [清]梅曾亮：《古文詞略·凡例》，《古文詞略》卷首，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上元李氏養素山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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隸屬之。”39 該選在一定程度上調整和彌補了姚選分類與選文之不足。曾國藩的

分類之中有九類是與“姚氏同焉者”，亦有增損，取消了姚鼐的“贈序類”，又

將姚選的“書說類”改爲“書牘類”，把“頌贊類”與“箴銘類”劃入詞賦之

下，曾國藩對“說”類文章沒有專門設類，而是將其置於“著述門”中的“論著

類”與“序跋類”。在按體分類時，對文章寓審美於應世之功能更多兼顧。姚選

不從正史中選錄文章，故曾氏專立“敘記”，將著名的歷史散文歸入其中。“典

志”記各種制度，也是曾氏新創。曾國藩的選文視野與姚選立異之處，正可體現

湘鄉派脫逸桐城派的面向。 

王先謙所編《續古文辭類纂》三十四卷，有光緒八年（1882）刻本。選錄乾

隆至咸豐間三十九人四百五十餘篇文章，選文以桐城、陽湖兩派的作品爲主。其

分類和編排體例則完全仿照姚選，所補以序跋、碑誌、雜記、書說及論辨類爲

多，詔令、奏議、辭賦三類沒有收文，書說有書無說，讚頌類有贊無頌。他認爲

清代這些體類的作品文學性不夠。如其解釋奏議類不收清文曰：“今之奏議，要

在明切事理，古義美辭，所弗尚也。體既專行，不入茲錄。”40 辭賦類空缺，也

因爲辭賦是“《風》、《雅》變體，取工駢儷，國朝諸家，尤罕沿襲，間有述作，

不復甄采”。選文較多的十位作家依次是：梅曾亮（80篇）、曾國藩（78篇）、姚

鼐（57 篇）、吳敏樹（42 篇）、惲敬（28 篇）、龍啟瑞（26 篇）、管同（18 篇）、

朱仕琇（16 篇）、吳定（13 篇）、張惠言（10 篇）。此書刊行後，因其於姚選有

所增續，又略早於黎編，故在當時影響較大。王闓運在評論王先謙著述成就時，

特別稱譽此書“差足以比肩惜抱”41 。 

黎庶昌所編《續古文辭類纂》二十八卷，有光緒二十一年（1895）刻本。書

分上中下三編。上起《尚書》，下迄清末，收文四百四十九篇。上編爲經、子兩

部，其中又分論辨、序跋、奏議、書說、傳狀、雜記、箴銘、頌贊、辭賦、哀

祭、敘記、典志各類。中編爲史部，其中的分類除無論辨、箴銘、頌贊外，其他

與上編相同。下編全爲清文，首篇爲朱彝尊《秦始皇論》，末篇爲《湘軍制》。

其分類依照上編，但無詔令、典志，而增碑誌、贈序。姚選斷自《國策》，“不

復上自六經”，且不選史傳。而黎氏此選，意在補《古文辭類纂》之未備。對六

經、子、史，多所採擇，並依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之例，於姚選所分十三類

外，增辟敘記、典志二類。在編選時，“將盡取儒者之多識格物，博辨訓詁，一

39 [清]王葆心：《古文辭通義》，《歷代文話》第 8 冊，頁 7715-7716。 

40 [清]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例略》，《續古文辭類纂》卷首，《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610 冊，頁

73-74。 

41 蔡冠洛編著：《清代七百名人傳》下冊，北京：中國書店，1984，頁 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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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諸雄奇萬變之中，以矯桐城末流虛車之飾”42 。本書雖名爲續姚鼐所輯《古文

辭類纂》，但代表湘鄉派眼光。所選清人文章，名家如宋潛虛（即戴名世）、章

學誠、鄭珍等以及部份湘鄉派古文家，都是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所未選。選

文較多的十位作家依次是：曾國藩（55 篇）、姚鼐（33 篇）、梅曾亮（17 篇）、

張惠言（14 篇）、張裕釗（9 篇）、吳敏樹（8 篇）、龔自珍（7 篇）、鄭珍（7

篇）、朱彝尊（6 篇）、戴名世（6 篇）。 

《八旗文經》之編集，發起人爲咸、同間的倭仁，編纂者以盛昱爲主，楊鍾

羲續完，先後歷經三代人，計三十餘年。有光緒二十七年（1901）武昌刻本。盛

昱爲鑲白旗人，光緒進士，官至祭酒，博學多才，有文譽。此編爲清代八旗文人

文章選集，收古文辭賦凡六百五十篇，作者一百九十七人，除滿洲一百零七人

外，尚有漢軍七十二人和蒙古十八人。張之洞序解釋“所謂八旗者，實已統四方

之人才而有之。非如金元兩代，其所倚爲腹心干城者，止女真一部、蒙古一國已

也”43 。體例仿《文選》，全書文選五十六卷，後附《作者考》三卷，《敘錄》一

卷。《作者考》對於探究清人生平有重要史料價值，如《作者考》甲有曹寅事

迹，《作者考》丙有高鶚事迹。集中如《西藏賦》、《八音樂器說》、《漸離論》、

《三史論》諸篇可謂代表作。 

《國朝文匯》二百卷，沈粹芬、黃人、王文濡等編，宣統元年（1909）上海

國學扶輪社石印本。全書五集，按人編排，自顧炎武、黃宗羲諸家始，至近代章

炳麟、嚴復、康有爲、梁啟超諸家終，收錄一千三百五十六名作者，一萬餘篇文

章。清人編選國朝古文總集，或以桐城文派爲依歸，或注重選錄清代獨特的考據

之文，而《國朝文匯》選文卻強調“不名一家，不拘一格”，力求網羅有清一代

各個流派的代表作品，全面反映清文“軼邁前古”與“奄有眾長”的風貌，其特

點如沈粹芬序所說：“其曰文而不曰古文者，奇偶同源，不能獨古文行也。曰文

匯者，譬諸導河，經積石，下龍門，經百川而朝宗於海。”44 黃人撰序批評某些

“操選政者”拘泥家法，以致“界限愈嚴，容積愈濫；體制愈峻，氣息愈庳”，

主張通過編纂整個清代之文，使讀者“得以識世運消長，人才純駁之故”。在當

時“歐、和文化，灌輸腦界”的背景下，編者放眼世界文學，亦充滿自信：“夫

以吾國文學之雄奇奧衍，假罄其累世之儲蓄，良足執英法德美壇坫之牛耳。”45 

本書還注意儘量少選文學性不強的奏疏、壽文、墓銘之類，多選文學色彩較濃的

42  [清]黎庶昌：《續古文辭類纂目錄序》，《續古文辭類纂》卷首，清光緒十五年（1889）上海商務印書

局本。 

43 [清]張之洞：《八旗文經序》，《八旗文經》卷首，光緒二十七年（1901）武昌刻本。 

44 [清]沈粹芬：《國朝文匯序》，《國朝文匯》卷首，《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672 冊，頁 358。 

45 [清]黃人：《國朝文匯序》，《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672 冊，頁 35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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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記、傳等。編者還高度評價清初進步思想家的作品，極力推崇晚清龔自珍、

魏源等人和改良派的文章，充份肯定吸收西方文化的新學。 

《涵芬樓古今文鈔》爲吳曾祺編，書成於宣統二年（1910），卷首有該年嚴

復《序》。全書分類按年編排。其選文起自上古，迄於同治、光緒間，約九千餘

篇，包括部份韻文，但不及正史和諸經。吳曾祺認爲曾國藩分類有諸多不妥，但

在處理“說”類篇什上的做法尚屬可取。該編仍宗姚鼐的十三類分體法，兼采

曾、王二人的優點。吳氏認爲姚選在文體分類上尚不夠細緻，“綱則綱矣，而目

未備”，故不避繁瑣，詳分細目，共得子目“凡二百一十三種”46 。除書說類

外，其他十二類文體名稱都照搬姚選。“書說類”則按曾、王二人的見解，更名

爲“書牘類”。書前另附有《文體芻言》，詳細闡明分屬之法，論述各種文體的

特點。本書摒棄了《古文辭類纂》不收律賦之規，采摭律賦佳作十餘篇。後因卷

帙繁多，讀之不易，吳氏重加選輯，別爲《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雖篇幅不過

原書十之二、三，然其大略粗備。 

結語 

選本是富於當代屬性的一種文學文獻，不僅意味著編纂活動對文體消長和當

下創作實績的梳理，亦含選編者對古文的體制因革方向的某種推動或反映。清人

在近三百年中從事古文編纂活動，既是巨大的文獻積澱，更挾貫著學壇與文壇之

風，彰顯一代古文的體制因革與演進脈絡。清初文化政策相對寬鬆，有多位身處

易代之際的學者開始編纂明文總集。隨著朝廷文風導向上的正統化，產生了《御

選古文淵鑒》、《國朝三家文鈔》等重要總集，理學資源對古文統緒的疏鑿尤見

成效。乾嘉時期，文人突破壓抑，文派彼此抗衡，帶動了古文選本的繁榮。同

時，漢學的發展促使相應考證文體進入文學視野，這在古文總集中也得以表現和

引發反省。嘉道以降，國家、民族危機日重，《經世文編》系列總集的高度活

躍，成爲晚清以來特有的文化現象。隨著西學引入帶來的種種刺激，保存和調動

國粹的心態也有所自覺，《八旗文經》、《國朝文匯》等一大批古文匯選文獻的出

現，將一代文章納入收束之音。 

46 [清]吳曾祺：《涵芬樓古今文鈔敘》，《涵芬樓古今文鈔》卷首，宣統二年（1910）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