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傅良《春秋》學與

古文關係研究
 ?

鄭芳祥

提　 　 要

奠基於學界長久以來經學與文學關係緊密的命題之上，本文所欲解決的

問題是，陳傅良《春秋》學世變觀、書法觀與古文關係何在？本文認爲，陳氏

世變觀著眼於“事端（始）”“漸”“累”“甚”，書法觀則强調《春秋》、《左傳》之

書與不書如何互相發明。陳氏《春秋》學不僅僅用於解經，更廣泛的見用於

各體古文，包括序跋、書信、雜記、墓誌銘、祭文、論説等等，以及相應的各種

不同人事現象、歷史事件。其以“組絲貫珠”的敘事工夫處理古今事物，或

是條理清晰的敘述演變現象與關鍵，抑或是以少總多的見出全幅圖像。最

後輔以關鍵論斷，或兼述人情。這展現了陳傅良的經學、史學、文學素養與

廣博學識，對於本文更重要的，此學養成就了其兼融敘事、議論、抒情的古

文作品。

關鍵詞：陳傅良　 古文　 《春秋後傳》　 世變　 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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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陳傅良《春秋》學之世變觀與書法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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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公與公語合，喜甚，益相與考論三代、秦漢以還，興亡否泰之故，與禮樂

刑政損益同異之際。蓋於書無所不觀，亦無所不講。經年而後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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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故寶謨閣待制致仕贈通議大夫陳公行狀》，《文集》附録 ２ ／頁 ６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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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深究經旨，詳閲世變”“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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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且熟讀，見得隱、桓以前，僖、文之際，哀定終篇，無慮三變綱目，

則成書舉矣。其他依經爲傳，文無虚發，優游不迫，而意已獨至，蓋非二

家所能及。（《文集》卷 ３５ ／頁 ４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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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諭看過《左氏傳》，甚善。疏問數條，只是小小事目，未是穿貫五霸之

變。五霸功罪未分，則東遷之不競，與歷年多處未見著落。《春秋》固是

聖人經世之用，要其託史見義，以五霸爲據案。而左氏合諸國之史，發明

經所不書，以表見其所書。因五霸之興衰，究觀王道之缺，則戰國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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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周亡而秦漢出矣。此其大略。（《文集》卷 ３５ ／頁 ４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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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夫子始以編年作經，其筆削嚴矣。左氏亦始合事言之史與諸書之體，

依經以作傳，附著年月下，苟不可以發明筆削之指，則亦不録也。（《文

集》卷 ４０ ／頁 ５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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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切然以爲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以爲變例。竊以爲

未安。公之書不然，深究經旨，詳閲世變。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

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若左氏或以爲

非爲經而作，惟公以爲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瑐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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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陳傅良《春秋》學世變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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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始”“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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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X+》+#ä：

晉遂以大夫盟諸侯也。大夫而與諸侯敵於是始，故書大夫專盟自士縠

也士縠非卿也，特書之，見晉之卑諸侯也。然則士縠主是盟也，則曷爲序

士縠於諸侯之下？春秋不以大夫主盟也是。故訖于宋，不以大夫主盟。

翟泉貶。此何以不貶？貶不於其甚，則於事端，餘實録而已矣。是故書

士縠。（《後傳》卷 ６ ／頁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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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漸”“累”

B9《X》W¹，�Þí¨£¦£《()》�Û)“�k”d“n”“�”Ñ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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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ÃQX1d”["À。ß�Ñ"ÀÂ《X+》,《()》:NÀ

ÈÉ（Ｂ．Ｃ．６３１）“ßLó÷�<”̀ #，|#ä：

“荆人來聘”、“楚子使椒來聘”、“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秦伯使術

來聘”。《春秋》，蓋“累而後進之”也。（《後傳》卷 ９ ／頁 ２０）

《X+》º`�ÁÍ|Ûî»《()》gÊIU，wßÂKL�s�、oYÇâÿ

õ，À����a，À�6��Iw[¥k。瑐瑤 WX，£¥w“ÃQX1d”ü

]t�d，]r�《()uv+》,ºÇNÀùÉ（Ｂ．Ｃ．６７１）“荆6�<”̀ #。

《X+》cY�$�、oÑa�É��dU，|få°nÃdý，y《()》Û�

a、�Iww�1d。£¥BÁIô?dP，|*《()》U，ø《uv+》+

#�Q廣d，t$《()》SP。|Td“Ã”，E£ôIU.yd“|”，QÎ<

j¿"d“n”“�”ÑHs.m。

《X+》W�ü��,IU.yd“|”。Æ《()》/NùÉ（Ｂ．Ｃ．７０９）̀

#：“Ð，Ë.d.L¢Î�。”《X+》,ä：

胥命者，交相命也。相命也者，相推長也。諸侯不禀於天子而私相命，於

是始。……於是“齊僖稱小伯”、“黎之臣子亦以方伯責衛宣”，桓文之事

其所由來者漸矣。（《後傳》卷 ２ ／頁 ３）

£¥,ºê»`#，£ô�kd“n”。_¸õømãtoLXÎ¯。Þ《a

]》g9，ËkN¾ØÍN、/NÉ®，�f“Ô&”d�。瑐瑥 £¥w$，ß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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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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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Æ《()》kNícÉ（Ｂ．Ｃ．６４３）̀ #：“Ð，÷B。”《X+》ä：“S÷B，

��Ëd|R。”（《X+》� ５ ／( １２）eÆ《()》xN�É（Ｂ．Ｃ．４８７）̀ #：

“(lmn。�NÖñ，wñ&»u。”《X+》ä：“‘p�yuÎp’，»p¼d

|R。‘Ë£ø弑|ÉL’，»Ë¼d|R。”（《X+》� １２ ／( ４）!#!"xN

�ÉI。£¦£"^M�()õJw�，v.¬�*Âd/â。·�ØNN、

xNd3，p、Ë5�Cü(，XÞ《()》̀ dÊ9，£¥>5ÁIÂU，�$

w¥、T�¥spa，£øsËa，4¶µ5[a~ù�，̧ õH°4Ña�¼

d“|”。瑐瑦

�]g"，£¦£“F¤�k”[~}，¾s“n、|、Ã、�”Y�Z.yø

kd�Ñ。O�Mã（１１９４—１２２４ ¾w）Î$,Lõ，£¦£t¡,L�l;

r¢。£¦£《�{》ä：“'�{ew��Id ，$lþ2W。��ãa

ÐH，q�QÃ�ç£ö�，ÿÂ|�，!LMh，Æ°v2。”（《#�》ÿh ２ ／

( ６９２）£¦£)t�Zd“ç£ö�”“!L”，mYø©!Å�ºl《()》̀

“&Ö�N”[�km，瑐瑧öds��ãaÐ_Q�。®Û6ß^£¦£L#

û,md，»ß�kmÅwºl[¹�À�&L廣Í。

　 　 （三）陳傅良《春秋》學書法觀

sps��km[�,，9《X》"SPm[ZãÒhAv�，<<n�

《()》kN0É（Ｂ．Ｃ．６５５）[“�(dÍ”。`#ä：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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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pa，w¥、T�¥d�X，áç�L�、,、�ù®4p[>ø。《X+》s《()》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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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ÝL@E殺�ÉL、êN、�N�waÉ，óv:Ë#$ £¥OÀ。《X+》s
《()》xN�É（Ｂ．Ｃ．４８９）“Ë£ø弑|ÉL”̀ #，,ä：“sYË:À£¥N。”Dí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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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É），( ２６０—２６７。
æ�Í：“£¦£ø‘&Ö�N’û$《()》�k[ºlr~。”FG¥4：《́ ���j
〈()〉�k———w£¦£〈()X+〉$V》，《I華«�》) ３０ J（２０１９ É １２ n），(
１７５。



9《X》Ph《X+》+#ä：

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厲之役，鄭伯逃歸，不

書，蓋逃楚也。夷夏之辨嚴矣。（《後傳》卷 ５ ／頁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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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陳傅良《春秋》學的學術定位

¾�¬�`J#]，£¦£$´�j�I��[üñ，�Þc76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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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D》（$Â：T華S>，１９９９É），Ó ３，( ９６７。
>¸�：《〈()〉SPjR?�———F�SdR?m》，《ÁIô?jL#UP———(R
“̀ `ò#^”O"》（#$：µ#ÿr+®�f¡N>，２０１６É），( ５０９—５５６。



Ý÷ST£¥¾�`ZT[w+，J�s£¥《()》�[�`ZAU。êë

sf=s!#[/0。

��/0�I�`56ÿÍ，8£ô#é、Z�、̀ �òÅYY~Ó，iß

RY|f¶s|Û��[) Û2。瑑瑤 £¦£/P`Zÿ，̧ õ�s�¬[

c、*S、�c8f/0，íh�I�`dÒV。瑑瑥 ß�I�`�Á，�h~/

¾£¦£《()》�]。

�¬《()》�Îö�����，s²ö、6«d¦¦Ûm，yf“ö�化”

[�]。r&a《()+》íh¬Ä。瑑瑦 ¾ÆÇ��T，£¦£《()》�?ã

s�ñö��Q¶�Ûù。瑑瑧 q½m¦[Y，ö�®_"LÇdk，X}¾è

m6�®c7à9[Ð»———ö。瑑瑨 spd�，£¦£)t�kd“n”“�”

“Ã”“|”，Òhjö�®g�)�W¸，Q�Au�Z�[Oã。

tß¿o，í¨£¦£�If|�`ZAU。bhsiY/056，!#

�,£¦£《()》�ÆÑ~/¾L#û,T。Q�I|Û��，J�sö�

®d《()》�IjL#zû[��，»ÎTOã。瑑瑩

２９２ 　 人文中國學報（第三十三期）

瑑瑤

瑑瑥
瑑瑦

瑑瑧

瑑瑨

瑑瑩

,"��$�I�`“vw�Ìã，�Ñ¾s‘«EõQ*Å’”。FG¥4：《"�¬`Z�.
ydmT、<X、ýÁ、+çj|g÷5dÛÜd#éd�》，《#jm》) ２８J（２０１６É ６n），
( １３８。�5C"�I��P�[¯¸ýL，¾s“�4As#é、̀ �、Iýù�……uÝ
$‘̀ �Iý’d}，_Aû$¨[D[dW”。FG¥4：《�n》，《�I�`/0———u¬T
arEZT[¨ç、MDj/��)》（#$：#§�r+Ty，２０１７É），( ２６。
ÜC：《£¦£+"》，( １９９—２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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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５É），( １７６。
ÆßOã_f|9p。®wf《()》�4û+��$�â，¿"r&a´7�¬Ä[。
Xr&a+�#^W�，mÒAs£¦£。Æßü�，§9wOãr&a《()》�j#
^zû®[��。r&aû,ÂstôÇ、³õrD：《$�#》（]K：]K?Sr+
N，２００６É），Ó １４６，( １０７—１７０。ÀYmd，!#ç#énÎ、§smã，Q(a£¦£
$/0�â，³b�h。�s《()》�j#^ô�[/0to�I，£¦£_YØÌ[
mã�â。



三、 陳傅良《春秋》學世變觀、書法觀與各體古文

¾�ç£¦£《()》��km、SPmX，®1üç¤¢£¦£《#�》，

W9./，£¥《()》�jL#û,��³É。�km、SPmW<<Ås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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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ï+Ì£N¿M》，《#�》ÿh ２ ／( ６８７、６８９），“üIüù，q§s

»QX(。>9d]，"pQ~ d”（<õ《�yï+ÌkCÑTc£N¾

uv》，《#�》ÿh ２ ／( ６９９），À《#�》md，íI³b$�d?。w�4#

~Im£¦£_Å《()》�mûûL#[/â。

　 　 （一）序跋：學術史、政治史

£¦£ø《X+》T“F¤�k”[《()》�ã}，_Å¾mã|ÛIù[

.y]。ê!¾X跋#T"�`Z、:PZ�g~/，Æ《1〈MdI〉X》：

王道至於周備矣。……嘗緣《詩》、《書》之義，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

心，考其行事，尚多見於《周禮》一書，而傳者失之，見謂非古。彼二鄭諸

儒，崎嶇章句，窺測皆薄物細故，而建官分職關於盛衰二三大指，悉晦弗

著。後學承誤，轉失其真。漢魏而下，號爲興王，頗采《周禮》，亦無過輿

服官名，緣飾淺事，而王道缺焉盡廢。恭惟本朝，純用周政。千載一時，

爰自藝祖。……蓋周衰且千載，而《詩》、《書》之意於是焉在，豈不盛哉。

熙寧用事之臣，經術舛駁，顧以《周禮》一書理財居半之説，售富强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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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開基立國之道，斵喪殆盡，而天下日益多故。迄於夷狄亂華，中原化爲

左衽。（《文集》卷 ４０ ／頁 ５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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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íÂÉr*PdyÙÉ。瑒瑢 Q6Ô“F¤�k”dZç、ryí?Éd�

*、¾Yd+"、YYdm?，8¾ß#Äî´û。

《()》j《Md》Ñ3`�，Y£¦£�`[) ~Ó。£¦£_ï《2

¢》，³=fc��´[Oã。《跋〈2¢〉"》"ä：

古者重小學，《爾雅》所爲作也。漢興，除秦之禁，嘗置博士列於學官。

至今漢儒書行於世，如毛氏《詩訓》、許氏《説文》、揚氏《方言》之類，蓋

皆有所本云。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此書不課於舉子，由是浸廢。韓退

之以古文名世，尚以注蟲魚爲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國初諸儒獨追古，

依郭氏注爲之疏，《爾雅》稍稍出。比於熙豐三經行，學者非《字説》不

學，自先儒注疏皆罷絀，而《爾雅》益廢。余憶爲兒時，入鄉校，有以《爾

雅》問題者，余用“能辨鼠豹，不識蟛蜞”爲對。其事至淺，諸老先生往往

驚嘆，以爲博也。郡有刊疏并音釋若干卷，以久不就，字畫多殘闕。金華

趙君子良來爲推官，繕補之，始頗可讀。趙徵余言，因叙此書之所以廢，

且見子良之志。（《文集》卷 ４１ ／頁 ５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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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k，{hf5。£¥�sÈ¬¹k，EA

6ÃeO�，�6d&üK，Èf��,d~"。ê�TÄ/¾|ç跋。£¦

£t·A_Å《()》�m¡�#，《跋dÂ�j�ÓL]S6»*�ON~m

Y》ä：

季路爲余言，此稿得之京没入官故紙篋中。嗟乎！方京矯誣君父以欺天

下，凶焰塞穹壤矣，豈知遺稿在官所斥賣之録哉！然自蔽罪攸、貫，而京

佚罰，竟死牖下。《春秋》誅首惡，若攸、貫尚足誅乎？（《文集》卷 ４２ ／頁

５３４）

£¦£vÂdÂ（１０４７—１１２６）+�¸é，uÉ¼Âí<d±，ýQ¬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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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２１６。



�kd“n”j“�”��³É。¢�¾Íº«�《()》�IX，È��~"£

¥g..[º�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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ß”Wh%]，8Y��õ¬Ûù[#�[ç跋。瑒瑥

　 　 （二）書信：論史、論政

m6ß訥（１３７２—１４５７）《#^¦~XI》"“S”~õI：“¤"+¨ç，6

»�¸？SW�dsS，»&vû|E�dA�？”瑒瑦1Jm�oß訥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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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瑤
瑒瑥

瑒瑦
瑒瑧
瑒瑨

Êët：《#~XIù ·#~m¦XI》（#$：&r+N，１９９８É），( ９３。
�mm#g¹£¦£ç跋，|�âL>fSé、AªY。��t/0O�Aª�jSP�，
Wr|f“T�±ß”“$�±ß”。FGT®£：《O�SPT[$�±ß》，《yã�`�
(》) ２８�) ４J（２０１１É ６n），( ５９—９４。1¢F：《O�AªsújT�±ß》，《�`
Z/0�(》) ３１J（２０１１É ９n），( １—６０。ñ×z�$：“zO�，#�mç跋efµ[
.y。üYçþfµ[Ny，ÆWAO�û®sø;a_õ[�¥±)Lísç跋dT。”
FG¥4：《�¬ç跋#[c��|#化A�》，《�#"Q》，( １１—１２。
ß訥：《#~XIù ·#^¦~XI》（#$：&r+N，１９９８É），( ５１。
1Jm：《“S”“�”û$#�mTd�gÛ\》，《L�Ta{Å#m��》，( ９６。
tôÇ：《�#ï"》（]K：]K6ar+N，２００８É），( ７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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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à，�Æ¿"，w�"Sà"Z、":�。

£¦£Yóôõ#[�ü。RW�Æß，Û�óôcpøkZ_fmã。

《äÜã�》#ä：

其秀民得從事於學，蓋二千五百家而後有序，三年而興之，是謂草澤之士。於公

無廪，於朝市無制，其升於國則異是。其從公卿大夫之子匹學校者，固有廩矣，

其市朝固有制矣。士之子恒爲士，不敢舍而之他也。漢承絶學之後，猶謹鄉教

授之法，而取士以户口，率不敢開游士之禁。唐之四門學所謂俊士者，則四方之

所升進，餘皆品子。自國初以行舉誘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向之爲閩、蜀、

唐、漢僞官者，往往慕化從順，願仕於本朝。由是家不尚譜牒，身不重鄉貫，以此

得人，而其流弊則在今日。又自熙豐變役法，而鄉邑之豪無以自見，鬻度牒

而隱逸之路塞，罷學究而椎魯之徒無所入，若此類不可遍舉，於是舉世悉由

於進士。合四瀆之流爲一川而歸之海，其不放而被原野乎！今其勢極矣，度

其變不遠，上之抑揚闔闢，恐非人事也。（《文集》卷 ３５ ／頁 ４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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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瑩

瑓瑠

��/0�¬sL¢S6Ð§[/â，íGMQ#：《�¬óôIO6äjhý6ä�(
æççc�\d4¦》，《¢'/0�(》) ５８�) ３J（２０１２É ９n），( １０５—１３８。
£¦£gn“dpe”üB，Ébl&ªµP~ì。FG£廣v：《)î^ 　 l&ª��
µP�|g\Å;》，《$�:P¥£®l&ª》（ª®Ç：¨$¢'r+N，２０００ É），(
１５４—２４１。Í¾�Ä，EfpeÝ�[Ê9。FG黄ÕÜ：《�¬1¢N"`�Z"�》
（#$：#§��S>，１９８９É），( ３８４—３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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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ã`+dSjWS，BwÔ.ë`U。ÚÍ`�，

£¥_øßm¡_ÅsZM/0。《ä~LR》ä：

荀、袁二紀以來，下逮司馬通鑑，大率欲祖左氏。蓋左氏本依經爲傳，縱

横上下，旁行溢出，無非解剥經誼，而非自爲書。今乃合太史公紀、世、

書、傳，繋之編年，則其間事辭轇轕，勢必至得此遺彼，由此觀之，類不如

正史之悉也。然區區所冀，深探書外之意。（《文集》卷 ３６ ／頁 ４６８）

£¦£�$，《()》̀ +jZMW¸， d¾“̀ ©”df´，yZMWcîh

_¾DÉ÷f。¾¿Æß，��`�jZM，¦c“º�`©”，¦c“�|S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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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_>9�I”。（《#�》� ３７ ／( ４７５）

ÚÍ�"óôcpdk，£¦£Sà�"Ñ��Z.y�_fd，《äi

¥�》ä：

自建隆創業，嘉祐守文，熙寧變法，宣政召禍。其間盛衰，何可勝道。建炎

諸賢，竪立亡幾。紹興季年，粉飾已過。上獨慨然右克廣文聲之意，而書

生承紹，類皆齪齪。以至今日。吾黨宜究觀大方，深求□□□□□□（闕

六字），則講求廢墜，以興文物。（《文集》卷 ３５ ／頁 ４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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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øk�_fd。Æ《jM�s》ä：

伏自相公參預以來，奏記非一，間亦及於管見，而徒依善頌以爲言，不敢

妄陳當世之事。今相公獨運大柄，無所避屈，頃讀謝表，嘗略窺鈞意所嚮

矣。故敢僭言之。往者渡江諸老，知討賊而不知立國。紹興季年，知保

境而不知尊君。夫惟不知立國，故保境之説勝；不知尊君，故討賊之義

高。二者相持，至今未解。王公將相，往往以此代爲進退者，五六十年於

此矣。雖比歲以來，此義磨滅殆盡，而朝野之情終未但已。伏惟相公，兼

而收之，次而舉之，勿使忠□之臣，以國家爲忘天下之大義；静重之士，以

朝廷爲徇匹夫之狂言。此固當今風厲自營，消伏黨論之所務白也。夫兼

而收之，則助之者衆；次而舉之，則沮之者難。惟相公留意，幸甚。（《文

集》卷 ３７ ／頁 ４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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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âj©ç。#LJ1,�5（１１１８—１１８７）�¥kß/@，ùÅ“T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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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６９１）Àß<Sà¦íü|v、£ì6�ô±©。瑓瑡

　 　 （三）記：建物、學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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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Ê、SúÊ、�óÊY。ß訥"“Ê”~ä：“ËÊ�，¤gw�W

n。……QIdX，5û+"wßd，ß$m~。……5�Î+"，h|nÎw

O�Qã¢，w�|$~dkR。”瑓瑢ßú廣Î"Ê~L#��¹o，tôÇ�

$：“�ÊJ"，�w+"$Ê，êÀY�¬fÊ#[Û2。”瑓瑣1Jm�$：“m

ImÍ‘Ê’dÀ‘ûù+=’Qá|_í×Ö‘Iö+=’，ßì+=ôs�á

[±{。”瑓瑤“w�Wn”[“QI”Êh，w�“O�ã¢”[“+"”，ßì�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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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ö�Ê》ä：

　 　 縣學故有記……劉侯龜從今更治學。……

　 　 蓋聞崇寜之際，天下之學盛矣。提學有官，贍學有賦，上之加惠諸生

甚隆也。而有司方以三經造士，自《春秋》不得設科，非王氏之説皆爲大

禁。當是時，吾邑已有學，置弟子員如他所，然三舍之興，無一士能取聲

名者。始林石介夫先生不爲新經，以《春秋》教授于鄉。……中興新美

１０３陳傅良《春秋》學與古文關係研究　

瑓瑡
瑓瑢
瑓瑣
瑓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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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ôÇ：《�#ï"》，( ６５３。
1Jm：《Rµ“Ê”jQù“Ê”û$#�mTd�gÛ\》，《L�Ta{Å#m��》，
( ４０５。



學校之化，嘉與復古，罷三舍還之鄉舉，列《春秋》學官，使士得各自致其

説而無禁諱。……温爲東南支郡，瑞安又屬邑，而一日以多士名天下，天

下引領慕向之，豈不盛哉！則吾邑之學視他所爲如何也。而歲月久，寖

趨於廢。……

　 　 劉侯，公非先生曾孫也。以家學爲縣識所先後，又常常樂道吾土風

之美。去有日，待士如始至也。以所藏《春秋權衡》、《意林説例傳》鋟之

學。歸負租，訪閒田，將以追舊學之蹟。侯之望人厚，人亦宜不自薄。余

故誦舊聞，表見吾邑學者本末如此，以勸後人。餘已見前記者則不著。

淳熙十三年十月記。（《文集》卷 ３９ ／頁 ４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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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季至於五代，用兵而教事闕。聖人作，四方次第平，以俎豆勝干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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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天下靡然日趨於文。蓋宋受命四年，遂平荆湖。又十有一年，尚書朱

洞來守長沙，作書院嶽麓山下。……五六十載之間，教化大洽，學者皆振

振雅馴，行藝修好，庶幾於古。當是時，州縣猶未盡立學，所謂十九教授

未有顯者，而四書院之名獨聞天下。上方崇長褒異之者甚至，則其成就

之效博矣。熙寧初行三舍之法，頗欲進士盡由學校，而鄉舉益重教官之

選。舉子家狀，必自言嘗受業某州教授，使不得人自爲説。崇寧以後，舍

法加密，雖里閭句讀童子之師，不關白州學者皆有禁。詔令誠甚美，然由

是文具勝，而利禄之意多，老師宿儒盡向之。（《文集》卷 ３９ ／頁 ４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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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道元年，故師樞密劉公珙，克復開寶之舊，已浸費治。今直徽猷閣潘公

畤亟踐修之。某得官桂陽，於長沙爲屬邑，始詣大府請事。時公至鎮適

數月矣，與九郡守要束，咸以寛簡，闔部晏然，民吏意得，曾無凡目可以再

三於有司者。因得陪别駕後，至書院謁諸先生祠下，會修事且輯，諸生穆

然而志專，徘徊樂之，不忍去也。既去，州教授兼山長顧杞、堂長吴獵，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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訖役屬爲之記。（《文集》卷 ３９ ／頁 ４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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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宋興，士大夫之學亡慮三變。起建隆至天聖、明道間，一洗五季之陋，

知鄉方矣，而守故蹈常之習未化。范子始與其徒抗之以名節，天下靡然

從之，人人恥無以自見也。歐陽子出，而議論文章粹然爾雅，軼乎魏晉之

上。久而周子出，又落其華，一本於六藝，學者經術遂庶幾於三代。何其

盛哉！則本朝人物之所由衆多也。（《文集》卷 ３９ ／頁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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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侯）下車纔數月，修墜緒，平滯訟，人用乂和。乃以其暇訪求里中士

賓，致之學。又得公田民私以爲利而不應令者，歸於學有司，闔郡驚歎。

方爲吏者，急他務，不暇有學政，侯顧獨加之意耶。……侯於今加意焉，

政何足以言之。（《文集》卷 ３９ ／頁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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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墓誌銘、祭文：其人其家之盛衰漸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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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時《三經新義》行，天下學者非王氏不道，《春秋》且廢弗講。先生少從

管師常學，師常與孫覺莘老爲經社者也。先生故不爲新學，以其説竊教

授鄉諸生。龔原深之嘗以《易》學行世，比見先生，乃矍然顧恨識《春秋》

之晚也。於是永嘉之學不專趨王氏。其後《春秋》既爲世禁，先生竟不

復仕。……海内之士知有程、吕，而先生獨教行於其鄉，人以其所居里稱

之，不敢以姓字，他無所槩見焉。豈非其居勢使然歟？要之，永嘉之師友

淵源，不曰先生之力哉。（《文集》卷 ４８ ／頁 ６０９—６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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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胡氏之世昌也。胡氏家貲鉅萬，中間少寛弛，米鹽靡密愆其故常，家事幾

廢，而公濟且老矣。彦功奮曰：“不可以當吾世害其家，以戚吾親也。”廼一切

屏故好，背華歸朴，向之園池亭榭變而爲桑稼之區，向之賓客姻舊謝去，而身

與隸農同淡苦也。如是數歲，其富如初。而彦功亦年已五十，於是更治亭

園，延致賓舊，以奉其親，觴豆爲樂復如初。於公濟之卒，又求同父之文刻之

墓上，歸善於其父。人常言廢興有命，自一飯不可以智得，少有變衰之漸，則

偷怠不復自强，以至於亡，亦異於胡氏父子矣。（《文集》卷 ４８ ／頁 ６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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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生之際，可以觀人矣。端叟無毫髮氣力，無父子兄弟可以納交，又無壯

子也。而兩邑之士交弔聚哭，爲之執事焉，圖銘焉，惟恐其有憾且遂磨滅

也。是可以妄得之耶。若是固不宜銘歟？（《文集》卷 ４７ ／頁 ５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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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小結：“組絲貫珠”的文學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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