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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與南方世界的關係也在「身分認同」與「身分疏離」之間遊
移。討論「文化南方」意象在漢唐時代的建構、形塑與變形，能為
中國古典文學的歷史發展和傳統文化的當代傳承提供嶄新的詮釋角
度與立意空間，並且能夠促使反思主流文化「正統性」（orthodoxy/
legitimacy）視角下地緣政治文化「邊緣性」
（marginality/periphery）
是否合理或矛盾。
倘論不足，此書仍受限於論文集的體式而無法與學術專著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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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Philological Turn: Scholars, Textualism,
and the Dao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y Ori
SEL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18. Pp. 328.
程羽黑
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論厚度相媲美，中心論點稍顯散亂，地域分布略見缺失，作者水準
高下有差，即使學界耆舊亦不免失手，如宇文所安英譯白居易〈憶
江南〉「早晚復相逢」譯成“sooner or later I’ll meet them again”，
顯然是沒能正確理解「早晚」一詞在中古漢語中是「何時」（when）
之義。此書選擇在香港出版，一方面是有主編之一的魏寧博士先前
供職於香港浸會大學，出版受到該校孫少文伉儷人文中國研究所資
助的緣故，另一方面也有本書「文化南方」主題涉及當今大中華地

實績的嶺南、巴蜀等南方地域書寫參與到「文化南方」意象建構中
來，難逃以偏概全、白璧有瑕的指摘。
此書面世之後，「文化南方」的身分認同與疏離的研究思路在北
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學界持續發酵：田曉菲的《赤壁之戟：建安與
三國》（The Halberd at Red Cliff: Jian’an and the Three Kingdoms,
2018）以「銅雀臺」為文學場域中心探討北方正統之外的南方文
學視野而提出「南方視角」（southern filter）之說；王宇根《萬里
江湖憔悴身：陳與義南奔避亂詩研究》（Writing Poetry, Surviving
War: The Works of Refugee Scholar-Official Chen Yuyi (1090–1139),
2020）分析陳與義作於避難尾聲時的〈梅花〉二首亦借助「南方疏
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

離」（southern estrangement）的提法來與其前期作品比較。此外，
此書的拓新意義更在於結合「文化南方」的身分認同與疏離問題來
與當今「南北」之間的差異隔閡展開有意義的超時空對話。此書的
中譯正在進行中，相信中文學界很快就能對這一議題展開更深入而
細致地本土化檢討。

心，討論了 18 世紀的學術轉向。本書的副標題 Scholars, Texualisms
and the Dao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很好地體現了作者的野心：
他要討論的不僅是語言文獻之學，還包括十八世紀整個中國知識
界。他選取錢大昕作為論主，無疑是十分恰當的 — 錢大昕是當時
公認的知識界領袖人物，錢氏的專精和廣博代表了十八世紀中國學
術達到的高度和廣度。遺憾的是，過去漢學界偏重思想，對錢大昕
這樣的技術考據型學者關注較少。然而我們不應忘記一個事實 —
作為十八世紀學術主流的樸學，其精神便是將思想潛藏於文獻考據
之中；舍考據而言思想，便不能把握其精髓。錢大昕的學術正體現
了這種精神。這是作者獨具隻眼之處。
本書正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人之道」論述了錢大昕的
經歷和當時的官、私學者網路；第二部分「古之道」討論解讀經典
的方法論；第三部分「天地之道」則探究了天文律算之學、儒家的
形上學以及中西學術的遭遇。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始終將錢大昕放
在當時學術發展的脈絡中討論，避免了孤立地看待問題，可見作者
對樸學傳統能入乎其內、順流而下，而非坐岸觀魚、隔水看花。這
三部分無疑是瞭解清代考據學的上佳讀物。
本書最有意味的是結論部分，作者從更為宏觀的時間尺度上
看待錢大昕以及樸學的影響。作者認為，十八世紀中國學術的關鍵
轉變在於，學者必須通過語言和文獻的考據理解儒家經典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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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樸學家的身分和儒者的自我定位緊密地結合起來。作者寫

意識形態領域，儒家有絕對的優勢地位。即便是尊崇藏傳佛教的乾

到錢大昕自視為「真儒」（“Qian Daxin regarded himself as a‘true

隆皇帝，也在其〈喇嘛說〉中寫道：「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系

Ru’”）— 此處作者理解有誤，因為「真儒」在中文語境中是一個

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諂敬番僧也。」 4 強調尊

褒義詞，只能用來稱讚，不能徑以自誇。錢大昕在為臧琳的《經義

崇黃教（藏傳佛教格魯派）純粹是出於現實利益（「安眾蒙古」）的

雜識》所作序言中說「先生之書，實事求是，別白精審，而未嘗馳

考量。因此，我們似乎可以認為，如果儒者確有焦慮，那麼它並不

1

騁其辭，輕詆先哲，斯真儒者之學，務實而不矜名者」， 此處的「真

來自異教，而是來自儒家內部。

儒者之學」是錢大昕對臧琳學術的讚語。作者將「真 / 儒者之學」
（誠

根據當時知識界的主流觀點，明朝之亡與其時學術之空疏放誕

然是儒者的學問）讀破為「真儒」，又將其理解為錢大昕的自詡，

關係甚巨。儒家在多數情境下以經世濟民為最高價值（「不事王侯，

恐怕都是不能成立的。不過，即便在語義上有所誤解，作者的判斷

高尚其志」往往是無奈之舉），因此常將學術與時局世勢相聯繫。

仍然是正確的。錢大昕確實以儒者自命，且認為樸學的方法是儒家

這一思想也流露于錢大昕的筆端，如他說「蔡京禁人讀史，以通鑒

之學區別於佛道的特色（「謂詁訓之外別有義理，如桑門以不立文

5
為元祐學術，宣和所以速禍也」， 將北宋之亡歸咎於史學之不講。

2
字為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學也」）。這樣的說法有其深遠背景。明代

我們可以看到，無論乾嘉樸學家如何沉浸於文獻考據，他們也絕不

盛極一時的陽明之學被認為是援佛入儒，甚至被稱為「陽明禪」。

會放棄將學術視為經世之具的儒家價值觀。仍以錢大昕為例，錢氏

即便是官方目為正統的朱熹，也常常出入佛道之間，「舉佛氏之學與

〈春秋體例序〉曰：「南昌陶君讓舟，博通今古，蘊經濟之才，小試

吾儒有甚相似處」
（《朱子語類 · 釋氏》）。 我們可將清儒的這種態度

一官，無以展其抱負，乃覃思春秋，究極其恉，著《春秋體例》十

視為一種淨化（purification），這也是樸學的一些重要成果的動機，

數萬言。」 根據錢氏的敘述，「蘊經濟之才」的陶讓舟是在「無以展

典型之例如通過文獻考據否定與道教淵源甚深的先天八卦。

其抱負」的情況下退而著書，可見「經濟」仍是排在第一位的價值。

6

作者敏銳地把握到了樸學的這一純儒思想，但在論證上，似

這意味著，乾嘉樸學是一種方法論的轉型，而非儒家根本價值的轉

乎有一些可商榷之處。作者揭示樸學家的這一自我定位源於清廷

移。以往的研究過於輕易地接受了樸學家沉迷故紙的假定，只看方

的滿洲認同和佛教認同帶來的焦慮，尤其提到了乾隆時期盛傳都

法論，這無疑是正確的圖景，然而作為一個群體，沉迷故紙並不必

下的藏傳佛教。作者特意揭示了「守古學」（a protector of Ancient

然意味著內向性格。與錢大昕齊名的王念孫便是政績斐然的官員，

Learning）這一短語 — 將「守」譯為「守護」，無疑暗示了教派

錢氏也有受人矚目的官宦經歷。由此我們再回顧儒者的「焦慮」問

爭端的存在。然而這裡的「守」明顯意為「篤守」，強調的是學者

題，從根源上看，「焦慮」的對象恰恰是儒家學術之不純，其結果是

不趨新異之學。打一個未必妥帖的比方，就像畫地自限，不是為了

失去了經世濟民的效力，甚至危害世道。

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

阻止圈外的人進入，而是防止圈內的人走出。事實上，教派爭端很

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樸學可以上溯至清初顧炎武等人，而顧

可能並不存在。在清朝的多元民族結構下，儒學與藏傳佛教不在同

氏治學的動機正是有感於明人以空疏亡國。「空疏」的原因是儒家摻

一維度，不可能出現類似中古時代的教義爭端。至少在面向漢地的
4

周潤年：
〈北京雍和宮御制《喇嘛說》碑文校錄考詮〉，《西藏研究》1991 年第 3 期，
頁 94。

1

錢大昕：
《嘉定錢大昕全集》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9 冊，頁 375。

2

同上注。

3

朱熹：《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3936。

5

錢 大 昕 撰 ， 程 羽 黑 箋 註 ：《 十 駕 齋 養 新 錄 箋 註 》（ 上 海 ： 上 海 書 店 出 版 社 ， 2 0 1 5
年），頁 260。

6

錢大昕：《嘉定錢大昕全集》，第 9 冊，頁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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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了魏晉以降佛道等「非儒」的因素，所以樸學家要上溯漢代（或

操左契，固寰宇之通理，放之四海而皆準者。此又古政教必可行於

更早的時代），求取未受污染的儒家經義。傳統觀念認為，儒家經

今者之明效大驗也。」 8 通過認定現實中強大的西方政治實踐與《周

典記載了通往理想的政治 — 三代之治的必要知識，對經典的解讀

禮》的記載暗合，強調儒典的政治知識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

進行「提純」便成了題中應有之義。換言之，樸學正是獲取理想政

「古政教必可行於今者」。然而這種暗合，或失於空泛（「務博議而

治的知識的必要途徑，樸學家的目的仍落在人倫日用之間，如錢大

廣學」），或僅是門類相似而內涵全異（如交通、警察、化土物礦），

昕所說：「宋儒以孝弟為庸行粗跡，而別於空虛處求性，故其所言往

孫氏之說未免過於牽強。時屆晚清，樸學的這種「自救」已完全不

7

往有過高之弊」， 便是對宋人受佛道影響而追求形上知識的批評。所

合時宜，孫氏此書在學術上獲得了極高的評價，然而它在「用世」

謂「過高」，自然是指遠離世俗生活。

上的迂遠難行也已有目共睹，充分暴露了樸學的內在矛盾。

然而，微妙之處在於，樸學家有濃厚的務實傾向，但同時認

本書作者提出了一個頗有意味的觀點：十八世紀的學術轉向影

為，經典記載了指導務實的知識，於是經典成了務實的必由之路。

響深遠，即便是反對樸學者也承認，討論問題應該基於語言文獻的

從某種角度看，這恰恰比提倡「事上磨練」、直面現實事務的陽明之

實證，而這種實證主義直到現代仍有迴響。作者在書末甚至提到了

學多了一層阻隔；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正是由於這層阻隔，樸學與

毛澤東和鄧小平提倡的「實事求是」，認為此詞的運用有十八世紀

頗有相似之處的科學最終殊途陌路，所學之異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

的淵源。作者的這一觀點與梁啟超以來的學界主流一脈相承。這種

「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後中國和歐洲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觀點認為，樸學在方法論上接近科學，換言之，它是中國傳統中最
接近現代的一門學問。之所以沒有通向現代化，僅僅是因為它的研

理解為經典；因其「空虛」，相形之下，樸學顯得「實在」。然而，

究對象主要是典籍而非自然。這樣的認知當然有其合理性，然而它

經典終究流於紙面，古老的知識難以付諸實踐（如《儀禮》中的儀

未免忽略了一個事實：廣義上的學術並不局限於儒家經典，也包括

式、《周禮》中的官制、井田制，等等），真正能夠學以致用的主要

各種應用之學，只不過在中國傳統「獨尊儒術」的語境下，百工皆

是關於人格修養、待人接物的格言。這裡就有一個悖論：樸學考據

為儒學遮掩。儒學被認為是可以指導一切行業的原則，然而在行業

的重點恰恰是難以付諸實踐的部分（如「三禮」名物），能夠學以

的具體操作層面，必然有一套實用的知識體系，而這一體系的原則

致用的部分往往不需考據，或難以通過考據確定是非，而取決於讀

也必然源於經驗實證。換言之，實證的傳統從來沒有缺席，雖然它

者更願意相信哪一種解釋。如此則樸學比起宋明人師心自用、事來

們在知識界的主流敘事中確實缺席了。十八世紀的學術轉向與其說

則應，反而顯得「虛」了。

是中國學術發現了實證原則，不如說是儒家在經典解釋中引入了實

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

歸根結底，樸學對文本的客觀研究傾向和儒家內在的務實傾向

證原則，它的獨特性在於以形下的方法解讀形上的原理。如果我們

並不協調，導致了一種南轅北轍的尷尬境地。樸學晚期的大師尤其

採取這樣的看法，那麼在中國備受重視的實證主義傳統和十八世紀

注意到了這一點，如孫詒讓撰《周禮正義》，在精嚴考據的同時關

的學術轉向之間便不必然存在關聯。

照現實，他說：「今泰西之強國，其為治非嘗稽核於周公成王之典

這個問題仍值得深入討論：十九世紀以來中國人對實證主義的

法也。而其所為政教者，務博議而廣學，以暨通道路、嚴追胥、化

熱情來自哪裡？我們似乎不能否認十八世紀的樸學影響，但從歷史

土物礦之屬，咸與此經冥符而遙契。蓋政教修明，則以致富強，若

看，它更像是一場針對知識精英的熱身運動，在科學被全面介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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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中國前起到一個認知上的緩衝作用。此後，伴隨著西方入侵、中
國傳統社會崩潰，儒學不但不再神聖，而且在相當一段時間被主流
輿論歸咎為中國落後之源。人們的熱情傾注在曾經被儒學遮掩的百
工上，我們甚至可以說，這一實證主義的熱情本身是「反儒」的。
當然這一問題需要更為深入廣泛的研究，這裡僅僅提出一個基於印
象的假說。
無論如何，本書是一本優秀的著作，作者對十八世紀的中國學
術有相當敏銳的把握，所思所論，啟迪學者去思考一些對中國文化
來說極為根本的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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