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維錚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專輯 ※

朱維錚先生與章太炎研究
張鈺翰 *
章太炎無疑是二十世紀早期中國思想學術界的一位巨人，生前身後，都引起巨
大關注。想要瞭解晚清民初的中國歷史，瞭解傳統學術向現代的轉型，更進一步瞭
解整個中國思想學術史，章太炎都是一個無法繞過的關鍵人物。
朱維錚先生是一九四九年尤其是文革以後大陸章太炎研究的重要開拓者之一，
他高度評價了章太炎的歷史地位，認為晚清民初，雖然英才輩出，「在道、學、政
三者獨秀一枝或兼達二三的人物，不知凡幾，而堪稱三者均曾攀上峰頂的大家，可
謂僅太炎一人」1。在整個治學生涯中，朱維錚先生都對章太炎保持著持續的興趣。
雖然他並沒有撰寫有關章太炎的專門著作─他甚至沒有留下一部「完整」的學術
著作─但是，他整理的章太炎的文字，以及撰寫的多篇極具深度的研究文章，代
表了二十世紀後半期章太炎研究的最高水準。瞭解朱維錚先生在章太炎研究方面的
成績，可以深化我們對於朱先生治學特點的認識，同時也對章太炎以及晚清思想學
術之研究史的梳理，具有一定的學術史意義。
本文不揣淺陋，對朱先生如何整理章太炎的基本文獻、研究章太炎的基本理
路，以及在以章太炎為中心的晚清思想學術史方面的研究略做檢討，期望能夠呈現
朱先生在此領域的貢獻和學術特色 2。

* 張鈺翰，上海人民出版社編審。
1

朱維錚：
〈從三個角度看章太炎〉，王維江編：《朱維錚學術講演錄》（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2020 年），頁 266。按，此文為朱維錚先生參加 2004 年 6 月在杭州舉行的「太炎精神研討會」而
作的發言稿，雖收入「講演錄」，實為自撰。

2

馬勇教授〈朱維錚先生對章太炎的解讀〉（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編：
《懷真集：朱維錚先生紀念文
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162-173）一文比較了朱先生與章太炎相似的人生經
歷，從對「革命」同情理解的角度，討論了朱先生在章太炎研究方面的起因與貢獻，與本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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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理章太炎的基本文獻
朱維錚先生開始章太炎研究，至少從二十世紀七〇年代中期就已開始。
一九七二年十月至一九七五年六月，毛澤東布置上海注釋、印製了一批大字
本古代文獻，具體任務由復旦大學歷史系和中文系的教師執行。一九七三年八月五
日，毛澤東與江青談中國歷史上的儒法鬥爭，念了新作的〈七律•讀〈封建論〉呈
郭老〉，同日就布置了〈封建論〉的注釋任務。隨後至一九七四年七月為「法家著
作」注釋期，共選注了自先秦至近代的「法家著作」二十六篇，包括《商君書》、
《韓非子》、《荀子》、晁錯、柳宗元、劉禹錫、王安石、李贄、王夫之、章太炎等
人的著作。章太炎的〈秦獻記〉和〈秦政記〉二文，即在一九七三年八月最早布置
的注釋任務之中 3。
眾所周知，文革後期，在毛澤東的授意與江青等人的推動下，全國展開了轟
轟烈烈的「評法批儒」運動，凡是儒家，即遭批判；凡是法家，或者被毛點名為法
家，即被高度讚揚。正是由於毛澤東將章太炎置於法家之列，纔掀開了重新評價、
高度重視章太炎的潮流。七〇年代末開始章太炎著作的陸續出版以及《章太炎全
集》的整理，都是在這個大背景下展開的。
一九七五年六月之後，「大字本」不再注釋，但復旦大學的相關工作並未停
止。當年底，以十八名工農兵學員為主成立了「章太炎注釋組」。一九七六年元
旦，朱維錚先生進入注釋組，開始指導他們注釋章太炎的著作。同年，朱先生還受
命為毛澤東製作大字本《訄書》4。這大概可以算作朱維錚先生從事章太炎文字整理
及其思想學術研究工作之開端。
一九七六年六月出版的《章太炎詩文選注（上）》，署名為「章太炎著作編注
組」，是注釋組的一項集體成果，而朱維錚先生是重要的撰稿人 5。隨後，為紀念

的側重點有所不同。
3

劉修明：〈前言〉，《毛澤東晚年過眼詩文錄》
（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3 年），頁 8-11。

4

楊子採訪：〈學者朱維錚指導工農兵注釋章太炎〉，
《南方人物週刊》，2006 年第 3 期，頁 31-33。

5

1980 年 7 月 29 日致汪榮祖函中云：「所詢《章太炎詩文選注》上冊，文選部分確係全出弟手。
惟付梓前經人亂改，塞入所謂儒法鬥爭詞句不少，故弟已不願道及。下冊本已排版，因弟欲改
上冊後一併印行，因而中輟。然選文全被《政論集》竊取，今編選集，只能全部重摘，仍為注釋
本。」朱先生致汪榮祖先生各函均由汪先生提供，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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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七十週年，朱先生應出版社之約，與人合作編注了《章太炎選集（注釋
本）》，於一九八一年九月出版。該書共選章太炎一生較有代表性的論文、講稿、
序跋、函電和其他雜著共六十九篇，又附錄八篇，並予以校勘、標點、分段和注
釋 6。該書選目頗具特色，側重於章太炎論學論政的文字，尤其是對於人類歷史社會
演進、排滿革命等方面的理論思考，還首次發表了章太炎的一部分未刊稿，凸顯了
章太炎「有學問的革命家」或者說「革命思想家」的形象；該書尤以注釋之精當為
人所稱道，使得章太炎的文字能夠被人理解，所以很快便風行一時，得到海內外學
界的高度評價。
章太炎文辭之古奧世所共知，又好用古字，即使在當今之學界，也並非人人都
能夠順利閱讀，更談不上理解，即魯迅說木刻本《訄書》的「讀不斷，當然也看不
懂」7。朱維錚先生從二十世紀六〇年代初開始隨周予同先生編注《中國歷史文選》8，
後來在文革中又通讀二十四史，通讀兩遍正續《清經解》9，在傳統經史之學方面打
下了相當牢固的基礎，所以對章太炎的古言古語並不覺得陌生和困難。但是，「古
典」尚屬於比較容易解決的問題，更困難的是所謂「外典」，即章太炎提到的東
西方人物、書籍、學說，以及「近典」抑或「今典」10，即涉及章太炎所處時代的歷
6

本書因為朱維錚先生與人合作，其中具體哪些部分出自朱先生之手，殊難斷定。惟其中的二十四
則篇目說明，已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出版的《走出中世紀》及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7 年的
《走出中世紀（增訂本）》之中，且並未引起另一位合作者的異議，可以說為先生手筆。對比上文
引及致汪榮祖函中以為人篡改而不願道及的《章太炎詩文選注》，本書則為共同署名，且朱先生
在日後多有引及其中的「拙見」，表明書中的看法、注釋，都是經過他認可的，可以用作討論朱
先生有關章太炎看法的材料，是不成問題的。又，該書的部分標點、選目出自朱先生之手的直
接證據，可參姜鵬：〈《姜義華口述歷史》質正（下）：《章太炎選集》的校注與署名〉，《澎湃新

7

聞》，2015 年 12 月 17 日，網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09505。
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第 6 卷，頁
547。

8

關於朱維錚先生跟隨周予同先生編注《中國歷史文選》以及後來修訂此書過程中的部分具體工
作，可參鄒振環：〈經典創造與學術傳統：周予同主編的《中國歷史文選》〉，《復旦學報》（社會
科學版），2021 年第 6 期，頁 88-97。又當指出的是，朱維錚先生晚年有意對此書再加修訂，並
已經完成了部分篇章的注釋和解題。

9

朱維錚：〈談學─朱維錚答李天綱〉，中西哲學與文化交流中心主編：
《時代與思潮》（上海：學
林出版社，1989 年）；後收入朱維錚：《音調未定的傳統》（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 年），

10

頁 338。
陳寅恪先生在〈讀哀江南賦〉中首次提出「古典」與「今典」的概念：「解釋詞句，徵引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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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也包括他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章太炎選集（注釋本）》在這方面做了
大量的工作，也是該書之所以特出的重要原因。
對所謂「近典」或「今典」的注釋，一般來說，章太炎文中直接涉及的晚清人
物、事件，對研治晚清史的專家來說並不那麼困難，但受限於當年大家所掌握的材
料，許多問題也並不都是大家所瞭解的。比如致夏曾佑二函，前者中的「步君原韻
二章」，注釋將嚴復的〈和夏穗卿兩首〉全文引出，使讀者可以明白，為什麼章太
炎會有「有劉越石氣體」的評語 11；後者中提到「海上黨錮，欲建國會」，當時孫寶
瑄《忘山廬日記》尚未出版，大家對於「中國議會」的相關情況瞭解有限，注釋則
發掘出了孫氏日記稿本，予以較為詳細的說明 12。還有章太炎文章中的一些「隱語」
或暗中針對的對象，也不是一目瞭然的，需要對晚清的思想學說比較熟悉纔可以明
白。如〈致陶、柳二子書〉中「尚不能迷於對山之妄語」，「對山」所指何人？注
釋不但解釋說，明代康海號對山，而康有為人稱康南海，所以此處對山指康有為；
更指出康海走大太監劉瑾的門路，成為劉瑾的黨羽，而章太炎認為康有為的生平與
康海一樣無特操，所以用對山稱呼康有為，含有蔑視的意味 13。再如〈菌說〉一文 14，
不但在篇前說明中指出，此文乃是針對譚嗣同《仁學》而發的批評，更細緻地指
出，文中「性海即以太」，指譚嗣同將孔子的仁、佛教的性海、基督教的靈魂都附
「或
會成以太；
「原質之成於以太」是指譚嗣同主張「原質之原，則一以太而已」15；
者以為民氣選懦，不能與釋迦、基督布教之國抗者，由是故也」16，在指譚嗣同認為
中國所以弱，是因為荀況、秦始皇敗壞了孔學，使得中國人「徒泥於體魄，而不知
有靈魂」17。凡此種種，非對晚清思想學說有相當之熟悉不能為也。這樣的注釋，不
僅解釋「本事」，且更深一層，直探章太炎的「本意」。
再讓我們對比徐復先生的《訄書詳注》（簡稱《詳注》），以見《章太炎選集
必有時代限斷。然時代劃分，於古典甚易，於『今典』則難。蓋所謂『今典』者，即作者當日之
時事也。」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頁 209。
11

朱維錚、姜義華編注：《章太炎選集（注釋本）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頁 111。

12

同前註，頁 116。

13

同前註，頁 150。

14

同前註，頁 51-87。

15

同前註，頁 71。

16

同前註，頁 79。

17

同前註，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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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本）》（簡稱《選集》）在「外典」注釋方面的特色。《詳注》注釋的是《訄
書》重訂本，其第一篇〈原學〉，《選集》也有注釋，二者可資比對 18。首段中，二
者出注相差不大，都注釋了「 鬰 蒼蒼」、「地齊」、「材性」，《選集》的注釋較為
簡明，如云「地齊，地理；材性，才能、個性；發舒，發展」，在使人簡單易懂。
《詳注》則遍引《禮記•王制》及鄭注、孫希旦《集解》、《新書》、《禮記•中庸》
及鄭注，以表明每一字的古典來歷。對於「 鬰 蒼蒼」，二者對字面含義進行了解
釋，《詳注》引《爾雅• 釋言》及李巡注，重在說明「 鬰 」表示「大氣」，而《選
集》不僅說是「地球大氣層」，更進一步指出「章太炎以為沒有所謂『天』，人們
說的『天』，無非是視覺造成的幻影」19。《選集》以章太炎自己的意見進行解說，
由此而使得下半句「立學術者無所因」一語有了著落，更利於我們理解章太炎的
原文。而差別在第二段更為明顯。「希臘言：海中有都城曰韋蓋，海大神泡斯頓，
《詳注》僅注「泡斯頓今譯波塞冬」，
《選集》
常馳白馬水上而為波濤」20。對此句，
則分別指出：希臘言指希臘神話，海指愛琴海，韋蓋為神話中海王的都城，海大
神即海王，為波濤指海王駕駛戰車在海上巡行時就會掀起暴風巨浪，對於章太炎
文中涉及的西方「故實」解釋得更為詳細。下文對於「韋斯拏」、「摩拏」、「魚富
蘭那」的注釋，《選集》也在說明其所指為何之後，進一步解釋它們與章太炎文
中提及的「鴻水」的關聯，這也是《詳注》所不具備的。再下文提及柏拉圖、倍
根（即培根）、路索（盧梭），《詳注》對其生平及主要學說進行簡要的注釋；《選
集》則不泛言他們學說的核心要義為何，而是結合章太炎的原文，重點疏釋柏拉圖
的「三階」為何，「懲貴族主義」何意，培根如何「光大冥而倡利己」，盧梭怎麼
「極自由」。通過對比我們可以看出，《詳注》對於章太炎文字的古典出處釋之極其
詳盡，展示了注者的古典素養，也可以使我們領略章太炎深於傳統經史之學；《選
集》則在「外典」方面更勝一籌，且更易於讀者瞭解章太炎文中所指的具體意涵。
在編注《選集》的同時，朱維錚先生也參與籌劃整理出版《章太炎全集》的工
作。根據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章太炎全集》編輯、標校初步分
18

章太炎撰，徐復注：《訄書詳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頁 37-41；朱維錚、姜義
華編注：《章太炎選集（注釋本）》，頁 188-193。

19

按，章太炎早年主張「視天」說，即看起來青色的天，是空氣和質子、乙太合力形成的；而在

〈視天論〉中，章太炎已否定此說，參《章太炎選集•視天論》及說明（頁 38-50）。
20

章太炎撰，徐復注：《訄書詳注》，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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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由朱先生負責整理《訄書》（木刻本）以及與人合編《太炎文錄二編》（辛亥
革命前報刊佚文輯錄）。當時參與整理《章太炎全集》的學者，絕大部分是章太炎
的弟子，或其弟子帶領的學生，唯有湯志鈞、姜義華和朱維錚先生以其在文革後期
從事相關工作而得以列名其中，另外還有章念馳先生作為家屬，也參與其中。在當
時，這幾位無疑屬於「小字輩」。他們能夠參與整理《章太炎全集》，應該說在學
術水平上是得到了王仲犖等章門弟子，以及具體承接出版工作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的
認可的。
一九八二年開始，《章太炎全集》陸續出版，具體的分冊以及整理者都有所調
整，其中的第三卷由朱維錚先生整理，於一九八四年七月正式出版。該卷不僅收錄
了原計劃的木刻本《訄書》，還包括它的第二次結集本和第三次結集本《檢論》。
對前兩種，朱維錚先生分別名之曰「《訄書》初刻本」和「《訄書》重訂本」，這成
為後來學界通行使用的名稱。而將同一作品的三次結集本同時收錄於一冊之中，可
資比對，在古近文獻的整理中似屬首創，直接呈現了章太炎的思想變遷之跡，成為
後來研究普遍接受的一種「敘述框架」。
在八〇年代出版的《章太炎全集》各卷之中，第三卷應該是整理比較好的一
種，但其中也並非完全沒有錯誤。金文明在仔細校讀之後，曾致信朱維錚先生指出
其中的訛誤，朱先生在覆信中不僅大方承認，還鼓勵金為文發表。此信頗有助於我
們瞭解朱維錚先生整理《章太炎全集》第三卷的過程和態度，特引述如下：
文明兄：
六日手教拜讀。上月底您駕臨寒舍，未能躬迎，歉甚。您的關注已由陳維轉
達，至感。
……
拙校《章太炎全集》第三卷，出版至今，尚未得到專家指正。實則中間確有校
點錯誤。當時手頭事情甚多，工作時斷時續，兼以藏書不足，有時想檢查，被它事
打斷，久之又忘了，故於故典常憑記憶，於近典又時逞胸臆，大悖考據準則，出錯
只可說咎由自取。印出後偶而翻閱，已發現好幾處，每見輒為汗顏。少數誤字及標
點疏漏，在校樣上已改，印出誤漏如故，也無可如何。由於全集一、二、四、五卷
校點錯誤頗多，尤以一、二卷為甚，均有專家作文予以批評，而三卷獨無，故六月
在杭州章太炎討論會上，謬承與會學者誇獎，當時即倍感惶惑，逢此即聲明三卷仍
有錯誤，希望批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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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今得吾兄詳予批評，讀後欣喜異常。所指二十三則紕繆，均屬事實。〈儒
兵〉「偶差智，故而騃」，句讀確誤，當依尊示據《淮南子》改正。〈正名略例〉
「蒲姑東土，奄君之號」，在點《檢論》時查了書，但未及將《訄書》中改正，暴
露確有據胸臆亂點的問題。〈明群〉、〈原教〉引號錯誤，即 為 憑記憶引書所致。
〈獨聖〉、〈易論〉兩條錯誤，也是未細核查所致。凡此得尊示指示，惶愧之餘，無
任感激。它如校誤、刻錯之處，前此已有發現，但尊示指出處較我已發現者尚多四
處，足見我複讀自己校點本亦頗粗心，得您如此細心一一予以指出，令我極 為 感
動。
我自己發現的尚有數處，有的是當時沒把握，應斷未斷，但也有明顯不當處。
倉促不及翻出標識處，僅錄一條呈正。
〈獨聖上〉（P.102，5、6 行）：「非申無明萬
物之自鼓舞者，然也。」「無明」下應加逗號，「者」下逗號應取消，否則不符原
意。
總之，對您的指正，除感激外，只能引咎自責。此書出版，雖較它卷謬誤 為
少，但於讀者來說，有一謬誤，倘不加辨正而引用，即致「謬種流傳」。故而在我
於心至為不安。鑒於此書再版不知何日，因此建議您將尊示「隨記」著文發表，以
將高見公諸讀者，說明我改正錯誤，未知俯允否？至盼有暇對拙稿予以指正，再次
申謝。（倘尊示未留稿，祈示知，當璧還改作。）
專此奉覆，順頌
文安！
弟朱維錚謹上

九月十夜 21
21

引自金文明：〈學者風範─朱維錚教授的一封信〉，原刊《澎湃新聞》，2012 年 3 月 18 日；後
收入《懷真集》，頁 135-136。按，是信未署年分，按金文明文中之意，似為 1984 年。然《章太
炎全集》第五卷出版已在 1985 年 2 月，第四卷更在 1985 年 9 月，信中言及此二卷，必當在此二
書出版之後。又，信中提及「六月在杭州章太炎討論會」，當為 1986 年 6 月 14 日至 18 日在杭州
舉行的「章太炎先生逝世五十週年紀念會暨學術討論會」，故此信當作於 1986 年。又，信中所
謂「尤以一、二卷為甚，均有專家作文予以批評」，有張文質：
〈努力做好《章太炎全集》的校點
工作─讀《章太炎全集》第二卷瑣議〉（上、下），《河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1986 年第
1 期，頁 83-92；第 2 期，頁 72-86。周大璞：
〈
《章太炎全集》第一冊標點商兌〉，
《古籍整理與研
究》第 1 期創刊號（1986 年 10 月），頁 203-215（按，是刊雖為 10 月正式出版，而朱先生有可
能在發表前已先看過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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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訄書》的初刻本和重訂本，後來朱維錚先生又將之收入由錢鍾書先生主編、
他自己擔任執行主編的「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之中，並編製了人名索引、域外
人名索引和書名索引。
章太炎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國故論衡》，朱維錚先生本也擬採取與《章太炎全
集》第三卷同樣的整理方式，將該書的初版本與修改本各存原貌匯於一編，並已經
整理完成，卻未能正式出版。而擬收入「新世紀萬有文庫•近世文化書系」的初版
本簡體整理本，不知為何也未面世，不免令人感到遺憾。
二十世紀七〇、八〇年代是章太炎相關著作系統整理的重要時期，主要出版了
《章太炎選集（注釋本）
》、
《章太炎政論選集》和《章
《章太炎全集》
（一至六卷）22、
太炎年譜長編》，這些著作為後來的章太炎研究提供了基本的閱讀文本。由以上介
紹可見，朱維錚先生無疑屬於其中的重要開拓者之一。

二、研究章太炎的兩個基本路徑
朱維錚先生從事章太炎相關研究的時候，大陸的章太炎研究尚屬於起步階段。
受制於所謂「唯物史觀」下階級分析的理論框架，以及「評法批儒」的影響，七〇
年代到八〇年代初的章太炎研究，在基本文獻的整理、發掘之外，主要集矢於章太
炎的階級性質，即他的思想是代表在當時屬於進步的資產階級，還是落後的封建
地主階級？他是提倡改良，還是主張革命，還是又有了保守倒退─尤其在與孫中
山的分歧方面 23 ？對此，朱維錚先生是有所不滿的，而走了一條在當時、乃至在今
天，都有些與眾不同的研究道路。
「國内史學界關於章太炎思想之估計，分歧頗大。主要集中於辛亥前十年他思
想的性質。此公文章古奧，索解頗難，致論著每多誤解，弟做的是笨功夫，由注釋

22

前六卷出版之後，因種種原因，《章太炎全集》的整理出版陷入停滯，已經整理完成的第七卷和
第八卷，分別出版於 1994 年和 1999 年。2012 年，《章太炎全集》的整理出版工作重新啟動，至

23

2017 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全部出齊。
1980 年 8 月 29 日致汪榮祖函：「關於章氏思想之爭論焦點，據愚見大約有三，一為章太炎是否僅
主『排滿』而不反封建；二為其與孫中山分歧屬何性質；三為其是否贊成民主共和。討論的時
期，集中在辛亥革命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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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手，尤注意他思想的現實來源，故見解每與人有異」24。在致汪榮祖的信中，朱維
錚先生夫子自道，點出了自己研究章太炎的兩個基本路徑。
其一是做「笨功夫」，「由注釋入手」，這就是上文提到的《章太炎選集（注釋
本）》。注釋要求對文字中涉及的難解字詞、中外典故都予以解釋，說明其來源，
講清楚涵義。如果有關鍵字詞遺漏不注，則等於注釋者自曝其短，表明其並未能理
解，所以必須要通過大量的努力工作，對所有的疑難之處都進行恰當而準確的解
說。與這一過程類似的還有翻譯，包括古文譯成白話文，或一種文字譯成其他文
字─或許更為嚴格。因為母語閱讀本身會帶來一定程度的意義遮蔽，大體明白其
涵義即不影響閱讀，但常常會對稍微難解的關鍵字詞模糊帶過，從而影響到對文本
的準確理解。但注釋、翻譯，則必須直面文本的挑戰，不容含混不清，不容模棱兩
可，雖然要花費大量精力，卻為真正理解文本奠定了扎實的基礎。朱維錚先生經過
注釋這一「笨功夫」，等於是對章太炎的文章進行了反覆的深度研讀，在準確理解
章太炎文章的內涵方面自然占有優勢。
這種「笨功夫」還體現在朱維錚先生對某些具體的「時」、「地」、「人」、
「事」的精細考訂與不斷追索上。比如對於《訄書》初刻本的結集完成時間，所謂
「辛丑後二百三十八年十二月」，朱維錚先生首先指出，所謂「後」，當從壬寅年
(1662) 算起，而不應從南明永曆十五年 (1661) 開始數，於是章太炎首次完成《訄
書》的時間就可以斷在己亥年十二月即一九〇〇年一月底以前。同時，對於章太炎
在《訄書》以及其他地方提到的時間斷限，如「自永曆喪亡，以至庚子，二百三十
有九年」，「永曆既喪」，「貫二百三十九年而諸夏無主」，朱維錚先生指出這是章
太炎明白在說「主」喪之後的「無主」時間；又章太炎在壬寅年 (1902) 發起「支那
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朱先生根據章太炎起草的宣言書，說明這乃是指「明
祚既移」的週年數。種種看似矛盾的陳述，得到了合乎歷史與邏輯的解釋，可為定
論。
24

1980 年 7 月 6 日致汪榮祖函。又對於當時日本的章太炎研究，朱維錚先生也有所批評，1980 年 7
月 29 日致汪榮祖函云：「關於章太炎的思想，國內史學界爭論頗多。去年出版之李澤厚《中國近
代思想史論》一書內論章太炎一文，尚可閱。兄所舉日人著作，弟均曾流覽。日本學者搜羅史料
頗勤，然而大抵就思想論思想，往往察秋毫而遺丘山，弟頗不欣賞此種研究方法。」朱先生的這
一判斷可謂一語中的，至今天仍然大體適用。當然，筆者並不反對專治「思想」本身，這樣一種
類似「哲學」的研究進路仍有其價值在，尤其是對於章太炎這樣思想比較深刻的學者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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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選集》收入〈再致夏曾佑〉一文，函中用隱語有云：「信國欲藉力東、
西，鑄萬欲翁、陳坐鎮，梁公欲密召崑崙，文言欲藉資鄂帥。」25《選集》以為，文
天祥封信國公，故「信國」指文廷式；「鑄萬」為唐甄之字，這裏指唐才常；「梁
公」以唐狄仁傑封梁國公，故此指狄葆賢；「崑崙」因明李介號崑崙山樵，故指李
鴻章；「文言」為「十翼」之一，因乾坤德大而作〈文言〉，葉瀚字浩吾，浩瀚形
容天地廣大，故此疑指葉瀚 26。這裏面需要注釋者對「古典」與「今典」都熟悉纔
能準確釋讀。十多年後朱維錚先生對其中所指兩個人物有所修正，一是「崑崙」當
指康有為，以譚嗣同有「去留肝膽兩崑崙」語；二是晚明東林黨有汪文言，故「文
言」當指汪康年 27。以材料所限，或一時未能查核準確，注釋有誤在所難免，朱維錚
先生也並不諱言自己曾經的失誤。這裏想要指出的是，朱維錚先生持續地對於細節
的重視，甚至具有某種「考據癖」。
這些考訂，看似繁瑣，是「笨功夫」，也是「死功夫」。一方面，這是清代樸
學「實事求是，無徵不信」的傳統，另一方面，朱維錚先生願意花大力氣在這些
「笨功夫」上面，是因為他認為，只有這樣，纔能真正搞清楚事物的本來面目。也
只有這樣，纔能弄明白歷史究竟「是什麼」！這是他認為從事歷史研究的基本原則
和起點。事實搞不清楚，時、地、人、事有誤，那在此基礎上進行研究，豈非根基
不牢？豈能逃脫「沙灘上蓋樓」，隨時有倒塌的危險？「沒有歷史細節的真實，就
不會有歷史的真實；而沒有歷史的真實，歷史就可以隨意被詮釋，被利用」28。歷史
的實相，正是由這一個又一個細節的真實構成的。朱維錚先生的「笨功夫」，即是
要從細節處追求歷史的實相，這也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了相當大的便利和進一步研
究的基點。
弄清楚了「是什麼」，然後纔能追問「為什麼」。朱維錚先生並不太關心章太
炎的思想到底屬於什麼性質，反而特別「注意他（章太炎）思想的現實來源」，即

25

朱維錚、姜義華編注：《章太炎選集（注釋本）
》，頁 115。

26

同前註，頁 117。

27

朱維錚：
〈
《訄書》發微〉（作於 1992 年 4 月），《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6 年），頁 279 註 12。附帶說明，朱維錚先生的學術文章，正文簡明扼要，注釋則不
厭繁瑣，很多細節的考證乃至某些展開批駁的觀點都體現於注釋之中，當提請讀者注意。

28

趙嗣胤、胡思思：〈朱維錚：本職規定了我一定要從事基礎性工作〉，尹冬梅、王宏舟主編：《報
導大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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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圖「探討近代中國不同歷史條件下的社會存在，如何在章太炎的頭腦中變了位並
且變了形，融化成他在政治上和學術上的特殊認識，以便進而考察他思想變化過程
的全貌」29。也就是說，朱先生研究的重點，在章太炎的思想變化，以及這種變化是
如何發生的。這樣一種結合歷史現實討論章太炎思想的取徑，在當年，與一般就思
想談思想的研究，或將章太炎視作一個被批判的靶子，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民報》時期章太炎的政治思想〉是朱維錚先生最早單獨發表的一篇有關章太
炎的論文 30。在此文中，他剖析了章太炎在主筆《民報》期間革命觀的主線、國家
論的矛盾，特別注意章太炎對於盧梭的「天賦人權論」、「社會契約論」，孟德斯鳩
的「三權分立說」等西學的吸收、借鑒以及批判。文章限定在「《民報》時期」，
是因為在朱先生看來，章太炎的思想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不能用早年的思想涵蓋
後來的變化，也不能用晚年的「定論」來否定章太炎的前半生。比如，指出章太炎
的「排滿」思想在不同時期有所變化，以為《自定年譜》所謂年十三「甚不平」，
「念《春秋》賤夷狄之旨」總令人疑多於信，缺乏證據；辛亥以後提到「逐滿」，
更多在追述歷史，而再也不提將清朝皇室趕回黃龍府等具體的方案。在《民報》時
期提到排滿，文章不多，也不如之前激烈，原因即在於章太炎對現實形勢的判斷，
認為當時「實行」重於「言論」，「反滿」情緒既已激起，則重心自當轉移。「這種
變化，正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具體表現，應該作實事求是的具體分析」31。
《訄書》是章太炎在晚清排滿革命中「振聾發聵」的著作，也使他獲得了「革
命理論家」的地位。之前章太炎雖然為鄒容《革命軍》作序，作〈駁康有為論革命
書〉，公然提倡排滿革命，激起愛國青年讀書人的革命熱情，並引起了清廷的震怒
和恐慌，但那更多是酣暢淋漓的「宣言」，尚不足以對保皇黨的理論構成真正的衝
擊，而《訄書》重訂本纔是真正在理論上宣揚排滿革命、光復中華的完整著作。對
於《訄書》的研究，一直是學術界的重點，而朱維錚先生有導夫先路的作用。在編
注《章太炎選集（注釋本）》時，朱維錚先生就在〈客帝匡謬〉、〈原學〉等文的說
明中，展現了他對於《訄書》的深刻認識。隨後在前後兩次整理《訄書》的過程
29

朱維錚、姜義華編注：〈編注例言〉，《章太炎選集（注釋本）
》，頁 2；朱維錚：
〈關於早年章太
炎〉附識，《走出中世紀》，頁 289。

30

該文原刊《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79 年第 5 期；後改題〈
《民報》主編章太炎〉，收入

《音調未定的傳統（增訂本）》（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366-383。
31

同前註，頁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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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朱維錚先生為之撰寫了兩篇充滿睿見的導言，即〈《訄書》《檢論》三種結集過
程考實〉和〈《訄書》發微〉32。
「訄，迫也」。《訄書》之作，章太炎自謂「逑鞠迫言」，也就是「裏面輯集
著窮蹙的環境迫使他非說不可的話」，「所謂窮蹙，當然主要指作者所處的社會環
境，尤其指關係著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政治環境」33。從撰寫《訄書》初刻本到《訄
書》重訂本完成的那幾年，章太炎所處的社會現實變了，他的思想也發生了變化，
那麼，「作者仍感不滿，不是又會有話想說，並刪改乃至否定舊說嗎」？在研究中，
朱先生特別注意《訄書》的整個理論體系，以及外在客觀環境的變化，如何催生了
《訄書》由初刻本向重訂本的轉變。他指出，《訄書》初刻本首篇為導言，末篇為總
結，以「尊荀」始，以「尊荀」終，這是對戊戌維新期間夏曾佑、譚嗣同、梁啟超
等人提倡「排荀」的一種回應。但隨著庚子禍亂和唐才常自立軍失敗的刺激，章太
炎表示自我懺悔，
《訄書》重訂本首列〈客帝匡謬〉和〈分鎮匡謬〉，就是表示與
「尊清者」分道揚鑣。它在結構上雖然沒有大變，以首篇〈原學〉為導言，以末篇
〈解辮髮〉為總結，但思想內容卻是一反前說，從在「中國國會」上當眾「割辮」
起，由尊清而反清，由宣傳改良而提倡革命，由「康有為改良主義的異端理論變為
以『光復舊物』相號召的資產階級革命理論」，由此，《訄書》的重訂本，「首次為
當時還是幼小的革命民主派，提供了一個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34。而隨著「感事既
多」，至少從一九〇〇年開始，章太炎再修治《訄書》重訂本，至一九一五年而成
《檢論》，裏面也蘊含著對辛亥革命失敗教訓的總結，對袁世凱黑暗統治的抨擊。
確實，《檢論》在學術體系和表述上更加成熟，但不能不承認其中反映了章太炎對
變化的社會現實的思考 35。總之，無論是《訄書》初刻本，還是重訂本，乃至《檢
論》，都可以說是以學術形式發表的「政論」。

32

前者最初發表於《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 年第 1 期，後作為《章太炎全集》
（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三卷的前言，二者基本觀點並無不同，但在文字上頗有差異；後者最
初發表於王元化主編：《學術集林》（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 年），卷 1，後作為朱先生執
行主編的「中國近現代學術名著叢書」之一《訄書初刻本、重訂本》的導言，再收入《求索真文
明》。

33

朱維錚：〈前言〉，《章太炎全集》，第 3 卷，頁 1。

34

〈關於早年章太炎〉中對於〈原學〉的說明（
《走出中世紀》，頁 271-273）；同前註，頁 11。

35

同前註，頁 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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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同保皇黨、改良派鬥爭的革命理論，除了正面闡述章太炎對於「學」、
「人」、「變」、「教」進化之跡的考察，朱維錚先生以為，在《訄書》重訂本中，章
太炎「論學的箭垛始終在『訂康』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訂孔〉：康有為的保皇
主張不是抓住了「紀孔」的旗幟嗎？那章太炎的邏輯就是把康有為的論點推向反面
─孔子只是做了老子、墨子不願做的刪定整理古代典籍的工作，他智慧德行不及
孟子，博學通識不及荀子，其名遠過於其實，唯一配得上的就是「古良史」，後來
能夠與孔子名實相匹的，則是劉歆─剛好否定了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說。「對
《訄書》研究來說，〈訂孔〉的意義在於凸顯了章炳麟的一個強烈意向，即認定從根
本上駁斥康有為學說，是召喚革命的迫切要求」36。其他各篇之中，針對康有為及今
文學說，也所在多有，像〈清儒〉、〈學隱〉「當初的寫作意向，主要是為了駁斥康
〈尊史〉證明中國早
有為的先輩魏源所謂乾嘉漢學『錮天下知慧為無用』的說法」37。
有文明史的專著，也足以證明中國文化的進退，「順便給了康有為一掌，暗示公羊
三世說乃偽進化論」38。
不止在《訄書》之中，朱維錚先生以為，章太炎的很多文章，都有「靶子」
在。比如〈儒術真論〉通過辨析荀子之學和墨家、法家的異同，以批評康有為、譚
嗣同建立孔教論的錯誤；〈菌說〉講進化論，是在哲學上批判譚嗣同的《仁學》；
〈徵信論〉重新強調漢學「實事求是，無徵不信」的傳統，意在揭示康有為等「或
陷於臆測」、「或一味誅心」、「或疑而不決」、「或亂發空論」的危害；〈論諸子
學〉中講述孔子襲老子之術而反將其逼走，也有暗諷康有為對待廖平及戊戌後康
氏對於梁啟超自立門戶無可奈何的命意在；〈與人書〉表面在批評藍公武以《紅樓
夢》為成佛之要道，但背後針對的其實是張東蓀，以及王國維 39。如此種種，雖然
未必盡如朱維錚先生所論，上述各文都有批判「時學」的「微言大義」在，但不
能否認的是，章太炎確實往往在文章中暗藏機鋒。通過這些具體的研究，朱維錚
先生實際上指出了研究章太炎非常重要的一點，即「按照章太炎早年作文的習慣，
他每作一文，尤其是駁論式的作品，儘管常常不肯指名道姓，卻一般都有具體的辯

36

朱維錚：〈《訄書》發微〉，《求索真文明》，頁 273-274。

37

同前註，頁 274。

38

同前註，頁 277。

39

以上皆見〈關於早年章太炎〉中相關篇目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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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對象」40，這也屬於朱先生所常提及的「今典」或「近典」的範疇。那麼，研究章
太炎，就不僅要讀懂文字本身，更要廣泛瞭解與他同時代的各種思想學說、人物事
件，「力透紙背」，不然，很容易流於表面，「單看現象，單看觀念，說不清楚思想
的變化」41。這樣的研究方法，與余英時先生疏釋陳寅恪先生晚年詩文的思路頗有異
曲同工。只不過，詩文本即為「言情」、「言志」之作，雖往往出之以隱語，卻給
人以探賾索隱的空間。而章太炎的文字，多以論學的方式呈現，所以其背後的「微
言大義」，常為人所忽略。
順便說一句，像章太炎那樣「言在此而意在彼」，或者說「順手一巴掌」，在
朱維錚先生也是拿手好戲。比如他在注釋中表示，從《訄書》到《檢論》所反映
的章太炎的思想變化值得研究，但卻蕩開一筆，指出「討論的前提，似應將二書
讀懂」42，這不是在批評有些人根本沒有讀懂章太炎這部大書麼？朱維錚先生自述在
《章太炎選集》中特意選注〈革命道德說〉一文，「正值辛亥革命七十年祭，也有感
於改革者提倡思想解放，許多言論竟與辛亥革命前夜的改革爭議相似。因而明知誰
都不會真的『以史為鑒』，仍然以為此篇也許可以讓識者從先輩遺教中悟出一點淺
顯道理」43。又比如，他批評康有為害怕人民真正覺醒，「又要民眾支持，又要愚弄
民眾，歸根結底只需要民眾盲目追隨他們這班『造時勢之英雄』」，「既然對人民不
可講真話，既然要使人民永遠做『聖人』的應聲蟲，那末對人民實行欺騙，耍兩面
派，也就是康有為所謂聖人『施於治也，意在彼而跡在此』」44，未必沒有針對最近
幾十年他所經歷的現代史的「言外之意」在。又如〈走出中世紀─從晚明到晚清
的歷史斷想（續）〉的開篇第一條，引用俄國人類學家史祿國的意見，討論何為滿
洲，其意實在於批評主管部門要求不許稱「滿洲」、只能改為「滿族」的顢頇而無
知。這樣一些「言外之意」，自然需要對朱維錚先生所面對、處於其中的「世界」
有所瞭解，纔能「有會於心」。
對於考察章太炎思想的現實來源，
〈章太炎與王陽明〉一文，以及相關的〈陽
40

朱維錚：
〈章太炎與王陽明〉，原刊於《中國哲學》第 5 輯（1981 年 5 月）；後收入朱維錚：《求
索真文明》，頁 307-308。

41

朱維錚：〈關於早年章太炎〉，《走出中世紀》，頁 280。

42

朱維錚：〈章太炎與王陽明〉，頁 330 註 70。

43

朱維錚：〈又說「國學大師」〉，《音調未定的傳統（增訂本）
》，頁 189。

44

朱維錚：〈章太炎與王陽明〉，頁 31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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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學在近代中國〉，也鮮明地反映了朱維錚先生這一研究取向的特色。章太炎對於
王陽明其人其學的議論，在朱先生之前並沒有什麼人注意，是朱維錚先生首先揭示
出章太炎的「議王」，不僅表現了一位思想家對陽明學的見解，也反映了近代中國
思想史上的一場重要論爭。朱先生考察了章太炎從〈王學〉到〈譴王氏〉再到〈議
王〉中對於王陽明批判角度的變化，語氣的不同，以及標題所反映的態度的變化，
以為他的見解變來變去，自相矛盾，分明逐漸傾向王陽明卻又時時予以批評，那原
因，只能從他的論敵的言行中去找，只能從他的政治實踐與取向中去找，纔能得到
比較合乎歷史與邏輯的解釋。
朱維錚先生指出，《訄書》重訂本中的〈王學〉批評王陽明沒有形成自己的思
想體系，只是一個有才氣的權術家，一個靠剽竊和權勢成名的假學者（這與〈訂
孔〉對孔子的評價頗為一致），並不符合歷史上王陽明的實相，卻相當符合現實中
康有為之學的特色。發表於《民報》上的〈譴王氏〉本在與梁啟超論戰，其對王陽
明的批評，重點已轉移到否定他的功業，雖名為「譴」，意在「發落、放逐」，語
氣卻多存規勸，不止對梁啟超，也針對許多革命黨人對於王陽明的興趣。《檢論》
中的〈議王〉繼續否定王陽明的心術、功業，更激烈反對陽明學是日本富強動力的
說法，卻對王陽明的人品表示讚賞，正是要議論推翻滿清後革命黨毫無政績，並沒
有使國家富強，卻又因受到袁世凱的大肆誹謗而有被辯護的必要。可見，章太炎的
三篇文章，都有特殊的撰寫背景，他對王陽明其人其學的態度，首先服從於論戰的
需要。朱維錚先生的解釋，通過對思想之所以形成的「歷史現實」的揭露，使得章
太炎思想中看起來的矛盾謋然理解。
對比此後不久孫萬國的商榷文章 45，不難看出朱維錚先生的命意所在。孫氏將章
太炎首先視作學者，其次纔是政治活動家，所以他注重從學術本身的脈絡來探求章
太炎思想的變化。儘管有其價值所在，但並不足以駁倒朱先生。直到近年，仍有不
少學者關心章太炎如何評價王陽明，但基本的思路，仍然不出朱先生的範圍，或是
在被朱先生所批評的範圍之內。
由此，朱先生指出了研究近代有重大影響的一流人物思想的一條「通則」：
要考察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章太炎、孫中山等的思想或哲學，你就不
能不考察他們的政治生涯對他們思想變化軌跡的作用。在這方面，我相信馬
45

見章念馳編：《章太炎生平與思想研究文選》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年），頁 298-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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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恩格斯的說法，就是研究思想、文化、宗教等的歷史，必須注意「政
治進程對於歷史進程的真正的歷史的干預」。46
不難看出，朱維錚先生是馬克思、恩格斯的真正忠實信徒。在他看來，思想並不是
憑空產生的，必然是個人所處的種種社會經濟關係的結果。要研究章太炎這些人思
想的實相，要把他們放到真實發生過的歷史中去。抽離出他們所處的環境，得到的
只能是研究者出於個人主觀虛構出來的幻影。朱維錚先生並沒有一直套用馬克思的
理論，但卻在研究中時時注意從真正的歷史出發，而不是從一種觀念出發，反而無
論是在方法上還是精神上，貫徹了真正的馬克思理論。這樣的理論自覺，已然融入
到朱先生的整個學術研究乃至觀省社會現實之中，所以，他給普通讀者推薦的書，
竟然也是《資本論》，或者請讀者至少讀一下它的第一卷初版序和再版跋，以及恩
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47。
按照朱先生的意見，章太炎每根據時勢的變化調整自己的論點，則他頗似信口
雌黃的「政客」，如何當得起「學術大師」之稱？對此，朱先生給予了「歷史」的
同情。「章太炎是大學者，但不是純學者」，「他關注的首先是民主革命的命運，他
從事的首先是用筆和舌去同不利於這個命運的思想或宣傳抗爭」48。但即使他的出發
點是好意，卻也流弊無窮。雖非阿世，而不免於曲學。對此，朱維錚先生也有所警
惕，雖表同情，卻並不贊成：
46

朱維錚：〈陽明學在近代中國〉，《走出中世紀》，頁 251。

47

朱維錚：
〈我的書架沒有秘密〉，《走出中世紀二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318-320。按，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云：
「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
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係，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係的產物。」（
《馬克思
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2 卷，頁 208）第二版跋提到：「以文化本身為
對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都更加不能把意識的任何一個形態或任何一個結果作為基礎。這就是
說，能夠作為批判的出發點的，不是觀念，而是外部現象。批判不能限於拿一個事實比較對照於
觀念，而是要拿一個事實比較對照於另一個事實。」
（同前書，頁 216。按，此段文字本為伊 ·
考夫曼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觀點〉中對馬克思辯證方法的描述，馬克思引用後表示描
述得「這樣恰當」）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說：「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
纔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因而一個民族或
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為基礎，人們的國家制度、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
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同前書，第 3 卷，頁

48

574）
朱維錚：〈陽明學在近代中國〉，頁 252。按，原引《德意志意識形態》文字略有誤，今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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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和章炳麟描繪孔子，命意相反，造假則同。就命意來說，他們雖然互
相反對，但都出於要求中國進步的渴望，都不算錯。問題在於，他們都多少
自覺地認為，只要使好意得到實現，便可不擇手段，因而歷史也就只被看作
達到某種現實目的的手段。然而歷史究竟不是手段，它屬於已經不可改變的
過去，屬於任何主觀意向都已對它莫可奈何的客觀存在。人們可以由歷史發
現過去與現在的聯繫，卻不能由歷史找到救治時病的現成藥方，否則勢必抹
煞歷史與現實的區別，任意剪裁歷史為我所用。康有為和章炳麟，在孔子問
題上的毛病，正是同出於此。49
對於一切「非歷史」的歷史評價，朱先生均表反對。而無論出於多麼高尚的目的，
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終將被手段反噬，使手段成為目的本身，必然會受到歷史的
審判。

三、章太炎與近代思想學術史
除了章太炎以外，朱維錚先生對晚清的很多重要人物、重要典籍都有研究，包
括康有為、劉師培、宋恕、梁啟超、辜鴻銘、馬相伯等，由此，也構成了他在經學
史、史學史和文化史之外的另一塊學術研究版圖。而據朱先生自述，他「轉入近代
思想史，即自研究章氏著作始」50。
朱維錚先生的近代思想史研究，涉及範圍較廣。限於本文的主題，為免枝蔓，
這裏只稍微提示兩點。其一，朱先生所謂「近代」，並不始於一八四〇年。雖然到
晚年，他纔公開大聲疾呼反對「腰斬」清史，反對「兩炮論」51，但自研究近代思想
史伊始，朱維錚先生即主張至少要貫穿整個十九世紀，更透徹地說，則應從明末清
初開始。其二，朱維錚先生在注釋《章太炎選集》的時候，即已特別注意「西學」
對於章太炎的影響，於是，「西學」始終構成他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的有機組成部
分，更深一層說，他始終將中國置於「世界」之中 52。
49

朱維錚：〈歷史的孔子與孔子的歷史〉，中華孔子研究所編：
《孔子研究論文集》
（北京：教育科學
出版社，1987 年）；後收入朱維錚：《走出中世紀》，頁 227-228。

50

1980 年 7 月 6 日致汪榮祖函。

51

見朱維錚：《重讀近代史》（上海：中西書局，2010 年）。

52

對此，李天綱教授已有指出，見氏著：〈旦復旦兮憶吾師〉，
《讀書》，2013 年第 3 期，頁 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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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章太炎所在的晚清民初。朱維錚先生還是從最基本的材料入手，從整理重
要人物的著作開始。除了章太炎的著作以外，他整理過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
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整理過康有為的《實理公法全書》、《教學通議》、
《春秋董氏學》、《孔子改制考》、《我史》，整理過《馬相伯集》，帶領學生整理
「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等等。當然，朱先生從事這些文獻的整理工作，常常是
被出版社或友朋「脅迫」的，也有當年基本材料並不像今天那麼易得的因素在，但
在此之中，他的選目，他的標、校、注，蘊含著他的慧眼卓識和巨大心力，使這些
書成為後來研究者一直使用的、可以信賴的文本 53。即使有些人物後來出版了文集、
全集，但名家的選本，仍然具有學術指引意義。而這樣的整理工作，也往往可以成
為學者功力的「試金石」。
在整理文獻過程中，朱維錚先生對其人其書予以縝密的考訂，力求探清其人的
生平行跡及其書的撰寫過程，這仍舊可以說是先做「笨功夫」，以弄清「為什麼」
作為研究的第一步。相關各文，發前人所未發，見前人所未見，論證嚴密，極見精
彩。上文已經提及他對於《訄書》、《檢論》結集過程的考訂。再比如〈康有為在
十九世紀〉一文，從種種矛盾的陳述中還原康有為的早年經歷，揭露出他在自傳
《我史》中「倒填年月」、「閃爍其詞」等種種虛飾不實之處，抽絲剝繭，如老吏
斷案。〈梁啟超和清學史〉考索梁氏一九一九到一九二〇年間的活動軌跡，澄清了
《清代學術概論》的寫作背景與緣由，意見也是相當深刻的。
近年來在文史學界引起很多討論的「晚清」與「五四」54 的相關度問題，大概
始於二〇〇五年王德威提出「沒有晚清，何來五四」之說。他重審中國現代文學的
來龍去脈，強調晚清文學的重要意義 55。此後，這一論題已超越文學史，在思想史、
文化史、學術史等各領域引起廣泛爭議。但是，早在此說提出二十多年以前，朱維
錚先生就已經指出，胡適把新文化運動稱作「中國的文藝復興」，而在晚清，以章

53

如葛兆光教授即認為：「這些編校注，也許是他在當代中國學術史上最重要的貢獻之一。」見氏
著：
〈那一道不曾消逝的風景〉，《懷真集》，頁 75。還應當指出，這些典籍後來出現的不少整理
本，其實是在朱先生工作的基礎之上進行的。

54

此「五四」是就廣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來說的，並不是單指 1919 年 5 月 4 日的學生運動及隨後
以罷課、罷工、罷市為主要形式的政治運動。

55

王德威著，宋偉傑譯：《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中
文版導言〈沒有晚清，何來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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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炎為首的一批學者倡導的「文學復古」，模擬的就是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
一定程度上來說，是章太炎「引導」出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他特別提出三點值得注
意：
其一是章太炎早年對孔子和經學傳統所作的否定性批判，應說是「五四」時
期「打倒孔家店」的直接先聲；其二是章太炎早年的一批朋友和學生，以
後組成了新文化運動的主要核心，如前者中的陳獨秀、蔡元培，後者中的錢
玄同、魯迅、周作人等，甚至可以包括胡適；其三是章太炎早年所支持的一
批學者和文學家，如《國粹學報》的黃節、劉師培、馬敘倫等，南社的柳亞
子等，曾經從學術和詩歌方面，進行過認真的、雖然並非是成功的「文學復
古」的實驗。56
當然，究竟如何看待「五四」，「五四」的主題到底是什麼，至今仍有爭議，但朱
維錚先生無疑已經點出了晚清與「五四」的直接關聯，表明要想探求「五四」的來
源，就非得將晚清及章太炎納入研究視野不可。而在上世紀八〇年代以來的一系列
文章中，朱維錚先生更是早已指出晚清的意義。無論是「中國的文藝復興」、「現
代化思潮」，還是「民族主義」的興起，晚清都是不容忽視的存在。
從討論晚清的重要性來說，朱維錚先生雖然也多次指出其對後來的「引導」
作用，或者說晚清如何「開新」，如何引出「近代」，但他的研究，明顯更側重於
在時代變局中的晚清學者如何看待中國歷史，如何看待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國古代
的歷史與人物又如何影響著晚清人物的頭腦，即晚清如何「走出中世紀」。他重探
晚清的「尊荀」與「排荀」思潮，意在討論晚清那批新舊學者，如何判定「神州長
夜誰之咎」，即中國中世紀兩千年的黑暗該由誰負責；討論「陽明學在近代中國」
的復活，在中西新舊學說不停衝突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揭示王陽明在康有為、梁啟
超、章太炎、孫中山、梁漱溟等人的頭腦中何以始終揮之不去；討論黃宗羲及其
《明夷待訪錄》在晚清所引發的爭議，看政見的差異如何影響章太炎、孫中山對待
黃宗羲的態度變化。在朱先生看來，晚清那批人，常常要藉助於中國已有的文化傳
統，作為自己「論學」更尤其是「論政」的資源，一方面，傳統可以說是一種「工
具」，現實的社會政治纔是影響他們如何利用傳統的主導因素，他們是從現實出

56

〈失落了的「文藝復興」〉，作於 1989 年「五四」前夜之香港，原載林毓生等著：《五四：多元的
反思》（香港：三聯書店，1989 年）；後收入朱維錚：
《音調未定的傳統》，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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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而不是從所要利用的傳統的「歷史真實」出發，來發表他們的主張，「通經」
是為了「致用」
；另一方面，他們卻又不得不依賴於固有的傳統，不得不通過重新
評價傳統的方式來表達對現實的意見，換句話說，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傳統，是他們
無法擺脫與拋棄的「枷鎖」，導致「死人捉住活人」（馬克思《資本論》第一版序
言語）。
不難看出，對於晚清學者的邏輯取向，朱維錚先生是頗不以為然的。作為歷史
上存在過的現象，他以為有必要加以研究，卻並不表示贊同。類似於章太炎晚年提
倡讀經，以為經典的抽象原則千古不磨，具體措施則可以因時制宜，朱先生以為這
已開「抽象繼承法」的先河，對此，他不客氣地予以批評和否定。這裏面有他對八
〇年代以至新世紀以來所謂「新儒學」、「國學」表示不滿，但更多的是他認為，
「傳統文化」屬於已經消逝的過去，是死掉的文化，而活著的「文化傳統」，「主流
是消極的、沒落的、體現古典文化必須否定的方面」，因而雖然仍在現實中發揮作
用，應該實事求是地研究，卻不能作為走向現代的起點 57。在這一點上，他是五四的
信徒，或者說是早年章太炎的學生，而非晚年章太炎的繼承者。
在上述各場論戰之中，章太炎無所不在。或首開風氣，或率先發難，或以其
深厚的學養介入，而使人不得不注意其見解。朱維錚先生以章太炎為研究的線索和
起點，揭示了晚清一系列重要的學術思潮、思想論爭，凸顯了晚清在中國從漫長的
中世紀走向近代的過程中所具有的特殊意義。反過來，他對於晚清思想學術史的討
論，也進一步突出了章太炎在其中的中心地位。就朱維錚先生的章太炎和晚清思想
史研究來說，二者是一體之兩面，是互為背景的。
朱維錚先生對於章太炎和晚清思想史的研究，直接引發、奠定了此後他的研
究重心。就其影響最大的著作來說，他「萌發撰寫這部《走出中世紀》的念頭，正
始於那些年研究章太炎思想的過程中」58。這裏面有兩個層次值得提出。一是章太炎

57

朱維錚：
〈傳統文化與文化傳統〉，《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7 年第 1 期；後收入朱維錚：

《音調未定的傳統》，頁 14-26。
58

朱維錚：
〈關於早年章太炎─章太炎著作按語一束〉附識，《走出中世紀》，頁 289。朱先生有關

「走出中世紀」的討論，不止限於《走出中世紀》、
《走出中世紀二集》二書，同樣包括《音調未
定的傳統》、《重讀近代史》等書在內。甚至可以說，這一關懷貫穿於他全部的研究之中。對此，
朱先生在《走出中世紀》的增訂本小引中已指出，他編校「中國近代學術名著」、
《利瑪竇中文著
譯集》，編著的《維新舊夢錄》，以及結集的《音調未定的傳統》、
《求索真文明》等，都繼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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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訄書》等著作，出自排滿革命的需要，對滿清二百多年統治中的政治與文化專
制、種族壓迫、皇帝的獨裁、讀書人的無恥等予以深刻的揭露，充滿了「對於束縛
自由和阻礙進化的現狀的批判」59，而這，也同樣構成了朱先生討論「走出中世紀」
這一主題的核心。他的單篇短論，以一個個看似細小的切口，解剖了十六世紀末
以來中國社會之中無所不在的「古舊的文化心理和文化行為的遺存，給走出中世紀
的過程帶來的種種困擾」。二是章太炎的著作，貫穿著對整個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思
考，但他直接面對的是滿清的統治，現實的背景始終縈繞在章太炎腦際。朱維錚先
生探究「中國走出中世紀」的過程，雖然時代斷限截止到二十世紀初，但背後有他
所處的八〇年代的現實的投射─甚至是五〇年代上大學以後他所親歷的那段歷史
的投射 60。儘管他避免直接對中國是否已經「走出中世紀」這一問題予以清晰的回
答，但在研究中，卻不斷提醒讀者，表徵中世紀的黑暗的種種現象是否消失，「有
歷史在」。
在「革命家」和「思想家」的另一面，章太炎也是一個「學問家」，更是近代
學問最淵博精深的學者之一。剝離「政治」色彩，對於章太炎的「純學術」，朱維
錚先生雖不做專門研究，但並不否定其價值，且多次提出要予以重視，尤其是指出
對後來相關研究的影響。「他生平留在學術史上的業績，遠非已陳之芻狗。尤其是
他晚年的學術傾向和若干見解，在受過那麼多的否定之後，猶如驅不散的幽靈，仍
然隱現於某些學術領域，只消略窺孔子和儒學研究的現狀便可瞭然」61。甚至是章太
炎的一些「論戰」文章、一些早年的「鞠迫」之言，其中的學術見解也是相當深刻
的。
在許多地方，朱維錚先生都指出了現代中國學術的很多基本觀點，其說皆始於
章太炎。只不過章太炎太難讀，用語太古奧、簡潔，其見解每為人所忽略，反不如
梁啟超、胡適等人的傳播「影響」大。比如近代討論清代學術的首出之作，當屬收
錄於章太炎《訄書》重訂本中的〈清儒〉一文，作於一九〇四年之前。〈清儒〉意

《走出中世紀》的思路與課題。
59
60

朱維錚：〈《訄書》發微〉，頁 271。
該書出版後，朱先生講學海外，一年半回國後翻閱數百通讀者來信，發現其中提出最多的問題，
是「中國有沒有『走出中世紀』？」見《走出中世紀》增訂本小引。

61

朱維錚：
〈關於晚年章太炎〉，《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 年第 5 期；後收入朱維錚：《走
出中世紀》，頁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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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滿清的桎梏使讀書人埋頭於故紙堆，也有針對康有為今文學說的意味，但不
能否認其中蘊含著對於清代學術發展脈絡的梳理，對於清代學術成就的總結。但至
今天研治清學史的學者，往往以為章太炎的說法，更多出自批判滿清的漢族民族主
義立場，以政治關懷來評價清代學術，於是在反滿民族主義失去現實意義以後，其
影響便大為削弱，遠不如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穆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胡適《戴東原的哲學》乃至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
〈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艾爾曼《從理學到樸學》重要。後來者在現實中的
「影響」超過了首創者 62，這一現象及其原因當然值得探究，但就學術史的演進歷程
而言，就後來者接受、吸收、深化或反對、更正首創者的論點而言，〈清儒〉實在
是不應該被忽視的名篇。
受周予同先生影響 63，朱維錚先生一直重視〈清儒〉，對於該文的貢獻，他也早
有說明：
本篇是對清朝二百餘年學術變遷史的系統總結。原篇分三節。首節分析
「經」的性質，認 為 同世界文明古國的記錄一樣，是夾雜著神話迷信的古
史，硬拿來搞「通經致用」，結果既不通歷史，又危害政治。次節說乾嘉考
據學者恢復了把六經當作歷史研究的傳統，所以在學術上放出異彩；但樸質
的考證，不合文士的口味，於是有攻擊漢學的桐城派出現，於是又有欣賞
《公羊》三世說的常州學派出現，於是又有調和漢、宋學以求名的陳澧等出
現。末節是關於清朝經學研究具體成果的評論。最後針對康有為等否定考據
學作用的意見，認為考據學家強調無徵不信，竭力搜集證據，到未來的歷史
學家應用時，便會看到這種樸實的東西發出光輝。全篇雖對清朝今文學派的
批評有失公正，對戴震一派的估價也未免過分，但材料豐富，分析清楚，是

62

朱先生以為，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既非同類課題的首出之作，更非具有專門史經典意
義的佳作」，但「堪稱一部天才論述，越是離著作情境更遠的讀者，越易將它看作客觀勝於主觀
的學術史佳作」，見〈梁啟超和清學史〉，本為上海古籍出版社「蓬萊閣叢書」中《清代學術概

63

論》導讀，作於 1996 年冬至 1997 年春；後收入朱維錚：
《走出中世紀二集》，頁 90、124。
周先生在主編《中國歷史文選》時不顧反對，堅決主張收入〈清儒〉一文，並在中國經學史課
程中指出其在學術史上的價值，見朱維錚：
〈梁啟超和清學史〉，《走出中世紀二集》，頁 119；

《中國經學史講義》，收入朱維錚先生編校的《周予同經學史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58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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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總結清學的首出作品。以後，劉師培著〈清儒得失論〉，梁啟超著《清
代學術概論》等，都明顯地以它為繼續研究的起點。64
章太炎對於清代學術某家某書某派等的獨到之見暫時置之勿論，這裏僅就其學術
「指引」意義做些說明。提要指出，〈清儒〉次節勾勒出清代學術的基本演進歷程，
即由考據之樸學到桐城派，到公羊學，到調和漢宋，後者都是從對前者的不滿、反
對而產生的。這樣一條線索，很難說後來梁啟超的「以復古為解放」沒有受到它的
影響，而梁氏《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羅列清代學術的各項成績，其形式更明顯
屬於〈清儒〉中第三節評騭清朝經學研究成果的擴大版。還有梁啟超、胡適遵從章
太炎之說，認為清代漢學復興始於顧炎武首倡「捨經學無理學」，都強調戴震在清
學史上的「轉捩」作用，也是繼承章說而有所發展 65。還有如清代漢學分吳、皖二
派，吳派好博而尊聞，皖派綜形名，任裁斷；如重視章學誠，以為《文史通義》近
〈史通〉；如以清學之長在於求是等等，大多已成為後來的通行看法或研究者的「共
識」。即使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不止不滿於梁著，實際上也針對〈清
儒〉中「清世理學之言，竭而無餘華」的判斷，而要表明「清代乾嘉經學考據之
盛，亦理學進展中應有之一目，豈得據是而謂清代乃理學之衰世哉？」66 無論贊成與
否，章太炎對於清代學術的意見，對晚清民國時期的清學史研究是籠罩性的，是相
關研究者無法繞過也必須直面的。而章太炎對於清代學術的意見，也不止〈清儒〉
這一篇 67。
因為朱維錚先生對於章太炎的著作讀得熟，對章太炎各方面的見解瞭然於胸，
64

周予同主編，朱維錚修訂：《中國歷史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下冊，頁 328329。此處引自〈梁啟超和清學史〉（《走出中世紀二集》，頁 120），其中明言「將我舊作的〈清
儒〉提要轉錄如次」，說明此文為朱維錚先生所作。

65

朱維錚：〈關於清代漢學〉，《走出中世紀二集》，頁 280-282。

66

錢穆：
〈清儒學案序目〉，《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年），頁
544；錢著自序言「詳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詳」（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印書
館，1997 年〕，頁 4），朱維錚先生以為此「人」只能指章太炎、梁啟超。至於不出其名，則在
於有所避忌：國民黨厭惡梁啟超與孫中山作對，也厭惡章太炎反對孫中山，更於章氏公開抨擊蔣
介石不滿，而有懲辦「章逆」之舉。見朱維錚：
〈關於錢穆研究〉，
《走出中世紀二集》，頁 146-

67

147。
近年來也有一些學者指出，要重視章太炎在清代學術史方面的貢獻和價值，如張昭軍：〈章太炎
與清學史〉，《中華文化論壇》，2003 年第 3 期，頁 94-100；孟琢：
〈清代學術的歷史總結與思想
突破─章太炎〈清儒〉的四重解讀〉，《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17 年第 1 期，頁 10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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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看待二十世紀以降的學術史中，能夠清楚地看清相關研究的淵源所自。對於
先秦諸子，尤其是儒家的起源，章太炎有一系列文章直接影響了二十世紀上半葉
的先秦諸子研究，包括〈訂孔〉、〈論諸子學〉和《國故論衡》中的〈原儒〉、〈原
經〉等。朱先生以為章太炎在《國故論衡》中「對先秦的儒道名墨法各家哲學進
行梳理，其結論長期被哲學史明引暗襲，無疑表明他在這個領域確有創見」，「對
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提供了直接啟示」68。胡適的〈說儒〉，更是直接繼
承〈原儒〉而作 69。他評價饒宗頤先生《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在明言「正之義尤
重於統」、「歷史之秤是謂之正」這一點上，與梁啟超〈論正統〉、章太炎《國學
略說》的見解並無二致 70。他以為討論「新儒學」，追本溯源，就應該承認它始於清
末，應當注意康有為的孔教論和章太炎的建立宗教論；論其走向，也當注意梁漱
溟與梁啟超、熊十力與章太炎的「親緣」關係；不能不注意從章太炎到熊十力的轉
折 71。此類見解，有時或許令後來的研究者不快，但出自符合歷史的判斷，又不能不
讓人信服。同時也不得不讓人反思，有多少研究是在章太炎的延長線上，又有多少
研究並未超出章太炎的觀點。朱先生的反覆提示，值得回味。
這裏還應該指出的是，對於章太炎「學問家」這一面，具體哪些「學問」值得
重視，朱維錚先生也是有一定選擇的。像小學、醫學，雖然也承認其價值，並特別
表彰章太炎「開創了從時空連續性角度研究語言史的先例」72，但總體而言，這些並
非他關注的重點。他所注意的，更多的是章太炎在特定時代之下的「學問」追求和
研究取向。比如他認為，章太炎早年探求歐美日本流行的社會進化論、人權理論、
無政府主義、宗教學等各種學說，在晚年「從考據和義理相結合的角度」對國學即
經學的歷史的研究，在學術研究中注意「學說如何受政治干預的影響」、「學派如
何因自身的內在矛盾而走向否定」、「學者如何能夠自由發揮思想而開一代風氣」，
對研究學術思想史都有啟迪作用。而歸結起來，朱先生以為，章太炎治學，「其實

68

朱維錚：
〈《國故論衡》校本引言〉，《復旦學報》
（社會科學版），1997 年第 1 期；後收入朱維
錚：《求索真文明》，頁 291、292。

69

朱維錚：〈難講的「原儒」公案〉，《文匯讀書週報》，2000 年 11 月 4 日；後收入朱維錚：《走出
中世紀二集》，頁 131-135。

70

朱維錚：〈讀《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作於 1996 年乙丙之際），
《走出中世紀二集》，頁 291。

71

朱維錚：〈從儒學史說到新儒學〉（作於 1998 年季春），同前註，頁 303。

72

朱維錚：〈《國故論衡》校本引言〉，《求索真文明》，頁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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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的焦點，在於『國病』。從經史研究考察『國病』的由來和演變，從現狀研究
分析『國病』的根源和治術，始終是太炎做學問的出發點和歸宿」73。可以看出，在
朱維錚先生眼中，章太炎的「學問」本身，也仍然有現實的關懷和指向在，是與他
「革命家」、「思想家」的身分「三位一體」的，並不能脫離晚清民國的具體時空而
獨立。
從所謂「學脈」上溯，朱維錚先生的兩位老師，周予同先生和陳守實先生，
可以分別追溯錢玄同、梁啟超，再到章太炎和康有為，朱先生在學術上對章、梁更
為重視，應該受到他兩位老師的影響，但更多的應該是自身的學術認同，使得他常
「左」康而「右」章 74。可以說，章太炎是對朱維錚先生影響最大的前輩學者，甚至
可以說是他探究中國歷史的出發點。朱維錚先生對中國經學史、中國學術史、中國
文化史的研究，很多都是建立在章太炎的基礎之上的 75。在朱先生的大量文字和觀點
之中，處處可見章太炎的影子。
本文大概梳理了朱維錚先生在章太炎以及相關的晚清思想學術方面的貢獻。他
對於章太炎及晚清學術思想的研究方法與思路、基本論點，已然成為後來繼續研究
的前提。隨著近年來章太炎相關研究在海內外越來越成為學術熱點，回頭梳理朱維
錚先生的章太炎研究，對於推進學界進一步深化對章太炎的認識，乃至重新討論晚
清以上的中國思想史、中國學術史，相信不無啟示作用。
附記：作為朱維錚先生的晚年弟子，不敢說對朱先生一生的思想與學問瞭解
到什麼程度，但近年來參與整理先生的著作，選編了他的《壺裏春秋二集》、《章
太炎與近代學術》，在反覆研讀、學習先生的著作中，仍然不斷獲得教益，也愈發
覺得先生的研究有其不朽的價值─當然，這不表示我對先生的立場、觀點亦步亦
趨。

73

見朱維錚：〈關於晚年章太炎〉，《走出中世紀》，頁 299-300；〈從三個角度看章太炎〉，
《朱維錚
學術講演錄》，頁 267-268。

74

這裏的「學術」認同，既包括學術研究的理路，也包括個人氣質、精神方面的接契。對此，李天
綱教授、鄧志峰教授、馬勇教授均有所揭示，分見〈旦復旦兮憶吾師〉、
〈雪月之靜穆與莊嚴〉、

〈朱維錚先生對章太炎的解讀〉。
75

比如馬勇教授認為朱先生「通過章太炎建立了一個與周予同完全不同的經學史解釋體系」，見馬
勇：〈當代中國學術史上的朱維錚〉，《中華讀書報》第 9 版，2012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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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朱先生逝世十週年，按照先生的教誨，昨天的一切都已屬於歷史，他也
成為「歷史人物」，自然可以作為研究的「對象」。但由學生來評價老師，總是有
背於傳統的師弟之道；何況由於親炙的緣故，也很難做到所謂「客觀」。因此這篇
小文，豈敢說是「研究」，只是我進一步向先生學習的一份作業，希望尚屬於可以
令先生在天之靈滿意的答卷。
2022 年 5 月於滬上被「封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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