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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范仲淹的政治活动总是与文化教育密切相关，为了获得
治国安邦的人才、解决北宋的经济军事社会危机，他兴办学校、教
导生徒、选任学官、言传身教、撰写教育文章，以丰富多样的实践形
式传播经世致用的教育理念，培养出了大批关心百事、积极参政、
砥砺气节、个性张扬的新型士人。 这些具有新型思维方式、新型行
为方式和新型文道观的士人将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和治国安邦热
情注入文学创作之中，以社会百事为题材，以议论思辨为着力点，
以新警奇峭的表达方式阐述精深多讽的思想内容， 创造出了迥异
于唐代的文学范式， 以思理筋骨见长的宋型文学也自此开始逐渐
生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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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文武全才之一， 是北宋时期的一

代名臣。 而值得注意的是，范仲淹的政治实践往往都与文化教育密

切相关。 在“学校，王政之本”①的思想指导下，不管在朝堂还是地

方，在中原还是边疆，他都不遗余力地兴办学校、培育人才。 正是在

他的领导与推动下，北宋终于一扫宋初三朝文教凋敝的萧索局面，
“海隅徼塞四方万里之外莫不皆有学”，出现“宋兴盖八十有四年，
而天下之学，始克大立”②的教育盛况，他教导和提拔的一批人，如

名臣富弼、名将狄青、理学家张载、太学先生胡瑷和孙复、经学家许

元，也都成为北宋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一些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
更重要的是，范仲淹的教育活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北宋士大夫精

神气格的定型，开启了一种新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而作为这

种新型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文字表现， 宋型文学也逐渐得以生

成。 本文正是从范仲淹的教育活动入手，分析其教育实践与教育理

念对北宋士人思想品格、精神面貌的改变，以及这种改变所带来的

文学创变。

1 范仲淹教育目的与新型士风的生成
范仲淹发展教育的目的是为治国安邦培养人才， 他指出，“王

者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 张良、陈平之徒，秦失之而
亡，汉得之而兴；房、杜、魏、褚之徒，隋失之而亡，唐得之而兴”③。 因

此在教育实践中他不仅重视以经世致用之学为教学内容， 还以身

作则，以自己救民疾、分国忧的社会担当感染生徒，倡导士大夫要

以天下为己任、将济世热情与道德人格完美地结合起来，震荡了一

代士风。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言就作于范

仲淹执政邓州、执教春风书院期间。 ④于是，宋代学生纷纷“以范公
之学为学，穷不措其志，达不变其操”，终而一改宋初重文轻武政策

所导致的姑息为安、知足保和的士人风貌，一时间，“士品淳而文风
振”⑤，从欧阳修的《与高司谏书》、《朋党论》等文章中都可以看出当

时文人士大夫空前高涨的政治热情、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感和道德

使命感。 自此开始，终宋一朝士大夫都有着极为昂扬的议政精神，
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再到后来的屡次党争，士人的“言事之

风”作为一种政治习气，“一直伴随宋代三百年” 。 ⑥

2 范仲淹教学内容与新型文道观的生成
范仲淹重视经学，他强调“劝学之要，莫尚宗经”⑦，主张以儒家

经典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对学生要“敦之以诗书礼乐，辨之以文
行忠信”⑧。 但他并不推崇传统以注疏解释为主的汉唐经学，而更强

调经世致用，他跟仁宗指出：“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 在乎
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庶可救其不速。 ”⑨也就是说，“经”具

有其他文献难以企及的丰富文化内蕴， 学生可以通过学习经典获

得较高的道德水平和从政能力， 但若拘泥于反复识记那些帮助扫

清阅读障碍的“章句之学”，便是舍本逐末了。 除此之外，他十分推

崇医科、武科等实用科目的教学，鼓励学生以自己擅长的方式服务

社会，进而为公卿者可，退而为乡先生者也可，文能传道移风俗者

可，武能上马定江山者也可，不必都以进入仕途官至公卿为唯一成

材标准。 这就渐渐地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各行各业百事皆高的价值

观， 而这一价值观不仅为士人蓄势待发的参政热情提供了切实可

行的操作途径， 还为重新定位中唐古文运动以来逐渐被神化的道

统思想奠定了思想基础，为北宋诗文革新指明了方向。
北宋初年，古文家们延续了唐代古文运动“文以载道”的核心

观点，石介等人以“道统论”批判西昆体、推崇古文创作，狂热地认

为文的唯一价值就在于施行教化、传承道统，而道统传承则被他们

扭曲为一种对社会现实进行危言耸听的描述同时鼓吹、 神化 “圣
贤”的极端活动。 在如此偏激的文学思潮背景下，文坛领袖欧阳修

继承了范仲淹重视百事的思想观念，提倡文道并重，改良了宋初柳

开、 石介及其追随者好古为戾， 以怪诞的言论和疏狂的行为神化

“道统”的狂热主张，将“道”分为圣人之道和诞人之道，指出圣人之

道“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存于日常百事之中，就是

国家政治、经济活动之理，好文章就应该以易知易明之文表达日常

百事之道。 在欧阳修的理论阐释和创作示范下，宋初一直存在的文

道之争基本解决，宋文平易流畅的基本特征也基本确定。 而如果没

有范仲淹务实的教学理念在前， 欧阳修主导的诗文革新在推行过

程中必然会遭受到更大的思想障碍。

3 教学方法与新型思维方式的生成
上文提到，范仲淹非常重视经学的现实应用，并为此把教学方

法新颖的孙复、胡瑷引入了太学。
孙复在太学中主讲《春秋》，据欧阳修《孙明复先生墓志铭》记

载：“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 其言简易，明于诸
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 得于经之本义为
多。 ”可见，孙复的教学方法是“不惑传注”、“考时之盛衰”，走出传

统春秋三传注疏的解释框架，以今解古。
胡瑷的“苏湖教学法”也是类似，他主张教学要“明体达用”⑩，

“体”为经书所承载的人格道德，“用”则是现世所需的为政之学。 如

讲解《周易》“小畜”时，他先做了“畜，止也，以刚止君者也已”的常规

训诂之后，就举了宋初宰相赵普不顾太祖盛怒、直谏君主之事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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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说，使得经术课程由原来的章句之学一跃而变成了致用之学。 輥輯訛

这种教学方法和治学态度改变带来的是太学生思维方式的改

变，他们不再迷信经典与权威，开始自由地探索一种更接近现实生

活、更贴近个人经验的阐释方式。 庆历以后，对经典文献的新阐释

层出不穷，汉代以来“守训故而不凿”的经术传统被打破，“诸儒发
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词》，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
《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輥輰訛。

事实上，这种阐释方式的转变不仅针对传统文献，更是针对社

会人生。 面对现实社会中出现的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

问题，从章句束缚中挣脱出来、饱含一腔救国激情的士人们不仅要

寻找新的学术秩序，还要寻找新的社会秩序，于是各种个性鲜明的

政治观念与思想立场也应运而生， 开启了北宋波涛汹涌的革新与

党争， 也在此基础上孕育出了北宋士人善于思辨的文化性格和百

花齐放的文化生态。

4 范仲淹的教育活动与宋型文学的创作
文学是思想的皮肤， 它以最形象的方式展现出思想骨肉生长

的肌理，也以最明确的方式限定了思想血脉喷薄的外延。 范仲淹顺

应当时需要，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使命感、关

注现实、敢于创变的新型士大夫，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北宋士人精神

气格的改变。 而随着士人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改变，作为思想文

字外衣的宋代文学也开始转型， 终于从宋初三体的唐代遗风中突

破出来，以筋骨思理见长的独特文学品格开始萌芽。 这一点在范仲

淹本人的文学创作中即可看出，其诗词文赋，无一不体现着他的慷

慨气格。 而范仲淹舞文弄墨流连风骚的时间终究不多，宋调的新创

主要还是由他所教育、提拔和影响的学官文士来实现的。
宋诗方面，诗人们在关心百事、积极参政、砥砺气节、发扬个性

的教育下，纷纷在题材上增加现实内容，在表达方式上“议论争煌
煌”，在诗歌精神上追求昂扬的气格，推崇不拘一格的诗风，创作出

一批雄豪奇峭、古拙怪巧、迥异于宋初三体的杰出诗作。 由范仲淹

推荐为官的苏舜钦诗风豪迈， 他将深刻的社会忧患意识和强烈的

政治参政热情融入诗歌，创作出了《庆州败》、《吾闻》、《吴越大旱》
这样气象阔大的作品。 深受范仲淹欣赏的梅尧臣则以细密的观察

和精密的描写将各种难状之物、难摹之景写得栩栩如生，奠定了宋

诗题材丰富、意境新奇、语言精工的基本特点，“寒鸡得食自呼伴，
老叟无衣犹抱孙”（《小村》） 这样余味悠长的诗句也充分体现出诗

人的现实情怀。 稍后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司马光等人则以“明
妃曲”为话题反复唱和表达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把诗歌作为议论

政事、 交流思想之载体的功能发展到了极致， 也开启了宋诗注重

“思理”的创作传统。
宋词方面，范仲淹以一首慷慨悲凉的《渔家傲》在婉约华丽的

早期宋词中独树一帜， 实则已经为后来苏轼对宋词的新变埋下了

伏笔。

宋文方面，孙复、胡瑷的教学方法启发了学生求新求变的思想

意识， 他们勇于并且乐于推翻旧说， 用自己独到的见解来阐释经

典、解读社会，因此，与之相适应，他们也倾向于选择信息承载量更

大、表达力更强的古文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故而欧阳修说“臣伏见
国家自兴建学校以来，天下学者日盛，务通经术，多作古文”輥輱訛，可见

以范仲淹为主导者的教育活动对宋代文体革新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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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同上，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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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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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輰訛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经说》，转引自袁征《宋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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