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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与宋学之勃兴

○杨渭生

【内容提要】　宋代儒学划时代的新发展 ,谓之新儒学 , 即宋学。宋学是汉学的对立物 ,形成与汉学迥然不同的新

思路 、新方法和新学风。宋学博大精深 ,涵蕴广大 ,学派众多。其开创者谁 ? 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本文根据大量第一

手资料 ,从兴学育才 、推进儒学发展及有关学术思想研究两个方面作了论证 ,文章指出 ,范仲淹最先登上历史舞台, 为

宋学之勃兴开端引绪 ,是当时学术思想界的核心人物,实为宋学开创者。范仲淹在政治 、学术 、文学上的建树是三位一

体的 ,他与欧阳修等人所开创的学术探索的新局面 ,正体现了宋学勃兴的新精神 、新气象。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 ,宋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①。他是卓有建树的政治家 、文学家

和思想家 。范仲淹不仅是北宋首次政治革新 ———“庆历新政”的领袖 ,而且是当时学术思想界的核

心人物 ,实为宋学的开创者。有人说 , “但其学术著作留传不多 ,而且平生志业别有所在”
②
,其实不

然。范仲淹在政治上 、文学上的盛名掩盖了他在学术思想方面所作的贡献 ,这或许是他因此不为人

们所注意的原因 。究其根本 ,范仲淹的政治 、学术 、文学实为三位一体 ,正体现了宋学勃兴的新精

神 、新气象 。

众所周知 ,先秦诸子时代结束以后 ,儒学的发展有两次高潮 ,一是汉代 ,二是宋代 。自汉经魏晋

南北朝 ,历隋唐五代 ,儒学的发展 、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至宋代 ,儒学的飞跃发展 ,形成了

崭新时期 。儒学这一划时代的新发展 ,谓之新儒学 ,即宋学 。“宋学是汉学的对立物 ,是汉学引起的

一种反动”
③
。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 ,宋学形成了与汉学迥然不同的新思路 、新方法和新学风 ,

开创了学术探索的新局面 。宋学博大精深 ,涵蕴广大 ,学派众多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或学术文化思

潮 ,有它酝酿 、形成 、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其开创则始于兴学育才 。因为要改变士风 ,陶铸人才 ,开

拓学术新天地 ,关键在于学校教育 。

钱穆先生说 ,“宋学最先姿态 ,是偏重在教育的一种师道运动”④。这一运动 ,可追溯至中唐的

韩愈。韩愈的名著《师说》 ,谓师者“所以传道 、授业 、解惑” 。“传道” ,即传尧 、舜 、禹 、汤 、文 、武 、周

公 、孔 、孟之道 ,是其主要者。一般所说“宋初三先生”(胡瑗 、孙复 、石介)在教育方面的活动 ,即传此

道 ,开了宋学风气之始。欧阳修说:“ ……明道以来 ,学者有师惟先生(胡瑗)暨泰山孙明复 、石守道

三人 ,而先生之徒最盛。”⑤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宋元学案》把胡瑗列为第一学案(《安定学案》),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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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学者全祖望在《安定学案序录》中写道:“宋世学术之盛 ,安定 、泰山为之先河 ,程 、朱二先生皆以为

然。安定沉潜 ,泰山高明 , 安定笃实 , 泰山刚健 , 各得其性禀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传 ,则一

也。”⑥诚然 ,上述三先生和欧阳修等人 ,是活跃在北宋中期宋学勃兴初期的代表人物 ,但最先登上

历史舞台 ,为宋学之勃兴开端引绪者 ,当推范仲淹 。这一点 ,以往为人们所忽视 。

其一 ,从偏重于教育方面考察 。

范仲淹少时家境贫苦 ,曾苦读于长白山(今山东境内)一僧寺 ,后转睢阳应天府书院从学戚同

文。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应晏殊之聘 ,掌南京(今河南商丘)应天府学 ,在应天府书院讲学期间 ,

“四方从学者辐凑 ,其后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 、朝廷者 ,多其所教也”⑦。孙复始游范氏之门墙 ,即在

此时 。当时 ,孙复为奉养老母 ,极为困难 。范仲淹给予接济 ,又给他一份月薪三千钱的学职 ,使他能

安于学。孙复及其高足石介等人在范仲淹领导下开义理之学的先声 ,为新儒学(宋学)之兴起开辟

前进的道路 ,范仲淹兴学育才的活动 ,从这时(天圣五年)就开始了 。范仲淹在苏州创州学 ,又请孙

复去讲学 ,后来范仲淹还推荐孙复为国子监直讲 ,在太学任教。孙复成为著名教育家 ,得力于范仲

淹的提挈。胡瑗在苏州办私学 ,景 二年(1035),范仲淹(时为知州)聘胡瑗为州学教授 ,次年又向

朝廷推荐胡瑗参定雅乐。庆历四年(1044)宋政府建太学 ,范仲淹又推荐取胡瑗的苏湖教学法 ,著为

“太学令” 。可以说 ,胡瑗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能推行于全国 ,首先是范仲淹推荐之功。《宋元学案》卷

一《安定(胡瑗)学案》 ,卷二《泰山(孙复)学案》 ,均列高平(范仲淹)为“讲友” ,而卷三《高平学案》王

梓材案云:“安定 、泰山诸儒皆表扬于高平 ,而高平实发原于睢阳戚氏”⑧。这充分说明 ,范仲淹对宋

学之兴起有很大的贡献。

范仲淹很强调教育的重要性 ,有其独到的见解。他在应天府书院授徒那年(1027)上宰相王曾

书中 ,就提到学校教育是治本之道 ,是乐育英才 、改变士风的根本 , “斯择材之本 ,致理之基”⑨。其

后在《上时相议制举书》中又说:“夫善国者莫先育材 ,育材之方莫先劝学 ,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

则道大 ,道大则才大 ,才大则功大。盖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 ,安危之几存乎《易》 ,得失之鉴存乎

《诗》 ,是非之辨存乎《春秋》 ,天下之制存乎《礼》 ,万物之情存乎《乐》 。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经》 ,则能

服法度之言 ,察安危之几 ,陈得失之鉴 ,析是非之辨 ,明天下之制 ,尽万物之情。使斯人之徒 ,辅成王

道 ,复何求哉?”
⑩
这是说 ,人才的养成 ,要通过学校教育来进行 ,学校教育须以《六经》之道来灌输青

少年。读书人对《六经》的精深研究 ,小则可以作为个人立身处世的准则 ,大则可以用来治国平天

下 11。

范仲淹的这种“宗经劝学”的教育思想 ,植根于儒家的教育原理 ,又有新的创发。范仲淹从真宗

大中祥符八年(1015)27 岁进士及第 ,初任广德军(今安徽省广德县)司理参军时起 ,就注意延揽人

才 ,创办教育。此后他在南北十几个州郡担任地方长官 ,所到之处 ,首重兴学。例如:在广德 、睦州 、

苏州 、润州 、延州 、 州 、邓州 、杭州等地办学 ,原有州学的 ,扩建宿舍 ,增强师资 ,整顿学风;原来没有

学校的 ,重新创办。无论是在通都大邑或贫困山区 、荒凉边塞 ,无论在政事纷繁的年代 ,或是戎马倥

偬的岁月 ,他都孜孜不倦地兴学育才 ,办学成绩卓著 12。

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提出“精贡举” 、“兴学校” ,把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联系起来考虑 ,作为

革新政策的立足点。可见 ,范仲淹不是为教育而教育 ,而是把改革科举与教育同革新政治的实际需

要相结合。这正体现了“宋学初兴 ,注重教育精神与师道尊严的风气 ,很快就转移到政治运动上”
 13

的新特点。范仲淹是宋学的开创者 ,又是初期宋学中第一位把重视教育与革新政治的现实需要结

合起来的政治家 。庆历兴学是宋代学校之启蒙 ,范仲淹是兴学的倡导者 。这与范仲淹在天圣八年

(1030)写给晏殊信中 ,以“韩愈自谓有忧天下之心”
 14
表白他自己忧国忧民 、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是

一致的 ,亦即范仲淹注重教育的思想渊源之一 ,与上述韩愈《师说》也是一致的。

由此可见 ,两宋学术文化发达 ,英才辈出 ,群星灿烂 ,追溯其本 ,实由范仲淹倡导兴学育才 ,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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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端 。这与宋学之勃兴密切相关。

其二 ,从推进儒学及其学术思想上考察。

如上所述 ,学校教育是培养宋学的温床。全祖望写道:

有宋真仁二宗之际 ,儒林之草昧也。当时濂洛之徒 ,方萌芽而未出 ,而睢阳戚氏在宋 ,泰山

孙氏在齐 ,安定胡氏在吴 ,相与讲明正学 ,自拔于尘俗之中 。亦会值贤者在朝 ,安阳韩忠献公 ,

高平范文正公 ,乐安欧阳文忠公皆卓然有见于道之大概 ,左提右挈 ,于是学校遍于四方 ,师儒之

道以立。
 15

范仲淹和欧阳修在兴学育才 、奖掖后进方面所作的努力 ,对推动当时士风 、学风的转变 ,从而推

进宋学的发展 ,均有先导之功 ,他们在宋代学术发展史上是关键人物 。《宋元学案》列胡瑗 、孙复为

宋学开宗 ,而在《胡安定传》与《孙泰山传》之前 ,都冠以“高平讲友” 16 ,胡 、孙两人与范仲淹关系密

切。上面提到 ,胡瑗的教学方法及其在教育上的成就 ,全赖范仲淹多方扶持 。孙复从一个穷秀才到

一代名师 ,更是全靠范仲淹的帮助和激励 ,还授以《春秋》之学 17。另外 ,北宋一位讲究实际的学者

李觏(李泰伯)聚徒讲学 ,从学者常数十百人 ,他善论《六经》 ,很有学问 ,也是靠范仲淹的举荐 ,才入

太学任助教 ,后为直讲。其有关经术文章 ,亦因范仲淹的赞许而推广 。不仅如此 ,范仲淹对关学开

创者张载授以《中庸》 ,对张载等人学术思想有很大影响 。全祖望说:

晦翁推原学术 ,安定 、泰山而外 ,高平范魏公其一也 。高平一生粹然无疵 ,而导横渠(张载)

以入圣人之室 ,尤为有功 。 18

范仲淹不仅提挈后进 ,推动新儒学发展 ,而且自己除从政之外 ,亦从事于讲学和学术研究 。他

“泛通《六经》 ,尤长于《易》 。学者多从质问 ,为执经讲解 ,亡所倦 ,并推其俸以食四方游士 ,士多出其

门下” 19。《宋元学案·高平学案》传授表中 ,除其四个儿子外 ,列富弼 、张方平 、张载 、石介 、李觏 、刘

牧 、吕希哲等为其门人 ,胡瑗 、孙复 、周敦颐为“讲友” ,韩琦 、欧阳修为“同调”
 20
。这些都是名重一时

的儒士学者 ,或为当代军国名臣。朱熹在谈到宋代学术渊源时说:“本朝道学之盛 ,岂是衮缠? 亦有

其渐 ,自范文正以来 ,已有好议论 ,如山东有孙明复 ,徂徕有石守道 ,湖州有胡安定 ,到后来遂有周子

(敦颐)、程子(程颐)、张子(载)出 ,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诸公 。” 21

在范仲淹周围聚集了欧阳修 、胡瑗 、孙复 、石介 、李觏 、张载等一批教育家 、思想家 ,他们研究

《易》、《春秋》和《中庸》等经典作为治学的根本 ,此实开濂 、洛 、关学之先导。同时 ,范仲淹本人在学

术思想方面亦造诣很深 ,其著作对宋学之勃兴实有开创之功。传世的《范文正公集》中收入有《易

义》 、《蒙以养正赋》、《穷神知化赋》 、《易兼三材赋》 、《乾为金赋》 、《天道益谦赋》、《水火不相入而相资

赋》等《易》学论著
 22
,还有其他诗 、文 ,都充分表达了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以《易兼三材赋》

(自注:“通彼天地人谓之易” 23)为例 ,足以说明范仲淹的学术思想 。《易兼三材赋》写道:

若乃高处物先 ,取法乎天 。所以显不息之义 ,所以轸行健之权。保合太和 ,纯粹之源显著;

首出庶物 ,高明之象昭宣 ,此立天之道也 ,御阴阳而德全 。又若卑而得之 ,下蟠于地。所以取沉

潜之体 ,所以拟广博之义 。宛然不动 ,既侔厚载之容;感而遂通 ,益见资生之利 。此立地之道

也 ,自刚矛而功备 。于是卑高以陈 ,中列乎人 。刚而上者宜乎主 ,柔而下者宜乎臣。慎时行时

止之间 ,宁迷进退;察道长道消之际 ,自见屈伸 。此立人之道也 ,敦仁义而有伦。

这里讲的“天之道” 、“地之道” ,诸如阴阳 、不息 、行健 、高明 、沉潜 、广博 、原载 、资生等等 ,即是对

自然现象的观察及其对人的作用的认识 ,研究自然与人的关系;所谓“人之道” ,便是讲的封建等级

秩序 。他又说:

《易》之为书也 ,范彼二仪;《易》之为教也 ,达乎四维 。观其象 ,则区以别矣;思其道 ,则变而

通之。上以通百王之业 ,下以断万物之疑。变动不居 ,适内外而无滞;广大悉备 ,适上下而弗

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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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 , 《易》所研究的是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天地万物 ,人类社会 ,上下内外都包含在

《易》之中 ,故“统三材而成《易》” 。很明显 ,范仲淹的《易》学著作 ,与胡瑗的《周易口义》 、欧阳修的

《易童子问》 、李觏的《易论》一样 ,都是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及其相互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以自然比

附人类社会 ,用以论证伦理纲常;轻“天命” ,重“人事” ,以变化的观点探求变化的规律 。以此对改造

旧儒学 ,创造新儒学有所开拓创新 ,并为革新政治寻找理论依据 ,体现了新儒学(宋学)的新风貌 。

有的学者认为 ,范仲淹这篇《易兼三材赋》涉及宇宙生化论 、道德修养论和宋学本体论。这篇著作 ,

对后来周敦颐所作的《太极图说》很有影响。可以说 , 《易》学“传给了周敦颐”
 24
,开程颐《易传》之先

声。范仲淹写这篇著作时 ,周敦颐 11岁;程颢才 5岁 ,程颐 4岁 ,足见过去所谓周敦颐或者二程“开

创宋学”是无稽之谈 。

综上所述 ,范仲淹是宋学开创者无疑。元代学者李祁写道:

学校之遍天下 ,自公始。若其察泰山孙氏于贫窭中 ,使得以究其业;延安定胡公入太学 ,为

学者师。卒之泰山以经术大鸣于时 ,安定之门 ,人才辈出。而河南程叔子 ,尤遇赏拔 ,公之造就

人才已如此 。其后横渠张子 ,以盛气自负 ,公复折之以儒者名教 ,且授之以《中庸》 ,卒之关陕之

教 ,与伊洛相表里。盖自《六经》晦蚀 ,圣人之道不传 ,为治者不知尊尚 ,寥寥以至于公 ,而后开

学校 ,隆师儒 ,诱掖劝奖 ,以成就天才之士 ,且以开万世道统之传 ,则公之有功名教 ,夫岂少

哉? 25

这从兴学育才 、推进儒学两个方面对范仲淹的功绩作了概括 ,可谓公论 。范仲淹不仅是开启宋

代学风的核心人物 ,而且是倡导“忧以天下 ,乐以天下”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之一代

士风的第一人。朱熹在谈论振作士气时说:“ ……至范文正时 ,便大厉名节 ,振作士气 ,故振作士大

夫之功为多 。”又说 , “宋朝忠义之风 ,都是自范文正作成起来也” ,推崇范仲淹是“天地间第一流人

物” 26。《宋史·本传》说: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 ,奋不顾身 ,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 ,自仲淹倡之” 27。

范仲淹这种精神 ,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颂 ,影响深远! 所以 ,从儒学的角度看 ,范仲淹一生的最大成

就 ,应当是他对学术的贡献 ,为宋学之勃兴开新启后 ,扭转一代的风气 28。这是功盖千秋 ,值得大书

特书的。

注:
①元·脱脱:《宋史》卷三一四 , 《范仲淹传》 ,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九),第 10267～ 10276 页。 参见近人程应 《范仲淹新传》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陈荣照:《范仲淹研究》 ,香港三联书店 1987年版;李涵 、刘经华:《范仲淹传》 ,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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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 16项成果获教育部第二届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

　　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评审日前揭晓 ,根据教育部教社政[ 1998] 3 号文件

《关于颁发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的决定》 ,我校有 16项成果分获一 、二 、三

等奖 ,其中 ,西溪校区张涌泉教授的专著《敦煌俗字研究》获一等奖;束景南教授的专著《朱子大传》 、

廖可斌教授的专著《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 、徐朔方教授的专著《汤显祖评传》 、王渊明教授的专著

《历史视野中的人口与现代化》 、史晋川教授与郑勇军副教授的研究报告《浙江省工业企业规模结构

与规模经济实证研究》 、田正平教授的专著《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 、朱祖祥教授的专著《人类工

效学》获二等奖;沈善洪教授的专著《黄宗羲全集》 、楼均信教授的专著《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

等 8项成果获三等奖 。另外 ,我校还有 3项成果以第二作者身份获奖 ,其中二等奖一项 ,三等奖二

项。此次获奖数仅次于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大学 、武汉大学和南京大学 ,与北师大 、复旦 、华东师大

并列全国高校第五位 。这些成果的获奖 ,标志着浙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跃上了一个新台

阶。

(清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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