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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苏州彭氏的教育事业探论

葛慧烨1，黄鸿山2

（1.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江苏 苏州 215000；2.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苏州彭氏是明清时期著名的科举和文化世家。彭氏原籍江西清江，其迁苏始祖为彭学一。

彭学一为军籍，明洪武四年（1371）随军徙隶苏州卫左千户所。彭学一身后无子，官府以其外

甥杨仲英来苏补役，杨仲英承继了彭学一的军籍，遂改姓彭。从此，彭氏定居苏州，世居葑门

内十全街附近。

彭氏原属军籍，世代习武，传至仲英之孙彭淳时发生重大转折。彭淳“尝言吾家世习武，

子孙当以文显，教其子读书”[1]569。此后彭氏由文转武，世代鼓励和支持族人读书应考，成为

明清时期苏州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世家。明代彭氏已初显文脉勃兴之象，中进士 2名、举人 3名。

清代彭氏步入全盛时期，累计中进士 14 名、举人 33 名。其中彭定求、彭启丰祖孙二人先后于

康熙十五年（1676）、雍正五年（1727）状元及第，成就科举史上“祖孙状元”的佳话。

科举的成功为彭氏带来了高官显禄。彭启丰在乾隆年间官至兵部尚书，彭启丰之孙彭希濂

嘉庆年间官至福建按察使、刑部侍郎，彭启丰曾孙彭蕴章咸丰年间官至军机大臣、大学士，彭

蕴章之子彭祖贤光绪年间官至湖北巡抚。彭氏由此成为清代苏州乃至全国最著名的科举仕宦世

家之一。不仅如此，彭氏族人在其他方面也作出杰出贡献。如彭定求是清初理学名家，被称为

“理学儒宗”；彭绍升是清代中期居士佛教的代表人物和著名慈善家；近代以来，彭翼仲先后创

办《启蒙画报》《京话日报》和《中华报》，是近代中国报业先驱。作为苏州著名的文化世家，

彭氏格外注重教育，在家族和地方教育事业方面建树颇多。① 

摘　要：清代苏州彭氏是著名的文化世家。彭氏家族有着重视教育的传统，教育氛围浓厚、教育制度完备，

为其家族科举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彭氏还积极推动苏州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仅热心参与县府

学、书院等地方教育机构的修葺完善，而且有族人长期担任地方书院山长，对苏州崇文乐学之风的培育

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彭氏在教育方面既重视文化知识的传授，还注重编印传播劝善书，着力劝人向善，

表现出文化知识和思想品德教育并重的特色。这是彭氏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值得今人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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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彭氏的家族教育

彭氏十分重视族中子弟的教育问题。《彭氏宗谱》的《修谱条例》中明确规定：“宗人生业，

以读书习礼为上，次则训徒、学医、务农，次则商贾、贸迁，若违理背训入于匪类者，斥而不

书。”①可见，彭氏将“读书习礼”视作族人最优先的选择。

彭氏家训中还对子弟如何治学提出具体意见。彭蕴章撰《家塾五箴》，针对家族中读书治

学之人，提出“务实”“立志”“刚立”“去取”和“静坐”五个要求。[2]595 指出治学要有务实的

态度，要潜心向学，做好学者的本分，不要沽名钓誉，夸夸其谈；治学还需立志，树立明确目标；

需要有坚定的信心，不畏艰难困苦，一意前行；需要静心，耐得住寂寞，摒绝声色犬马，等等。

除注重教导子弟勤奋读书外，彭氏还格外注重对族人的思想品德教育。《彭氏宗谱》中强

调“宗人生业，以读书习礼为上”，这里的“习礼”便具有思想品德教育的涵义。彭定求曾撰写《治

家格言》，规劝家族子弟处家要牢记“孝父母，敬兄嫂，为夫妇，和顺好”，处事应坚守“贫不欺，

富不扰。官钱粮，先要了”，做一个敦亲睦邻、安守本分的百姓。[3]1185 又说“学手艺，要心巧。

做买卖，要公道。耕种田，勤耨草”[3]1185，谆谆教导子弟从事各行各业都要坚持良好的职业操守，

做到诚实经营、勤奋致富。彭蕴章撰有《交友四箴》《居心箴》《居官箴》《恃才箴》《怙过箴》《玩

物箴》《玩日箴》等家训家规，对族中子弟的道德操守和行为规范提出要求。《交友四箴》包括

滥箴、谑箴、傲箴和言箴，重在教导子弟如何择友以及与人相处，指出择友应当慎重，宁缺毋

滥；与友人相处应当敬人以礼，不可揭人之短、谑人之过；待人接物应谦逊有礼，不可倚势倚

才傲世；言语要注意分寸，和颜悦色，不急不躁。《居心箴》则教人心正，心正才能言行不偏。

《居官箴》劝勉为官者恪守清白、勤勉为政，不可怠于政事、尸位素餐。《恃才箴》劝诫子弟待

人接物应谦虚低调，不能恃才自矜。《怙过箴》指出为人应不时自省，以便及时发现并改正错误。

《玩物箴》告诫子弟不要玩物丧志，沉溺于物欲。《玩日箴》告诫子弟应当珍惜光阴，不要饱食

终日，无所事事。[2]594-595 由此可见，重视思想品德修养，也是彭氏家族教育的特色之一。而从

实际情况看，彭氏的确能够世代传承清白家风，得到世人赞誉。约在道光初年，江藩曾称赞道：

彭氏虽“一门鼎贵，为三吴望族”，但“至今子弟恪守庭训，不踰规矩，有万石之遗风。江南

世禄之家鲜克由礼，当以彭氏为矜式焉”。[4]173

彭氏一方面通过家规家训谆谆告诫子弟要努力读书和修身养性，另一方面通过设立教育

专项资金、创办宗族义学等方式为家族教育创造良好的条件。为了保证子弟的教育经费，彭

定求晚年分析家产时，特别划出阊门外、崇真宫前、相王巷口三处房屋，每年所收租金计

一百二十二两，专门用于子孙的教育，供给“束脩膳食之用”②。其子彭正乾在遗嘱中也特别

要求留出田产，专供子孙读书，其中“长孙田二十亩，二、三两孙各十亩，为读书资”③。

乾隆年间彭绍升曾创立“润族田”，以保障彭氏族人生活为目的。由于经费有限，彭氏润

族田未能像许多其他宗族义庄一样创立义学，供族人子弟读书。彭绍升对此深感遗憾，特别在

遗嘱中要求，如果日后收入增加，“当设一宗学以教诸童，否则量加读书之费”④，即一定要重

视族人的教育问题。光绪二年（1876）彭氏谊庄成立时，彭氏族人商议在“南园东偏添建庄房，

专设一斋，名曰庄塾，课本族子弟之无力读书者，以遵二林公⑤遗训”。⑥彭绍升的遗愿终于实现。

① 见《彭氏宗谱条例》第 6页，彭慰高、彭祖贤重修：《彭氏宗谱》，苏州衣言庄刻本，光绪七年（1881）。

② 见《闲家录》第 28 页，彭慰高、彭祖贤重修：《彭氏宗谱》，苏州衣言庄刻本，光绪七年（1881）。

③ 见《惕斋府君遗嘱》第 42 页，彭慰高、彭祖贤重修：《彭氏宗谱》，苏州衣言庄刻本，光绪七年（1881）。

④ 见《庄规》第 17 页，彭慰高、彭祖贤重修：《彭氏宗谱》，苏州衣言庄刻本，光绪七年（1881）。

⑤ 引者注：“二林公”即彭绍升。

⑥ 同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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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彭氏制定的庄塾规条，庄塾出资聘请品学俱优的塾师，免费教育彭氏家族中没有能力延师

就读的子弟，子弟在庄塾学习期间一应费用全免。如果有子弟住处较远，不便入庄塾读书，亦

可由谊庄资助其学费，就近择师附学。此外，谊庄还为部分特别困难的子弟免费发放书本。但

凡入庄塾读书或接受学费资助的子弟，由谊庄定期予以考核：成绩优良，“文理清顺，字画端正”

者将得到纸笔钱的奖励；特别优秀的“实堪造就者”，额外提供助学资金；学业荒废以致考课

不合格者，以及无故缺席不参加考课者，酌情停减或中止资助，实在不认真学习的纨绔子弟，

将被逐出庄塾。① 

对于参加科举考试的庄塾学生，谊庄将进行资助，“县府试正场助五百文，每复一次及考

性理三百文。生童岁科试正场及经古复试与县府试同，均于正案已发后，支总汇报各人每场名次，

并以逐次浮票为凭，按规支发，无票不发”②。对考试中式者予以奖励，考中秀才者奖励四千文；

参加乡试者资助十千文，考中举人加贺金十千文，若举人头名贺金二十千文；参加会试者资助

三十千文，中式者加给贺金二十千文，若考中会元及状元、榜眼、探花、传胪，贺金加倍发给。

对于部分“质钝不能进业”的学生，庄塾规定待其年满十五岁后，鼓励并资助其充当学徒，学

习谋生技艺，所谓“读书不成者，习业亦足以谋生。凡子姓无力者，始习业由支总报明，助钱

四千文，备置铺陈。进店后至写立关书，由支总查明本店人作保，再报助钱十千文”。③ 

清末科举停废后，彭氏庄塾改为私立两等学堂，本族子弟入学者学膳费用一概免除。民国

年间彭氏《续纂庄规》中的《庄事商榷书》仍规定，宗族将对求学子弟进行资助，“入国民学

校及蒙养院者，每年给学费银元六元，入高等小学者，给学费银元十二元，入中等学校者，给

学费银元二十四元，入高级中学或专门预科者每年给学费银元三十六元，入大学或专门本科及

至日本留学者，每年给学费银元六十元，欧美加倍”④。并增加了关于女子教育的内容，“女子

同为子弟，自应一视同仁，支给学费”，由于庄款有限，“公议女子以高小学卒业为限，比照男

生一律支给学费，若有力，房族升入中学以上各校者，本庄亦只照高小班给费，以示限制”。⑤

可见彭氏对女性族人的教育也开始有所重视，显示出一定的进步性。

上述记载表明，彭氏十分重视族中子弟的教育问题，这种重视并不仅仅流于空洞的口头说

教，而是付诸实际行动，以设置教育基金、族学和给予经济资助等方式加以保证。这不仅极大

地鼓励了彭氏子弟读书习业的积极性，而且解决了寒素之家经济上的后顾之忧，从制度层面为

彭氏读书重学家风的代代传承提供了保障。彭氏之所以成为明清苏州首屈一指的科举世家，并

非偶然。

二、彭氏与苏州地方教育事业

彭氏还为苏州地方社会的教育事业作出过突出贡献。彭定求的父亲彭珑是顺治十六年

（1659）进士，曾任广东长宁知县。他晚年在苏州城东文星阁（今苏州大学内）讲学，每天早

出晚归，风雨无间，坚持八九年之久而不中断。“月之朔望，分题校课”，并“集诸生为会，课

其制义而引之于道”[1]571。一时间在苏州城内影响颇著，据称“从游者常三百许人”[1]571。有人

对其如此勤奋讲学感到不理解，他回答：“吾不忍后生之无闻也。”[1]571 其学问品性曾上达天听，

“汤文正知珑学，尝称之圣祖前”[4]173，即江苏巡抚汤斌曾在康熙帝前称赞彭珑。

① 见《庄规》第 21—22 页，彭慰高、彭祖贤重修：《彭氏宗谱》，苏州衣言庄刻本，光绪七年（1881）。

② 见《庄规》第 22—23 页，彭慰高、彭祖贤重修：《彭氏宗谱》，苏州衣言庄刻本，光绪七年（1881）。

③ 同②。

④ 见《续纂庄规》第 29—33 页，彭文杰、彭钟岱：《彭氏宗谱》，苏州衣言庄刻本，民国十一年（1922）。

⑤ 同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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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三十三年（1694），彭定求告病归乡，此后大部分时间“甘居乡里”，与师友、门生

举文会、论学术，他晚年曾执掌苏州紫阳书院（原址在今苏州中学内），悉心于教学。彭定求

认为“书院之建，表扬风化，诚属一方嘉庇”[5]468，因此尤其注重苏州地方书院的修缮与建设。

康熙二十年（1681），彭定求参与修葺扩建苏州城东文星阁。[6] 康熙二十一年（1682），长洲县

学殿堂破败坍塌，彭定求“请于当路诸公捐金若干”，请求苏州地方官员捐款，第二年又“请

于乡先生在朝者捐金若干”，发动在外地做官的苏州人捐款，最终使长洲县学得以修葺完善。[5]293

康熙四十二年（1703），他再次发起募捐，集银一千七百多两用于扩建长洲县学。[5]294 此外，

彭定求还曾经募修苏州东南尹山上的澹台书院。[5]468

彭启丰对苏州地方教育的发展也多有贡献。乾隆二十五年（1760），彭启丰募资修复了彭珑、

彭定求等讲学所用的文昌阁时习堂，重现读书会文的勃勃生机。苏城内外读书士人不仅“往来

肄业于其间”，而且“时以所作文就质于余”[7]517，即经常向彭启丰请教作文之法。彭启丰对此

喜闻乐见，不仅“为论其得失雌黄而甲乙之”，而且将其中优秀的诗赋文章汇刻出版，使之广

为流传。[7]517

乾隆三十四年（1769），致仕归乡的彭启丰被官府延聘为紫阳书院山长。在执掌书院期间，

彭启丰的教学风格非常鲜明，在教学上有着独特见解，曾作《论学一则》《论文二则》教导紫

阳书院学生。他反对“往昔圣贤所垂训言高深不可几及，仅取以为时文作料”的浮躁学风，认

为“圣贤千言万语，非有难解难行之事，无非教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教导学生要保持“本心不失”，

认真研读古书，逐渐消化理解其中的深刻含义。[7]496 他驳斥“古今时异，为古之文者，不宜于今”

的观点，指出“文有古今，而为文之心则无古今”[7]497，要求学生体察圣贤之心，把握古文的

精髓。他指出：“谦者日见其不足，傲者日见其有余。日见其不足则德修而业进……日见其有

余则德堕而业弛。”告诫学生要保持谦虚，谦虚才能进步。[7]497 自乾隆三十四年（1769）至乾

隆四十九年（1784），彭启丰执掌紫阳书院前后达十五年之久，其治学理念和教学实践影响了

苏州一代学风。

与此同时，彭氏还世代诵读及撰著劝善书，致力于劝善书的编印与传播。彭氏所编印的劝

善文字涉及劝孝、敬字、劝诫溺女、戒斗、遏欲、戒杀、放生等诸多方面。其编印和散发善书，

主旨在于劝人改过向善，广义上亦属教育事业的范畴。如彭定求自幼习读《感应篇》，奉行《阴

骘文》、功过格，盛称《汇纂功过格》“与经史相表里，吾至老读之不厌”[8]92。还积极从事善书

著述，撰有《元宰必读书》《保富确言》《文昌玉局心忏》《质神录》等劝善书。彭启丰曾为多

部善书作序。彭氏编印和散发善书，对改善地方社会风气，营造善风良俗起到积极作用。其影

响很大，以至于乾隆年间有人称，彭氏“世代积德累仁，刊刻一切三教善书，广行布送，因此

世代显宦”[8]92，即彭氏之所以能在科举方面取得傲人的成绩，正是其刊印善书的福报。

三、余论

总之，作为苏州著名的文化世家，彭氏对教育事业格外重视。这种重视不仅针对族人，还

体现为在地方教育事业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就教育内容而言，彭氏的教育事业包括文化知识

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两个方面，以往的研究多关注彭氏在文化知识教育方面的成功，少有人注

意其在教育方面的作为。彭氏并不仅仅只是传授文化知识，培养状元之类的科举人才，更注重

思想品德教育，要求族人子弟严于自律、遵纪守法和与人为善，树立良好家风，维护家族形象；

并着力编印传播劝善书，着力改良社会风气，营造良好乡风。

彭氏之所以能够人才辈出，绵延数百年而不衰，并受到时人赞誉，其重视思想品德教育的

做法功不可没。可以这样认为，重视文化知识教育为彭氏打开了科举仕宦的“成功之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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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思想品德教育则为彭氏有效地堵上了“败家之路”，并为族人的发展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氛围，

二者对彭氏家族的成功均具有重要作用，不可偏废。这种情况表明，作为封建士大夫的优秀代表，

苏州彭氏已注意到加强思想品德教育、塑造良好家风乡风的重要性，并努力付诸实践。时至今日，

党中央强调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廉洁修身，自觉提升思想道德境界”和“廉洁齐家，自觉带头

树立良好家风”[9]，并大力提倡“树立文明乡风”[10]。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彭氏这种注重思

想品德教育、塑造良好家风乡风的做法仍有值得今人学习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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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zhou Peng Family’s Educ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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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eng Family was a famous cultural family in the Qing Dynasty. Peng Family had a tradition of 
valuing education, and their education atmosphere was thick and the education system was complete, which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amily’s success in imperial examination. Peng Family also active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Suzhou local education. They not only enthusiastically participated in schools, 
academies and other local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but also had long served as the dean of local academies, 
and they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atmosphere of advocating 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Suzhou. 
In education, Peng Family attached importance to both cultural knowledge and ideological cultivation. This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success of Peng Family, which was worthy of learning by people today.
Key words：Suzhou; education; Peng Dingqiu; Peng Qifeng; imperial examination;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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