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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桐城派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派别袁其发展变化不仅仅与文学有关袁还与社会思潮尧学术尧教育
等具体文化因素有着密切联系遥 桐城派学人在近代文化转型的过程中袁并非一味保守袁无所作为袁他们在
具体文化的各个领域也曾一度得领时代之先袁但由于其自身的文化局限袁晚清桐城派不可避免地渐趋保
守袁并成为新文化运动批判的直接对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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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是清代一个以学习唐宋古文相号召的文学流派袁因为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袁即方苞尧刘
大 尧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袁故时人名之曰桐城派遥 桐城派作为清代影响最大的一个文学派别袁前后延
继达二百多年袁几乎与清朝相始终遥 本文所以将研究时限界定在晚清淤袁主要原因在于晚清一段的桐城
派具有文化研究上的独特意义遥 晚清以前的桐城派在相对稳定的社会尧文化环境下袁主要致力对桐城派
古文理论的建设袁呈现出一派平和渊穆的气象遥 晚清要段的桐城派则处于社会变化尧文化转型的大变革
时期袁作为文学派别的桐城派前所未有地被卷入到时代变化尧文化转型的浪潮中袁知识分子素有的经世
致用精神使晚清桐城派在一定程度上也曾一度积极汇入到时代浪潮中袁在一段时期内呈现出开放的文
化特征遥 但随着时代的推进袁桐城派由于与野旧政体冶尧野旧学界冶的天然联系袁使其不可能在中国近代社
会与文化即将发生质变的时刻野焕然一新冶袁跟上时代更迭的步伐遥 当桐城派尴尬地意识到自身逐渐成
为新知识分子所批判的对象时袁其固有的保守性的一面就自然凸现出来袁这种微妙的变化决定了桐城
派最终的结局遥
桐城派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派别袁其发展变化不仅仅与文学有关袁还与众多的具体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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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袁故在研究方法上袁本文不局限于纯文学的角度袁而是试图从狭义文化的角度揭示晚清桐城派嬗变
的文化轨迹遥 作为与抽象的广义文化理论相对应的狭义文化袁主要是指文学尧教育尧学术思想尧社会思
潮尧社会习俗等具体的文化领域遥 笔者在论述时袁即选取与晚清桐城派相关的具体文化领域进行论述遥

一
梁启超曾说曰野今日之中国袁过渡时代之中国也遥 冶野过渡时代冶的总特点就是国人欲抛弃旧有的野专
制之政冶尧野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冶袁又未能找到野新政体冶尧野新学界冶以代之袁于是袁野全国民族袁亦遂不
得不经营惨淡袁跋涉辛苦袁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冶遥 于野过渡时代冶一词不仅较准确地概括出晚清社会的特
点袁也较准确地反映了晚清文化在社会思潮尧学术思想尧教育尧文学艺术尧宗教尧社会风俗等具体文化领
域由传统向现代过渡尧转型的特点遥 在这个颇长的野过渡时代冶中袁一方面是野旧政体冶尧野旧学界冶的继续
存在袁一方面是全民族对建设野新政体冶尧野新学界冶的不懈追求遥 梁启超在这篇文章中袁特别用了野全国民
族冶一词袁这表明袁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袁刻意保守或者阻碍时代进步者毕竟不多遥 即便是在野旧政体冶尧野旧
学界冶中袁也不乏追随新思潮尧求变革者遥 桐城派作为野旧学界冶的代表袁在清王朝最后的几十年时光中袁
虽然背负着沉重的桐城派野义法冶家规袁也曾一度积极汇入到时代潮流中袁与国人一道加入了野过渡时
代冶艰苦跋涉的旅程遥
支撑桐城派理论体系的两大核心一是程朱义理袁二是文言古文袁此即桐城派所恪守的桐城野义法冶遥
程朱义理是清朝的官方哲学袁早为新知识分子所诟病曰文言古文则与晚清兴起的野新文体冶运动针锋相
对遥 作为一个传统文化派别的野正宗冶代表袁晚清桐城派自然要竭力维护自己的野古文正宗冶地位袁并扮演
着卫道翼道者的角色袁从这个角度分析袁他们确实是野旧政体冶尧野旧学界冶的守护者遥 但晚清内忧外患的
困境袁西学东渐的浪潮袁中国知识分子素有的强烈经世精神袁种种因素都促使晚清桐城派的众多成员不
再局限于野义法冶规范袁而是把目光转向现实与新学遥 他们一方面谨守着方苞尧刘大 尧姚鼐等桐城派始
祖所定下的古文法则袁一方面又在对桐城派先辈理论的谨守中求变革袁求发展袁野因时而变冶是晚清桐城
派在道咸时期的一个重要文化特征遥
作为一个成员众多尧影响面很大的文学派别袁晚清桐城派与晚清社会思潮尧教育尧学术尧文学艺术等
具体文化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袁故晚清桐城派的野因时而变冶袁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遥 在晚清社会
思潮的演进袁传统教育制度尧学术思想尧文学艺术的近代化转型过程中袁晚清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在传统
文化可以容忍的范围内袁在不影响桐城派存在的前提下袁求新求变袁不断调整尧变革古文理论中不合时
宜的因素袁不仅在一些具体文化领域跟上了时代步伐袁某些时候还引领时代风气之先遥
从社会思潮的角度考察袁至少在鸦片战争至维新变法时期的近半个世纪中袁晚清桐城派为跟上时
代步伐袁迎合新的社会思潮袁能不断变革尧调整桐城派古文规范袁说明晚清桐城派的主流并不完全保守尧
顽固遥 这一时期桐城派的主要代表往往也是当时新思潮的代表或积极参与者遥 在鸦片战争前后兴起的
经世致用思潮中袁野姚门弟子冶中的姚莹就是与魏源尧龚自珍等同站在经世思潮前列的倡导者与开创者遥
他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提出野文章之事袁莫大乎因时冶的主张盂袁还写出了经世巨著叶康 纪行曳遥 姚莹不仅
有经世之论袁还有经世之功遥 鸦片战争时袁他正值台湾道任内袁他团结军民袁关注夷情袁指挥得当袁使英军
野五犯台湾袁不得一利冶在洋务思潮中袁桐城派更是得领时代风骚遥 此时的桐城派领袖曾国藩即是洋务运
动的倡导者袁桐城派古文到了曾氏手中袁体现出强烈的野中体西用冶的洋务色彩袁不仅成为宣扬野义理冶尧
卫道扩教的工具袁也成了宣传野经济冶尧学习西学的手段遥 其时追随曾国藩的诸人如郭嵩涛尧吴汝纶尧黎庶
昌尧张裕钊尧薛福成等不仅在桐城派古文上各有建树袁还多为名重一时的洋务派官僚遥 郭嵩涛与薛福成
由于其思想的敏锐性及出使西国的经历袁较早窥出洋务思想的弊端遥 他们赞赏西方的政治制度袁是早期
维新思潮的代表人物遥
从教育史的角度考察袁桐城派的传承袁扩展与传统教育制度袁尤其是与传统书院密切相关遥 据统计袁
桐城派中人士在书院中讲学者达 愿猿 人遥 榆众多桐城派人士在书院中讲学袁对于桐城派的代代传承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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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意义遥 虽然书院对桐城派而言具有关乎存亡的重大意义袁但当教育制度近代化的浪潮掀起时袁活跃
于书院的晚清桐城派诸人并未抱残守缺袁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士也开始了对书院制度近代化的思考与实
践袁其中尤以吴汝纶尧王先谦为代表遥 吴汝纶在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时袁就力图将西学引入书院教学中袁
他不仅为书院购置西书袁还在书院中开设西文课袁试图引导学生去探求西方文化的内核遥 王先谦曾于
员愿怨源 年至 员怨园源 年间任岳麓书院山长遥 在维新变法初期袁他对政治的新变化抱有很热忱的态度袁并力图
在书院教学中引导学生去关注现实政治遥 员愿怨远 年袁他特地为岳麓书院十二斋定购叶时务报曳六份袁供学生
阅读袁他在给诸生的手谕中特别强调叶时务报曳的文章为野忧时君子发愤而作遥 冶虞当然袁随着维新运动的
深入发展袁王先谦逐渐意识到维新派不仅是野忧时君子冶袁还野志在谋逆冶时遥 愚他对书院制度的近代化变
革也就烟消云散了遥
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考察袁嘉道时期的宋学复兴浪潮使作为宋学代言人的桐城派获得了新的发展
机会遥 鸦片战争前后袁汉学作为乾嘉时期的学术主流在社会危机前的一筹莫展遥 社会的危机袁社会道德
的普遍沦落袁士林风气的败坏袁使汉学成为经世派学者抨击的中心遥 当时汉学所遭到的抨击主要集中在
两方面院一是汉学无关经世院二是汉学使世风沦落遥 在汉学走向衰落的同时袁宋学开始走向复兴遥 作为宋
学代言人的晚清桐城派不仅在经世致用与道德重建上赋予理学新的时代特色袁 还大力倡导学术兼收袁
使理学也使自身获得了新的活力遥 舆野姚门四杰冶在经世致用思潮中的努力以及曾国藩尧吴汝纶等人在洋
务运动中的贡献袁其实就是理学经世理想的一种具体体现遥
从文学史的角度考察袁晚清桐城派也并非一味泥古遥 其实袁在促进近代文学的语言变革及绍介西方
文学上袁晚清桐城派客观上都为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过渡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袁对新文学运动的
产生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遥 周作人就曾评价院野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袁实际还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
起来的遥 冶余文学语言形态的变革袁是近代文体改革的主要目标袁近代文学的语言形态变革包含着通俗
化尧大众化袁大量引入日本尧欧美的新名词两大方面遥 晚清桐城派虽然在语言的通俗化尧大众化这一目标
上完全与时代背道而驰袁但他们并未完全与时代脱节遥 早在洋务运动时期袁黎庶昌尧郭嵩焘尧薛福成等人
就开始致力于以古文为载体介绍西方文化袁黎庶昌的叶西洋杂志曳尧郭嵩涛的叶伦敦与巴黎日记曳尧薛福成
的叶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曳是较早系统介绍西方社会文化的书籍遥 他们的作品虽坚持桐城派古文笔
法袁但处处可见的西方文化新名词尧新事物袁不仅使桐城派古文的语言呈现出新的色彩袁还为国人展现
出一幅幅国人闻所未闻的西方文化画卷遥 从这个意义上讲袁晚清桐城派对于近代文体语言的变革还是
有一定的贡献遥 晚清桐城派还对西方作品绍介作出了相当贡献袁其中尤以吴汝纶尧林纾的贡献最为引人
注目遥 吴汝纶虽然一生没有涉足翻译袁但他应严复之邀所作的叶约天演论跃序曳袁对叶天演论曳作了高度评
价遥 吴汝纶是继曾国藩之后的桐城派领袖袁在当时的旧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遥 他的推介对于扩大叶天演
论曳的影响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遥 林纾自称野吾非桐城弟子为师门捍卫者冶遥 俞精于古文而对外文一窍不
通的林纾依靠别人的口述意译袁竟然翻译了 员远猿 种外国作品遥 郑振铎曾这样评价院野中国近二十年译作
小说之多袁差不多可以说大都是受林先生的感化与影响的遥 冶可见林纾的努力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外国
小说在我国近代的翻译与传播遥
桐城派毕竟属于野旧学界冶袁这决定了它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内迈开求新的步伐遥 当近代中国文化转
型临近质变的时刻袁桐城派新的步伐也就停了下来袁甚至日趋保守起来遥

二
晚清文化转型是一个逐渐加速的过程遥 大致以中日甲午战争为界袁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时期袁晚清
文化的转型处于量变阶段袁在西学东渐浪潮的影响下袁传统文化的各个具体领域虽渐次向近代转型袁但
从总体上并未突破传统文化的框架遥 甲午战争以后袁西学的大量涌入袁维新思潮尧革命民主思潮的相继
涌现曰新式学堂的大量建立曰野文界革命冶的兴起袁白话文运动的展开袁使社会思潮尧教育尧学术尧文学艺术
等各个具体文化领域开始发生质的变化袁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型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遥 晚清文化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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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衍变到桐城派所不能容忍与接纳的程度袁时代的发展已经到了要突破野旧政体冶尧野旧学界冶的时刻遥
晚清桐城派作为旧文化体系中的一分子袁自然也就成为新文化要清除与革新的对象遥 在这种文化背景
下袁晚清桐城派逐渐失去了变革的勇气袁他们顽固尧保守的一面渐渐凸现出来袁曾经一度紧跟时代发展
的步伐也迟缓下来袁与时代发展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遥
要野义法冶说面临
在社会思潮领域袁甲午之战后袁维新变法思潮的持续高涨使桐城派文论的核心要要
着威胁遥 维新派要求变革封建专制政治的主张袁充满野魔力冶的野新文体冶袁使惯于载道的桐城派古文渐渐
失去了魅力遥 吴汝纶作为这一时期的桐城派领袖袁为了避开新思潮的冲击袁对桐城派古文理论作了稍许
变通遥 他首先削弱了桐城派古文的政治色彩袁在文章内容上回避程朱义理袁明确表示不宜将野义理施之
文章冶袁逾但在文章形式上仍然强调古文语言的野醇厚冶遥 员员他同时主张以古文译介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各种
西学著作袁使桐城派古文在绍介西学的浪潮中仍能占有一席之地遥 吴汝纶的努力使晚清桐城派在维新
变法思潮中还有所作为袁使其勉强渡过了维新思潮的冲击遥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袁革命民主主义思潮走
向高涨袁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推翻清王朝袁建立近代民主政治制度袁提倡民权平等袁反对封建伦理纲常遥
革命派还大量创办白话报刊袁以通俗的白话文宣传革命遥 桐城派所坚守的程朱野义理冶成为革命派猛烈
抨击的对象袁文言文受到野俗语文体冶尧文学革命更猛烈的冲击遥 革命派与野旧政体冶尧野旧学界冶判然两立
的姿态袁使晚清桐城派不可能在革命民主思潮中有所作为遥 当社会思潮的发展危及到桐城派存在的时
候袁桐城派末流失去了变革的勇气袁他们关上晚清桐城派野因时而变冶的大门袁表现出强化古文文体与程
朱野义理冶的倾向袁使晚清桐城派改造桐城派古文文体袁以及为迎合新思潮的不懈努力付诸东流遥 桐城派
末流由于对桐城派文统尧道统的重新强化而与时代失拍袁逐渐走向新思潮的对立面遥
在教育领域袁中国传统教育体制在清末发生的巨大变革使桐城派失去了传承学派尧宣讲学说的重
要场所遥 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在清末发生的一项重大变革就是书院制度的近代化及新式学堂的建立遥 光
绪二十七年渊员怨园员冤八月袁清政府颁布谕旨院野着将各省所有书院袁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袁各府及直隶州均
改为中学堂袁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袁并多设蒙养学堂遥 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袁以历代史鉴
及中外艺学为辅冶遥 员圆 在这道谕旨的推动下袁 各省随即开始了改书院为学堂的高潮遥 光绪二十八年
渊员怨园圆冤尧二十九年渊员怨园猿冤袁清政府又先后颁布叶钦定学堂章程曳与叶奏定学堂章程曳袁从学制上为近代学堂
的建立铺平了道路遥 光绪三十一年渊员怨园缘冤袁清政府下令废除科举制度遥 科举制度的废除袁更加速了书院
衰亡遥 科举制度废除不过二三年袁作为其附庸的传统书院终于走到了尽头袁至清朝灭亡前夕袁残存的书
院已经寥寥无几遥 传统书院的迅速萎缩直接危及到桐城派的生存遥 在传统书院中袁桐城派文人可以从容
不迫地论文讲道袁他们对时文的娴熟更令学子趋之若骛遥 但在新式学堂中袁中国传统文学尧经学的魅力
已被日新月异的西学所取代遥 科举制度的废除袁新文体尧白话文的流行袁不仅让时文成为时代的弃履袁而
且使桐城派古文在新学子的眼中也渐成古董遥 桐城派学人在传统书院中享有崇高的地位袁他们中的许
多人担任着书院的院长或主讲的讲席袁但在近代新式学堂中袁西学课程的普遍开设袁使他们在学堂中失
去了原有独尊的地位遥 在中国近代这个对西学狂热渴求的特定时期袁桐城派文人注定要沦为新式学堂
中可有可无的配角遥 尚须强调的一点是院在近代中国袁新式学堂不仅是传播西学的中心袁也是衍生民主尧
维新尧革命思想的重要场所袁新式学堂培养的年青学生是中国近代新知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袁他们是近
代每要次重大政治风暴的有生力量遥 员猿 长沙时务学堂在维新变法时期就被湖南保守士绅指斥为野革命造
反之巢穴冶遥 员源 因此袁从政治角度观察袁晚清桐城派与近代学堂分别属于不同的政治阵营袁近代学堂没有
为桐城派留有生存的空间遥
在学术文化领域袁晚清桐城派与现代学术转型最终失之交臂遥 其实袁早在洋务运动时期袁曾门弟子
如黎庶昌尧吴汝纶尧张裕钊尧薛福成诸人袁不仅倡导洋务尧学习西学袁如吴汝纶还主张以古文译介西方各
类著作袁应该说已经在慢慢地逼进现代学术的大门袁但他们始终抓住程朱理学的道德规范不放袁这使得
他们囿于理学的束缚终不能在学术上有大的突破遥 甲午战争的失败袁宣告了以理学经世尧中体西用为理
论基础的洋务运动的破产袁理学主导中国社会的作用受到极大的怀疑遥 众多知识分子出于振兴中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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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愿望袁开始大规模引介西学袁西学的大规模传入促使中国学术由传统经学向现代学术转型遥 在现代
学术逐渐成为学术主流的时代袁对传统经学的抱残守缺袁使晚清桐城派在近代学术转型的学术潮流中
显得黜然失色遥 事实上袁晚清桐城派的部分人士已经意识到了这要点袁向以保守著称的王先谦就曾说院
野中国学人往往因私成蔽袁言词章者谓考据害性灵袁讲训诂者轻文人为浅陋袁理学兴则朱陆争袁朴学兴则
汉宋争袁地球通则中学与西学又争遥 冶这说明他不仅意识到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问题袁还意识到了
传统经学之争将为中西学相争取代的学术趋势遥 野五四冶时期袁由于林纾等桐城派遗老对程朱理学道德
规范的固守袁使桐城派不仅成为新道德建设的障碍袁也成为以科学精神为内核的现代学术的批判对象遥
与传统经学的密切联系一度使桐城派获得了不容辩驳的学术地位袁 也使他们最终为此付出了代价袁失
去了在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发言权遥
在文学艺术领域袁晚清桐城派虽在古文语言的变革袁以古文译介西方小说等方面为中国近代文学
的转型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袁但它终究属于野旧文界冶而非野新文界冶遥 作为一个传统文学派别袁桐城派先辈
所奠定的古文理论袁仍是晚清桐城派弟子们应对时变的基本理论资源与武器袁雅洁的桐城派古文是桐
城派所以为派的重要标志遥 吴汝纶可以不提程朱义理而主张宣传西方社会学说袁但他却从未放弃野雅
训冶的文言文袁坚持认为桐城派古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袁并视文言文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遥 林纾
虽以桐城派古文译介西方小说袁突破了桐城派野古文体忌小说野的传统袁但他与吴汝纶一样袁也视文言文
为传统文化的精华遥 林纾为白话文的风行袁古文的衰败而痛心疾首院野欧风东渐袁然尚不为吾文之累袁敝
在俗士以古文为朽败袁后生争袭其语袁遂轻蔑左尧马尧韩尧欧之作袁谓之陈秽袁文始转移日趋于敝袁遂使中
华数千年文字之光袁一旦黯然而逝袁斯则事之至可悲者也冶遥 员缘 晚清桐城派对文言古文形式的固守显然与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主导潮流背道而驰遥 当语言的变革最终演变为革命的时刻袁桐城派也就到了末路遥
晚清桐城派从开新到保守的文化演变轨迹表明院即便是大家公认的学术保守派别袁也曾力图跟随
上近代文化变革的步伐遥 但旧文化与新文化在质上的根本区别袁使作为旧文化代表的桐城派最终落伍
于文化嬗变的时代步伐袁 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轨迹决定了桐城派不可能真正融入到新文化的阵营中遥
桐城派的衰亡于其学派本身来看是场悲剧袁但从文化演进的趋向与规律看袁却在情理之中袁桐城派的最
后结局不过旧与新更迭嬗变的一个小插曲遥
淤本文沿用目前史学界通用的时限划分法袁将晚清定位在 员愿源园 年鸦片战争至 员怨员员 年清朝灭亡这一时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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