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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馥易學思想闡微

———《易理匯參》校讀筆記
孟繁之
【摘 要】周馥是中國近代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晚清名
臣，事功之外，著作亦夥，俱見 “學涉淵廣，精義入神，有非經生家
所能幾及，而平生志在經世，不欲以文章自名 ”。 所著 《易理匯
參》，於天下“殃慶倚伏之故，邪正消長之原”，尤所措意，字裏行
間，灼然自見；與晚年所著《負暄閒語》並參，可知見其思想趣寄，
及家事、國事、天下事，時縈回胸際。揆諸清代特别是晚清易學史
研究，《易理匯參》能於 “經學易”、“理學易”兩分之下，既不拘於
“經學易”之迂腐，亦不陷於 “象數易”之迷信，超越 “窮理”與 “盡
性”，自具面貌，賦予易學研究以時代體悟及 “新命”，非惟篤守專
家，按文究例，或隨以引伸，誠所難能，亦可謂晚清易學史發展之
一重要成績。且從家族史研究角度來看，《易理匯參》與 《負暄閒
語》堪屬内外篇，内者明於理本，外則語其事蹟，循循導誘者矣。
【關鍵詞】周馥 《易理匯參》 《負暄閒語》 象數義理 時
代體悟 家國一理

一
比年承周景良先生雅命，校點《周愨慎公全集》及助爲董理周叔弢先生
日記、函札、遺文、墨痕舊編，旁諏歷閲，往復校勘，補輯散佚，每有感會；尤
校閲至《周愨慎公公牘》《奏稿》《自著年譜》《醕親王巡閲北洋海防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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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辛丑辦理教案函稿、各電抄存”，及 《負暄閒語》《易理匯參》，心下喟
焉太息。案中國近現代的歷史，以主題而論，雖然有李澤厚等先生所謂“啓
蒙論”、“革命説”，然就更深層之實質而言，無外二端：“民族振興”與“走向
世界”。從李鴻章、周馥他們那一代起，面對 “三千年以來所未有之大變
局”，所謂“北洋新政”、“洋務運動”，以及之後的“戊戌變法”、“辛亥革命”、
“五四運動”，均可看作中國人 “民族振興 ”及 “走向世界 ”、“走向現代 ”
（“現代化”，過去叫“近代化”）的努力。中國一點點捲入世界，先是堅船利
炮，復次是技術觀念，再復次是人倫秩序，及一切社會問題。特别是經歷過
“革命”、“主義”、“資本”、“高科技”以來，我們每個人都能清晰感受到這種
人倫之變、價值觀念思想之變，人群與社會、家國與天下之巨變。我們的處
世觀、價值觀、道德觀、人倫秩序、家國理念，在一點點隨這個世界而改變。
我們對於傳統的研究，不僅要關注典籍中的思想、意義，還要進一步“窮
悟”歷史演進中的“社會思想”。歷史進程中真正關鍵性的當還是“社會思
想”，而不是“典籍思想”。“社會思想”不僅是有别於精英通過言論、著述表
達的思想，也應包括精英們通過“行爲”而體現的思想，包括落實在制度設計
與政策思維層面，變成公共知識，對社會産生實際影響或效能的那些思想。
或者説，精英的思想，逐步變成公共知識，成爲大家耳熟能詳的常識理念 。
宋明以來的心性義理之學，只有落實到這一層面，纔有可能對社會發生實
際影響。因此大家在關注舊時歷史和思想史，“窮悟”其内在、形而上演進
層面的同時，還要從“制度化的思想”角度，深察近代之於現當代的意義。
周馥（１８３７—１９２１），字玉山，别號蘭溪，安徽建德 （今東至）人，爲晚清
名臣，是中國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早年入李鴻章幕，參佐戎機，“風
雨龍門四十年” ，歷任永定河道、長蘆鹽運使、津海關道、天津道、直隸按察
①

②

類似的話，並可參見秦暉《西儒會融，解構“法道互補”：典籍與行爲中的文化史悖論及中國現代
化之路》，氏著《傳統十論———本土社會的制度、文化及變革》（增訂版），太原：山西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３９ 頁。
玉山詩集》卷四，“感懷平生師友三十五律”之第二，詠李文忠公。民國十一年（１９２２）孟春秋浦周
② 句見《
氏校刻本。全句云：“吐握餘風久不傳，窮途何意得公憐。偏裨驥尾三千士，風雨龍門四十年。報國恨
無前箸效，臨終猶憶淚珠懸。山陽痛後侯芭老，翹首中興望後賢。”第二句自注：“咸豐十一年冬，公見
余文字，謬稱許，因延入幕。”第三句自注：“余從公征吴三年，公勦捻時，余留寧辦善後，旋調直隸，保擢
津海關道，例兼北洋行營翼長，復與諸軍聯絡。”第五句自注：“余屢陳海防策，公以部不發款、樞不主
持，未能施舉。甲午之役，樞臣竟請旨宣戰，責成北洋防勦。”第六句自注：“時公奉旨與慶親王爲議和
全權大臣，公獨任其難。光緒二十七年秋，議和事尚未全畢，兩宫在西安未回鑾，各國兵未退，公臨
終時，兩目炯炯不瞑，余撫之曰‘未了事我輩可了，請公放心去’，目乃瞑，猶流涕口動欲語，可傷也。”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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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等職事，“久矣封疆推老宿”，辛丑後，洊陞至山東巡撫、兩江總督、兩廣總
督，七十而致仕，杜門讀書，以著述終老，《清史稿》有傳。時人筆記、詩文稱
他辦事機敏、勤奮、周密，“運籌不亞乎子房”，“與合肥相始終”，被李鴻章依
爲左右，視同股肱，以致成爲文忠督直期間最爲得力的記室與助手。庚子
和談，亦遥爲相招 （時文忠移督兩粤，周馥徙任四川藩台 ），委以重命 。
《清史稿·周馥傳》稱：“鴻章之督畿輔也，先後垂三十年，創立海軍，自東三
省、山東諸要塞皆屬焉；用西法製造械器，輪電路礦，萬端並舉，尤加意海陸
軍學校。北洋新政，稱盛一時，馥贊畫爲多。” 光緒二十三年（１８９７），時李
鴻章猶健在，古文家吴汝綸爲傅相 “辯誣止謗”，編輯 《李文忠公全書》（簡
本《李肅毅伯奏議》，光緒二十四年石印刊行），嘗特别寫信給周馥，説：“其
中蓋多執事底稿，以其有關大計，正不必盡出合肥之手。”
周馥在甲午海戰、辛丑議和，及之後山東巡撫、兩江總督、兩廣總督任
上的展布、治績，特别是在歷史關節點，皆蔚然可觀，“厥功茂焉”，官聲極
好。晚清漕運總督、貴州巡撫鄧華熙，光緒三十二年（１９０６）撰《恭祝誥授光
禄大夫玉山制帥大公祖大人七袠榮慶雙壽序》，中有言：“公銀手善斷，燭照
先幾，而粥粥恂恂，未嘗以才智自詡。迨由郡守、監司而陳臬、開藩，擁麾建
節，中更歲月，多值險艱，每有萬目睽睽咋舌眙愕，群歎束手，而公剖析批
①

②

③

核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李鴻章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第廿七册所收，光緒
二十六年（１９００）九月至十月間，文忠寄西安行在軍機處、請盛宣懷轉周馥各電，包括周馥覆電，
均可見當日政事棘手，文忠翹盼周馥速來綦切之情狀。各電有心者可參，不具引。時文忠七十
八高齡，周馥亦六十有四矣。
卷四四九，列傳第二三六，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７７ 年，第 １２５３５—１２５３６ 頁。
② 趙爾巽總纂《清史稿》，
參見施培毅、徐壽凱校點《吴汝綸全集》第三册，“尺牘”卷
③ 吴汝倫“與周與山”（丁酉六月三日），
一，合肥：黄山書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１５１—１５２ 頁。此函全文云：“别後相念無已。執事出處大節，遠
媲古人，以此時時往來胸臆間，視在此聚處時，情誼尤親也。鄙意近來國史猥雜，中興諸公事業，
皆當仗所著文集以傳遠。合肥在諸公間，於洋務獨擅專長，其辦理中外交涉最專且久。近爲編
輯奏疏，分詳簡二本，皆以洋務爲主。詳本則兼及直隸河工、賑務，以此二事皆合肥定力所注，他
人有辦不到者。至平吴、平捻，大要已見於《欽定方略》書中，即所奏捷書皆可從略。私見如此，
未識尊見以爲然否？現計鈔成詳本卅册，簡本十四册，其中蓋多執事底稿，以其有關大計，正不
必盡出合肥之手。又某前在幕中，知奏稿時時假手他人，獨總署書函，必親筆起草；後來聞總署
書函，亦不盡親筆，獨電報不肯假手於人。奏議之外，擬再鈔總署函稿、電報稿二種，此皆有關卅
年國家方略掌故，不能不具見集中。此外，則自治軍以來書札、文牘，亦應搜采，聞多有闕佚，其
批答公牘，則已離本任，無從搜羅。聞盛太常前欲成《洋務長編》一書，曾設局辦理，於合肥公牘
文字，均經鈔出成案，欲求我公向盛公函詢，屬其代鈔副本。如卷帙過多，可否徑將元鈔底本寄
至蓮池書院，由某選擇鈔録。此事最爲要害，務求我公展轉熟商見復爲荷。某區區欲删定合肥
文集，不欲使賢相身後令名淹没於悠悠之口，以爲功名本末具在此書也。”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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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洞中窽要。其最著者甲午之役，公在關外，軍書旁午，處冰天雪窖、槍林
彈雨中，握蛇騎虎，不避艱險，而終無敗闕。其辛丑議和，隨同劻助，籌商條
欵也。天驕跋扈，志未相孚，加以滿目瘡痍，紛紜易起，諧際調適，蓋亦綦
難，乃卒使, 遽睒- 帖耳受約，人謂公才識足以泲之，而不知其上咸下兑，
潛運默移者，固有神其用者矣。天下事誠則通，僞則窒，公所爲一本於仁。
惟仁故誠，誠則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孚豚魚、貫金石，而況猶是含齒戴髮之
倫，具五常之性者哉！” 歷史學家周一良先生對他這位曾祖，先後認識曾有
變化，於暮年所著 《鑽石婚雜憶》“家世”部分嘗謂：“我以前寫 《畢竟是書
生》時，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之下，對於周馥作爲歷史人物評價很不够，主要
把他當作清朝遺老看待。後來思想有所轉變，在給尚小明同志 《學人遊幕
與清代學術》一書寫序時，借題發揮，糾正了自己過去的觀點。現在應該進
一步加以明確。” 並言：
①

②

甲午戰爭前，他反對主戰説，曾力勸李鴻章諫止朝廷。戰爭起後，
周馥作爲總理營務處，奔波跋涉，軍械糧餉轉運採買萃於一身，艱困百
折，掣肘萬分，然自始至終未嘗缺乏軍需一事。周馥慮事周密，處理外
交事務尤其謹慎，鮮爲人所持，常費心力了結前人未結之案，而不歸過
前人。任山東巡撫後，治理黄河有成效。周村開埠，抵制德國殖民者，
挽回了利權。一九〇四年，升署兩江總督，上海英國領事煽動罷市風
潮，周馥親自赴滬交涉平息。他晚年所著《負暄閒語》云：“我但求有益
於國於民，何嘗計及一己利害？及到山東到兩江，間遇外人要挾，我從
未嘗輕許一稍損國體、稍拂民心之事，亦從未與外人以藉口之端。”德
國佔領青島，山東巡撫和德國總督無任何來往。周馥到任後要求訪問
青島，青島的德國牧師衛禮賢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７３—１９３０ ）在所著
《中國心靈》（Ｄｉｅ Ｓｅｅｌｅ Ｃｈｉｎａｓ ）一書中説：“他那率真坦誠和健康的幽
默感立刻掃去了人們心中的疑雲。”他的幽默還可以從八國聯軍撤退
後，他至保定接藩司印時戲作一聯看出：“山有盜，野有匪，城有洋兵，何
時是化日光天氣象；庫無銀，檔無册，房無書吏，全憑我空拳赤手指揮。”
③

參見南開大學圖書館藏《建德尚書七十賜壽圖（附壽言）》（不分卷）。
周一良《鑽石婚雜憶》，“一、家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２００２ 年 ５ 月，第 ７ 頁。
第 ３—４ 頁。
③ 周一良《鑽石婚雜憶》，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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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學界對於周馥在晚清歷史上的貢獻，長期以來，關注及研究並不多。
其原因，一方面受晚清以來清流派歷史叙事的影響，對於李鴻章及周馥等
的貢獻，統視爲“濁流”，偏狹性、浮泛性議論較多，專門性研究不足 ；另一
方面，即使專門研究洋務運動史、北洋海防史，及晚清地方史的學者（如研
究晚清直隸、晚清山東），也因爲周馥的貢獻泰半籠罩在李鴻章、袁世凱的
光芒之下，關注亦不够。特别是對其著述，知之者更是寥寥。
周馥一生，事功之外，著作亦夥。周學熙、周學淵、周學煇《清授光禄大
夫建威將軍頭品頂戴陸軍部尚書都察院都御史兩廣總督予諡慤慎先考玉
山府君行狀》謂云：
①

府君性嗜學，讀書十行並下，過目不忘，終其身未嘗一日釋卷。篤
持宋學，以朱子爲歸，而不矜門户。 歸田後，取朱子撰述及各家所著
《周易》諸書，反覆研求，嗜如性命。 其他十三經、二十四史、《通典 》
《通考》《通志》，及近人所著 《新元史》，皆丹黄評點，以所心得識諸簡
端。下至歷代名人詩文集、詩話，旁及道釋、星象、堪輿、諸子百家，并
近繙西籍，靡不擇其精要，纂集成編。 晚年輒書程朱性理論、諸子格
言，以貽親舊，或傳示子孫，每日率書千餘字以爲常，而體畫精嚴，雖年
少書家，莫之或逮。 嘗避暑廬山，著 《負暄閒語 》二卷，略仿 《顔氏家
訓》，分“讀書”、“體道”、“崇儒”、“處事”等門，歷述生平力學所得、居
官行政之要，及先代嘉言懿行著於編。 蓋上述祖德，而下教子孫以世
守之道也。平日垂教子孫，諄諄於勤儉耕讀，而以仁民恕物爲涉世之
宗。在官所著，有《通商約章匯纂 》《教務紀略 》《治水述要 》《東征日
記》《海軍章程》、“奏議”，自餘“公牘”，載入《李文忠奏議》爲多。歸田
後，益究心《周易》，所著有 《易理匯參》《周程張朱語録集要》《建德縣
誌》、詩文集。而尤嗜古人，其選本於古文則有 《歷代古文選》，詩則有
《古詩簡鈔》《楚詞簡鈔》《歷代詩話》《唐宋金元明詩選》。其尤契者，
①

參見陳寅恪《寒柳堂記夢》（未定稿），“二、清季士大夫清流濁流之分野及其興替”，《寒柳堂
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２００１ 年，第 １９０—１９３ 頁；周一良《畢竟是書生》，
“一、家世”，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第 ３ 頁。周先生於《畢竟是書生》中云：“據陳
寅恪先生《寒柳堂記夢》所説，清末中樞大臣和封疆大吏中，分所謂清流和濁流。京官如奕劻、
袁世凱、徐世昌等，外官如周馥、楊士驤等，都屬濁流。可惜陳先生這部著作散佚不全，看不到他
對當時流行的這兩類人物具體區别的説明。所舉清流有陳寶琛、張之洞等，可能指在文化學術
上有造詣修養的大官；而濁流則是以吏事見長的幹練的大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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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明道、邵康節、韓魏公、朱子、歐陽文忠、梅聖俞、蘇東坡、黄山谷、陸
放翁、范石湖、楊誠齋、陳后山諸家集，皆備選之。餘力則及於詞賦，取
歷代及國朝諸名著，擷其精粹存之，而未嘗示於人。 其他所讀經史諸
書，寫列眉間，綜論緒言，尚數十百種，尚未輯録成書。 蓋府君學涉淵
廣，精義入神，有非經生家所能幾及，而平生志在經世，不欲以文章自
名。觀其絶筆一詩，猶眷眷不忘國事可見也。
①

其殁後翌年（１９２２），子弟校刻有《周愨慎公全集》，皇皇三十六巨册。所收
皆生平主要著作，計有《周愨慎公奏稿》五卷、《周愨慎公公牘》二卷、《玉山
文集》二卷、《玉山詩集》四卷、《易理匯參》十二卷、《治水述要》十卷、《河防
雜著》一卷（收《黄河源流考》《水府諸神祀典記》《黄河工段文武兵夫記略》
《國朝河臣記》四種）、《負暄閒語》二卷、《周愨慎公自著年譜》二卷。未編
入全集，散逸於外者，尚不之計。其中尤以《易理匯參》《治水述要》二種，最
爲卷帙浩繁，且性質與前此别類。前者屬文學詞章、奏議公牘，最見神思妙
運、出處大節；後者則係學術撰述，能見思想宗尚、眼光旨趣。最末兩册《負
暄閒語》《自著年譜》，則關家訓彝倫、傳記行狀，諄諄教語，以訓子孫之賢而
智者，能仰體先志、修身慎行，各人立志自立。
《治水述要》暫且勿論，《易理匯參》凡十二卷，以程頤、朱熹的義理，陳
摶、邵雍的數術之説爲本原，論議闡説，探討易理。其前八卷爲 “正編”，以
《周易折中》爲藍本，删裁繁蕪，每卦之後綴以 “馥案”，刊正前人漏失，考辨
或進一步申説，發揮經義。後四卷，卷九、卷十、卷十一爲“附編”，卷十二爲
“末編”，裒録“易緯”及兩宋以降訖有清歷代主要易家之説，或全録，或節引，
或掇採《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每種後並附案語，採擷詳備，識辨謹審堅明。

二
《易理匯參》，《續修四庫全書》“經部 · 易類”嘗爲著録，但僅列諸存
①

參見周學熙、周學淵、周學煇《清授光禄大夫建威將軍頭品頂戴陸軍部尚書都察院都御史兩廣總
督予諡慤慎先考玉山府君行狀》，民國十一年（１９２２ ）孟春秋浦周氏校刻本《周愨慎公全集》卷
首。“絶筆一詩”，按即周馥臨終絶筆《天命已盡書示家人》五律，是詩今見《玉山詩集》卷四，全
句云：“天命運已盡，徒將醫藥纏。長飢不思食，醒臥亦安眠。默數平生事，多邀意外緣。皇天偏
厚我，世運媿難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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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續修四庫總目》有柯劭忞先生所撰提要，云：“《易理匯參》十二卷，清
周馥撰。馥字玉山，秋浦人，官直隸總督 （按文忠殁後，周馥奉旨護理直隸
總督兼北洋大臣，然非真除，且爲時極短即交卸督篆於袁世凱），諡愨慎。
其書自卷一至卷八爲正編，發揮經義，多鈔取 《周易折中》之説。自卷九至
卷十二，爲附編、末編，節録 ‘易緯’及宋以來諸家之説，於 《通書》《太極圖
説》《皇極經世觀物篇》，采摭尤爲詳備。馥間有辨其異同，則附加案語於後
焉，大抵理本程、朱，數宗陳、邵，惟纂輯群言，略無心得耳。” 吕紹綱、常金
倉等先生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編《周易辭典》，列有“易理匯參”條，意見即鈔
自柯氏 。
柯劭忞是近世以來的大學者，尤其於《清史稿》編纂、《新元史》撰述，貢
獻卓著，允推一代學術重鎮。他對周馥是書的評介，自具一定權威。然細
繹周馥斯著，實不盡如柯氏之評。
首先，周馥不以文章辭采、學問辨難，尤其不以易學家面目託跡於世、
顯揚於時。他從不混詩人圈、學者圈、易學家圈，因此當時詩家、文人、學
者，與他交往尠少，世之友文墨、讀古書、抑揚風雅者對他所知更是相形有
限。後世的研究，往往繼武、踵跡前代的評説論議、思想意緒，或依違同異
往復於社會“主流”話題話語，對於所謂範式 “正音”、“正典”之外的其他
“潛在研究”、“隱型撰述”，興致沖淡，缺乏搜閲的雅志及應有的關注，除非
以特别因緣或所必需涉獵者。當然，此中也有個人的學識、認知、撰述成爲
社會公共知識，所需要的平臺、環境、機緣、傳播方式等等。
第二，恐怕亦與《易理匯參》的撰作體例有關。周馥是書，係以《周易折
中》爲底本，删裁繁蕪，案以批語而成，而非傳統的特别是近現代以來學界、
研究界引爲常態呈現的學術專著、學術札記，純屬“粹也精也”的案校批點，
反映的是“讀書得間”，時見思想火花。此類撰作體例（或模式）的好處，是
可“借力打力”，進一步引申發揮，講議商討，但弊端是心得、體悟亦往往容
易爲原有撰作、所依據底本材料所拘限，甚或割裂、遮掩。周馥自己也曾
説：“原輯《易理匯參》，其會心處皆加旁圈記之，讀經本無此例，予隨意爲
之，取便覽省。每段末皆有按語，妄抒臆見，將請有道正之。”
①

②

③

參見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濟南：齊魯書社，１９９６ 年，第三
十五册，第 ５１３ 頁；及整理本，“經部”下册，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３ 年，第 １７９ 頁。
常金倉主編《周易辭典》，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２ 年，第 １００５ 頁。
② 參見吕紹綱、
民國周氏師古堂叢刻《易理匯參臆言》卷首。
③ 周馥《易理匯參臆言序》，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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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便進一步討論、檢覈，這裏也稍微談一下 《周易折中》。按 《周易折
中》全稱《御纂周易折中》，是清代康熙帝敕命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尚書李光
地爲總裁，詔召群臣共同纂定的一部書。除李光地外，協修、分修、校對者
還有蔣廷錫、張廷玉、陳邦彥、楊名時、何焯等當時名臣。是書指歸，據卷前
御製序，“上律河洛之本末，下及衆儒之考定，與通經之不可易者，折中而取
之”，故名曰“折中”。其宗尚則以朱熹 《周易本義》及程氏 《易傳》爲主，特
别是朱子之説；同時兼以宋、明諸説爲輔，盡掃象數。清代“御纂”群書特别
是“御纂”群經的特點，借用江藩《漢學師承記》叙中的話，“凡御纂群經，皆
兼採漢、宋先儒之説，參考異同，務求至當，遠紹千載之薪傳，爲萬世不刊之
鉅典焉” 。此書即爲斯一特點的體現或代表。是書體例、卷次情況，則如
周中孚《鄭堂讀書記》之述：
①

《御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康熙五十四年大學士李光地等奉敕
撰。謹按，是書卷首弁以御製序文，次爲“凡例”、“諸臣職名”及“引用
姓氏”。自卷一至卷十八俱列朱子 《本義》於前，而程子 《易傳》次之，
繼以漢、晉、唐、宋、元、明諸儒之説，謂之“集説”。其説之不合於傳義
而足以闡發經旨者，亦録之，謂之“附録”。又别爲“案語”，以折中其異
同之致。卷十九、卷二十爲朱子《易學啓蒙》，取其與《本義》相表裏，其
“集説”、“附録”、“案語”亦如前例。卷二十一爲 “啓蒙附論”，卷二十
二爲“序卦、雜卦明義 ”；而以 “綱領 ”三篇、“義例 ”五則爲首卷。 考
《易》本上、下經二篇，“十翼”各爲一篇，自鄭玄傳費直之學，始析 “易
傳”以附經，至王弼又重爲更定，程 《傳 》即用王弼本，至朱子作 《本
義》，始改復古本次序。 明制取士，程 《傳 》《本義 》並用，永樂修 《大
全》，用宋董楷《周易傳義附録》之例，割裂 《本義》，以從程 《傳》，而十
二篇之舊第復淆。故是編改從古本，以正從前之失，至其大旨，雖本於
程、朱，而實能會萃漢、宋諸儒之長，無所偏主，洵説《易》之準繩也。
②

世間言及此書，多稱其能“别擇群言，於數則納甲飛伏之謬必斥，於理則老
①
②

參見江藩著、漆永祥箋釋《漢學師承記箋釋》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９ 頁。
（清）周中孚著《鄭堂讀書記》，“補逸”卷一，“經部·易類一”，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
第 １１８３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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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空虚之旨必破，觸類引伸，罔非精義 ” ，是一部 “務使理數合爲一體 ”，
“集古今義理派《易》説大成”，平易守正的書 。周馥以《周易折中》爲研習
易學、研討易理之“藍本”，其思想結構、志趣宗尚，概可想見。
《易理匯參》的體例結構，一本於《折中》，其爲案語，皆依經立義，字字
衡量而出。正編部分，首列朱子《本義》及程《傳》，再下具引諸家易説以備
省覽；然於《周易折中》原彙諸家易説即所謂“集説”部分，並不完全謹遵照
録，幾乎每卦之下皆有删裁，去其繁蕪，選輯更爲精當。“集説”之後，綴以
“馥案”，辨析異同，考校是非，明正事理。單就周馥所爲案語，比類合義，離
辭連類，逐條貫列，即可見其顯非“惟纂輯群言，略無心得”，字裏行間，極見
作者心力、功力、識力之在。姑舉數例。
乾九四“或躍在淵”，作者案語：“君德已著，物望攸歸，更當兢懼韜晦，
如舜避南河、禹避陽城。祇是理當如此，並非權術趨避。後世之君，瞻顧利
害者，非即棄位遠遁者，亦非皆與此爻不合。其假揖讓而篡奪者，更不必
論矣。”
坤初六，推闡《周易折中》原諸臣案語，進一步云：“陰陽皆天地造化之
妙，無淑慝可分，無所扶，亦無所抑。”所謂淑慝、扶抑者，借陰陽以指人事而
言。又謂：“易以陰陽分君子、小人，本係假辭，其根源在存天理、去人欲。
天理，陽也。人欲，陰也。存天理，即合天心直方大者，陰自助陽，焉有仇敵
之理。”
再如泰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朱子語類》録朱子
語：“此亦事勢之必然，治久必亂，亂久必治，天下無久而不變之理。子善遂
言天下治亂，皆生於人心，治久則人心放肆，故亂因此生。亂極則人心恐
懼，故治由此起。固是生於人心，履其運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可也。”周馥
申朱子之説，云：“如治道久成，遠人來庭，反側革面也。《本義》、程《傳》皆
謂泰已過中，將有小人害君子；而 《折中》兼取沈氏，該趙氏彥肅諸説，謂四
①

②

③

見臺北世界書局影印本《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第十四册，總第四百五十五卷，“經部·易類”，
《御纂周易折中》卷首“提要”，臺北：世界書局，１９９０ 年。按此篇“提要”，非收入《四庫全書總
目》者，爲紀昀等所撰之另一篇，成於乾隆三十九年九月；收入《四庫全書總目》者，爲乾隆四十
二年二月恭校所上。
常金倉主編《周易辭典》，“周易折中”詞條，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２ 年，第
② 參見吕紹綱、
９０７ 頁。
俱見周馥《易理匯參》，民國十一年孟春秋浦周氏校刻本。
③ 此條及下述所引，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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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近君之位，三陽既進，樂與賢者共之，有從六五下賢之象，愚謂 《折中》所
取亦是。”
否上九“先否後喜”，則辨正前人之説，並審諸歷史，云：“胡氏炳文謂否
泰往還，天運人事，有必然者，理固如此。然必陽剛居否之極，乃有此象。
自古否極轉泰，皆由人心思奮，振作有爲，天心乃能厭亂。若任運自然，禍
仍未已。如五代、南北朝，經亂數十年始定，其間忠貞死國難者，何可勝數！
故君子當否之時，惟以守貞不仕爲尚。或曰孔、孟生當周末，否之時也，而
乃棲棲皇皇，何也？曰孔、孟身與道一，其仕止久速，非常人所能企及，然道
終不合，故終身不仕。愚見，否初六‘拔茅茹’應解爲君子見幾，聯袂而退之
象。如此，方不失貞道，方合吉亨之道。《象傳》所謂 ‘儉德辟難，不可榮以
禄’也。若預存‘先否後喜’之心，則失之矣。”
再如説謙卦，言謙六爻皆吉，《彖傳》《象辭》備言之，然“天道虧盈而益
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豈有所爲而爲
之，言皆出於理勢之必然，而不容已者；云：“此理極顯，而世人多忽之。今
姑舉眼前事譬之。世人見富貴之家無不忌嫉，見人好施予無不推服；至行
路之人，見强者欺侮弱者，莫不心懷不平。何其心理從同若此？夫天運，陰
陽寒暑，偏也，而天心實平，常有補偏之意。細觀物理，自見 《易》中各卦言
悔、言吝、言貞、言厲，皆含此意，不獨謙卦爲然。《老子》‘知雄守雌’、‘知
白守黑’等語，即得此理，然未免有意爲之，非出於無心自然也。若後世兵
家、縱横家，如《陰符經》所言，則直以謙爲取勝之具，所謂 ‘仁義之賊’也。
漢末曹操篡位已成，乃請立漢獻帝四子爲王，時許靖在巴郡聞之，曰：‘“將
翕之必姑張之，將欲奪之必姑與之”，其孟德之謂乎？’蓋後世英雄能成功
者，莫不宗此術，而於謙道似是而非矣。”均可見其思想意緒。
再比如説比彖辭“元永貞，无咎”：“比爲人生不可無之事，而‘元永貞’
爲比道之要。比非私也，非黨也。《象傳》‘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是比之大
公無我也。爻解‘三驅，失前禽’來者不拒、去者不追，即‘君子和而不同，群
而不黨’之道也。後世朋黨之禍，皆失此義。”説剥六三 “剥之，无咎”：“彖
辭‘不利有攸往’，自是宜退不宜進之象。六三‘无咎’者，以其應上而從陽
也。此如亂黨中能自拔投誠者相似，不言‘吉’但言‘无咎’者，其機至危，其
心可諒也。”説大過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玩此詞意，雖凶无咎，謂雖
身家喪敗，而无過咎可言也。應從 《本義》，指殺身成仁之君子，不必從程
《傳》指狂躁之小人。‘滅頂’，謂澤没木也，時勢如此。如唐甘露之禍，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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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欽北狩之禍，明景泰土木之變，其中君子不可避者，焉能逃避 ‘滅頂’之
凶，而何過咎之有哉！”皆可見其心得體悟。
周馥於困、井、革、鼎諸卦案語，最見學涉淵廣、精義入神、思想指歸及
閲世體悟。如説困卦：
細玩辭意，困有亨道，必有大人之德乃吉。君子固窮，安有出位之
思？其尚口而有言者，則不能固窮之君子也。 如此，則終困而不能亨
矣。古來君子由困而亨者甚多，絶無有鳴其不平者。 所謂 “有言不
信”，所謂“動悔”者，戒辭也。所謂 “利用享祀”、“利用祭祀”者，乃自
竭誠敬，不求福報而福報自至之意。此即處困而能亨之道。

説井卦：
井所以養人，人莫不求之，所謂“往來井井”者也。……昔朱子晚
年家居，忠愛之心未已，當國事衰亂之時，欲有所陳奏，門人恐招奸黨
之禍，力勸勿上。朱子遲疑不決，乃筮之，得井九三爻，遂止未上。 當
時若上，必受韓侂冑之譖，竄謫遐荒，而於國事無毫髮益也。故君子處
世，祇可自修渫治之功。其汲食與否，則聽之天命而已。若徒恃諫諍，
所謂未信而諫，失井道有孚之義矣。

説革卦：
革彖辭“已日乃孚”者，似謂已至當革之時，上下孚信，乃可革也。
而諸家解“已”字不同，或有解作“辰巳”之巳者，要其理，不過言孚而後
可革，不孚不可革也。“孚”，即民心信仰之也。民心信仰，即天心所與
也。内三爻辭皆言不可輕革，外三爻則九四“有孚改命，吉”，是當革之
時。九五、上六，則已革之後事也。總之，革乃萬不得已之事，聖人慎
之，古來革命之大，首稱黄帝戮蚩尤，次稱湯武伐放，其他近於篡奪者
多矣。如漢高祖、明太祖，當秦、元亂時，以布衣起義。宋太祖爲群下
所推，可謂正矣。然核之“已日有孚”之義，則有間矣。

此外再如説鼎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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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形渥”義輕，不若“刑剭”義重，可以警世。世固有頑頓無恥，
倖逃法網者，曰以世人好惡之心，論之則凶人當罹王章爲快；若以天理
推之，則媿汗者，乃其心歉也。心歉，即自絶於天也。奸愚怙惡不悛，
生質雖存，生理已滅，所謂人之生也，幸而免也，若專以刑罰而論，則惡
而逃刑、善而遭冤者有之。更以氣數而論，顔夭跖壽，又何解耶？蓋殺
身成仁者，所謂生順死歸耶，即文山所謂 “在天爲日星，在地爲河嶽”
也。此即天地生生之理，人而不絶天地生生之理，雖死猶生也。 若絶
天地生生之理，雖生亦死也。 生理即誠也。 語云 “民所歌舞，天必從
之”，又云“衆人所指，其人必死”，蓋人心即天心。《論語》“齊景公有
馬千駟，民無德而稱；伯夷餓死首陽，民到於今稱之”等語，即是此意，
不必以生前得喪、榮辱爲吉凶也。讀 《易》者但明其覆餗必凶，不必究
其凶之如何，可矣。

《易·雜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經歷晚清、民國國運起伏、朝政
變革，特别是改朝换代，作者於此數卦，體悟最深，誠如吴汝綸 《易説》卷二
之謂：“就國家用人推闡爻義，亦至明顯矣。” 章鈺 《易理匯參序 》亦有揭
云：“鈺因熟復此編，而有會於困、井、革三卦序卦之義矣。以恒情言之，既
曰困矣，必繼以革而中次以井者，何也？竊謂井以養人爲義，困者失所養
也。井道不足以養，則圖所以革之。井道而尚足以養，則固無庸言革也。
設不以養人爲事，而但以革命爲名，是則湯、武之罪人用以逞其私而肆其
毒，窮其究竟，適得革而當其悔，乃亡之反而益重其困矣。十年以來明證如
此，此則願我年丈論定之也。”
再如説漸上九：“他卦上九多凶而不吉，漸卦以進之以漸，故以吉言，然
處無位之地，乃隱逸傳中人耳。”説涣卦：“天下之勢，宜聚不宜涣。至若不
義之黨，則宜涣不宜聚也。”説既濟六爻，“陰陽各得其位，自是極善之卦，而
每爻皆有誡詞，非不足其濟也。爲既濟即有不濟者在其後也。盛衰之理，
祇在人心，人心即天心，苟能如既濟六爻，時時戒懼，自不至遽淪於未濟
矣。”末説未濟：“一部《易經》，全是誡詞，防未然也。熟讀 《論》、《孟》即得
①

②

參見施培毅、徐壽凱校點《吴汝綸全集》第二册，“易説”卷二，合肥：黄山書社，２００２ 年，第
頁。
民國十一年孟春秋浦周氏校刻本《易理匯參》卷首。
② 章鈺《易理匯參序》，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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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理，所謂畫前之易也。”
以上所引“馥案”，靡不原本經義，按諸舊史，結合人事，發爲正論，觀象
玩辭，目光如炬。其他類此，不勝枚舉。此外，其“附編”部分，首録“易緯”
《乾坤鑿度》、《乾鑿度》、《通卦驗》、《辨終備》、《乾元序制記》、《坤靈圖》、
《是類謀》、《稽覽圖》等八種 （《辨終備》、《坤靈圖》二種全録，其餘節抄），
併存鄭注，其意在博極典章，由識易學沿革始終之際，有史家偉識在。如
《乾鑿度》“馥案”：“後世九宫之説，皆謂出於《乾鑿度》。案《乾鑿度》本文
只以四正四隅配中央爲九宫，初無 ‘一白配坎、二黑配坤’之説 …… 今九宫
既以中央爲一宫，與四方並行，而别以太乙北神爲主，似是後世術家小説，
不知康成何以取之？似九宫流行之法，與‘洛書’兩不相涉，《乾鑿度》本係
緯書，鄭康成注以不可爲典要，惟近世時俗頗重其術，如堪輿、星命、歷數諸
家，莫不視爲祕訣。欽天監《時憲書》中每月且列表傳示天下，予曾推其九
宫順挨逆挨之法，列圖參觀，實無理可取，不敢深信，君子置之不論可也。”
云《通卦驗》：“皆言占候，略如洪範九疇而詳細過之，不盡可憑。今不具録，
特録首篇，語俱難曉，聊以存疑而已。” 云《稽覽圖》：“皆言卦氣推驗之術，
必周秦時術士所撰，於易正義無關。後世推驗者莫不宗此術，占災祥以惑
世人，識道之君子，置之不議不論之數而已。” 均可見眼光卓識，博洽經史，
洞明古今，非一般學究經生之可比。
復次，裒録周濂溪 《太極圖説》、《通書》，邵康節 《皇極經世 》、張横渠
《易説》，程子《易傳》序，《朱子全書》論易語，及宋元兩代主要易家學説典
要，或全録，或節引，或掇拾 《四庫總目》，而以 《周易折中》“綱領”殿於編
末，以志思想宗尚，資表裏先後彼此互文，交相顯發。輯存周、邵二家，《易
理匯參》自序嘗專作説明，謂“周子《太極圖説》、《通書》語道最精，邵子《皇
極經世》言數獨創而與易理實相發明，故併摘録”，摭録尤詳。特别是於邵
雍“元會運世”之説，案語則“推及於孔門，教人不言氣數，專事求仁”， “即
如各國佛、道、回、耶等教，其垂訓亦不脱乎慈善，即仁也。仁即天地生生之
①

②

③

④

參見《易理匯參》卷九，“附編一”，“易緯”八種，《周易乾鑿度》“馥案”，民國十一年孟春秋浦周
氏校刻本。
“附編一”，“易緯”八種，《易緯通卦驗》“馥案”，民國十一年孟春秋浦周
② 參見《易理匯參》卷九，
氏校刻本。
“附編一”，“易緯”八種，《易緯稽覽圖》“馥案”，民國十一年孟春秋浦周
③ 參見《易理匯參》卷九，
氏校刻本。
參見民國十一年孟春秋浦周氏校刻本《易理匯參》卷首。
④ 章鈺《易理匯參序》，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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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億劫萬劫而不滅者也。大易之道，示人趨吉避凶，總以不背天理爲的。
則趨避之術，即輔相裁成天地生生之道也。爲學者可以知所用心哉！” 所
言所論至爲閎博深遠，覽者當洞志靈源，輒有心會。
再其“末編”，首列元熊良輔、明張溥諸家易説，次及清儒胡渭、王夫之、
惠棟，於近人李士鉁、楊以迥、武春芳等衆著述，亦均節採，案語精辯玄賾，
析理入微，且不拘漢宋。如論王又樸《易翼述信》，謂：“所言大致不背程朱，
然亦時有異同。如云朱子言不可以孔子之易爲文王之易爲非，此理之自然
無可辯者，乃亦齗齗辨之，豈但文王、孔子易各不同，即文王後天之易，亦不
可爲伏羲先天之易。究其根源，理無二致，論其垂訓，則各有用意，而不能
相通也。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各不相混也。而風自南來，則温而愉，萬物暢發；風自北來，則寒而慄，
萬物凋枯。南北，陰陽也。物榮物枯，柔剛也。南薰解愠，朔氣悽慘，仁義
也。讀《易》者在會心畫前之易，勿徒於 《易》書字句求之可也。介山好辨
駁，惟於大綱不背。‘提要’題辭每多兩句之見，蓋紀文達不喜宋儒，故凡遇
駁宋儒者，皆録之；而當仁廟尊朱之後，不敢公然詆毁，惟於駁宋儒者牽之
使平，學者不可不知也。” 語楊以迥《周易臆解》“五行三合説”：“楊以迥講
易，專論爻象，與程朱不合，係一家之言。惟此論與鄙見合，故録之，待正有
道。星命家甚至以申子或子辰爲半合水局，餘略同，其與五行何干？然講
星命者神煞如麻，幾使人無所措足，即崇正闢繆，愚亦不敢深信。自古聖賢
何嘗有此論？且有何實憑耶！” 再如論李士鉁《易注》（此爲周馥於近人中
最爲推重者，周氏師古堂嘗予刊印，《續修四庫總目》評曰“服膺宋學，依經
立注，明白曉暢，皆自抒心得，不涉雷同勦説之習，亦晚近中之學者也” ）：
“《易注》上下經二卷，天津李士鉁著。士鉁字嗣香，官翰林院侍讀學士，余
之故人也。余晚寓天津，比鄰猶數，晨夕共賞析焉。其注 《易》大旨遵程、
①

②

③

④

參見《易理匯參》卷九，“附編一”，《皇極經世·觀物篇五十一》“馥案”，民國十一年孟春秋浦周
氏校刻本。
“末編”，清王又樸《易翼述信》“馥案”，民國十一年孟春秋浦周氏校
② 參見《易理匯參》卷一二，
刻本。
“末編”，清楊以迥《周易臆解》“馥案”，民國十一年孟春秋浦周氏校
③ 參見《易理匯參》卷一二，
刻本。
濟南：齊魯書社，１９９６ 年，第三
④ 參見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十五册，第 ５１３ 頁；及整理本，“經部”下册，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３ 年，第 １５３ 頁。李士鉁《周易
注》提要著者亦爲柯劭忞。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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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惟於爻象講解字義更明切。所引皆《繫辭》《説卦》，互卦、重卦，必使爻
辭一字一句皆有來歷，於承乘、比應無一爻不相關。其解釋義理，皆援經史
爲證，暢所欲言，可謂博學近思，闡發無遺。其於宋項平甫 《玩辭》、王申子
《緝説》之外，獨樹一幟矣。” 蓋愨慎治易，鑽堅研微，靡不審覈堅明，但求
融會貫通、其言精塙，而固不分乎漢、宋，謹持於門户也。
①

三
接下來想談一下周馥的思想結構，與易學研究的特殊性。
周馥早年入淮軍幕府，四十餘年追隨李鴻章，歷經艱鉅，也飽經憂患，
所承所任多衆所不敢且不能者。文忠嘗語人曰：“周某用心極細，慮事最
精，且廉正有魄力，非時人所及也。” 甲午後，文忠去直，有對客語云：“老夫
薦賢滿天下。獨周某，佐吾三十載，勞苦功高，未嘗求薦拔。今吾年老，獨
負此君，吾其能自已乎！” 並在給西太后的一道密摺中，極力舉薦，説周馥
“才識宏遠，沈毅有爲，能勝艱巨，歷年隨臣籌辦軍務、洋務、海防，力顧大
局，勞怨不辭，並熟悉沿海情形，堪負倚任” 。吴汝倫於前揭光緒丁酉六月
三日“與周與山”書中，也稱：“别後相念無已。執事出處大節，遠媲古人，以
②

③

④

參見《易理匯參》卷一二，“末編”，清李士鉁《周易注》“馥案”，民國十一年孟春秋浦周氏校
刻本。
“處事”。
② 參見《負暄閒語》卷上，
周學淵、周學煇《先考玉山府君行狀》所引，民國十一年（１９２２ ）孟春秋浦周氏校刻
③ 參見周學熙、
本《周愨慎公全集》卷首。并見馬其昶《清授光禄大夫陸軍部尚書兩廣總督周愨慎公神道碑
文》：“甲午，日本爭朝鮮敗盟，公任前敵營務處。款成，文忠已齮齕去位，公遂投劾自免歸。家
居三載，文忠被命治河，復强起之，條上治河十二策，以費絀不果行。於是文忠乃稱曰：‘吾推轂
天下賢才，獨周君相從久，功最高，未嘗一自言，仕久不遷。今吾老，負此君矣。’密疏薦之，授四
川布政使。調直隸，復召入都，理京畿教案。”（民國十一年〔１９２２〕孟春秋浦周氏校刻本《周愨慎
公全集》卷首，及閔爾昌《碑傳集補》卷一五，《清代碑傳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第
１３５５—１３５６ 頁。
）
１８９８）六十二歲”條：
“（十一月）十七抵濟南，李相國
④ 《周愨慎公自著年譜》“光緒二十四年戊戌（
出示奏稿，有云：‘周馥在直境督辦河工多年，於修守事宜最爲諳練，應機敏決，識力過人，前因耳
疾呈請開缺，回籍調理。臣以東省河工關係重要，專函敦勸前來襄籌一切。兹據復稱病體漸愈，
尚未復元，念臣老憊，强爲勉力一行。俟到東後，當與詳細商籌一切，可資得力。理合附片具
陳。’云云。旋奉批旨：‘周馥俟查河事竣，即行來京預備召見。欽此。’”（民國十一年孟春秋浦
周氏校刻本）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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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時往來胸臆間，視在此聚處時，情誼尤親也。” 語間雖不無客套，然對
周馥爲人格局之推崇，同文忠之言，俱可見當日親近者之時論 。民國十一
年，周馥在津病逝，陸海軍將帥蔭昌等所爲《南北洋請建專祠呈》，有謂：“凡
中國自强之本，與夫今日能以自立之道，莫不由周故督與文忠開其端，植其
基。而尤注重於陸海軍人才，其所以爲百年樹人之計，開全國風氣之先者，
厥功甚偉。蓋自庚子以後，能收拾殘局者在此，民國能搘持弗替者亦在此。
似此勳績，實爲有功大局，累世不朽之業，非僅彰治行於有清，抑且著功效
於後禩。今日中國之所以能存在，且與世界列强相抗禮者，實爲陸海軍之
有人。而追原其始，莫不由於周故督之深謀遠慮、苦心孤詣，有以致之。至
若磋議《辛丑和約》，收回京津地面，議定民、教永遠相安章程，至今民受其
惠，國賴以安。其大有造於邦家者，海内亦無與比倫。” 周作人於 １９５０ 年
三四月間撰《周玉山的印象》，刊諸是年四月五日上海《亦報》，亦有言：“他
①

②

③

參見施培毅、徐壽凱校點《吴汝綸全集》第三册，“尺牘”卷一，合肥：黄山書社，２００２ 年，第
頁。
光緒乙未，周馥自前線返歸，格於身體狀況及當日朝政，即屢請辭歸。據《周愨慎公自著
② 甲午後，
年譜》“光緒二十一年乙未（１８９５）五十九歲”條：“（二月）十二日到津，謁李相國、署直督王夔石
制軍文韶，面稟願辦前敵營務處，且諸統將願我住唐山，以便往來南北各營。夔帥允，即電奏。
十三日接夔帥札，派總理北洋沿海各軍營務處，即稟辭。回唐山，聞宋祝帥在田莊台敗績，與吴
清帥俱退紮石山站。……十八日，送李相國出沽口赴日本馬關議和。……二十六日，在唐沽（塘
沽）迎謁李相國，知在日本馬關議和已成，賠兵費二萬萬兩，割臺灣、澎湖，並於蘇州、杭州、湖北
之沙市、四川之重慶添通商口岸四處，及准内地製造通行小輪船等事，消除從前《中日商約》。
時和局已成，歸志已決，當軍務初起時，余對李相國言‘事平必請開缺遂初’，至是，咳病加劇，遂
申前請，而相國不便批准，王夔帥欲姑待之，亦未批准。初三、初四、初五大東風，海嘯，淹太沽、
北塘内地，各營糧械，頗有遺失，兵勇死數百人，百餘年來未有之水災也。初十日，復請速奏開
缺。二十八日，京電，傳上諭，准開缺。五月初一日，往唐山謁劉峴帥稟辭。初二日抵塘沽，聶功
亭、章鼎丞、羅耀庭、張燕謀，及天津保定屬員裴敏中、傅世榕等餞行。初三日，坐輪船出沽口南
歸，時因病不能至津稟辭，因具稟牘呈李相國、王夔帥告辭。知有議予疏脱者，不能顧矣。”之後
朝廷屢有徵召，均以“兩耳重聽，衰憊已極，不堪再供驅策，莫由圖報，愧悚無地”復命，至光緒二
十四年，以李鴻章一再力邀，不便違命，方再爲出山，襄助往勘黄河。其復起始末，《周愨慎公自
著年譜》“光緒二十五年己亥（１８９９）六十三歲”條述云：“正月，復往海口細勘一週。請相國奏
余假歸養病，未允，言上意有在，未便奏。二月二十二日抵京，二十四日詣宫門請安，蒙召見一
次，次日復蒙召見一次，逾日又蒙召見一次。時太后復垂簾，勵精圖治，垂詢事極多，懿旨慰勉，
謂：‘兩耳稍沈，精神尚好，現在時事艱難，應做官報效國家，著在京等候。’榮仲華相國面奏請授
河督，旋有阻之者。阻者爲舊相知，爲挾小嫌之故，而榮相國則素無往來。人之遇合，有不可思
議者。八月初八日，奉旨簡放四川布政使。余有詩曰：‘交情深淺黄河險，世路崎嶇蜀道奇。’蓋
指此也。初十日謝恩。二十四日請訓，蒙召見一次。三十日出都航海，過揚州攜眷，過無爲州看
鈿女，泝江西上。”（民國十一年孟春秋浦周氏校刻本）
民國十一年孟春秋浦周氏校刻本《周愨慎公全集》卷首。
③ 蔭昌等《南北洋請建專祠呈》，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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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我們一個很好的印象，可以説在五十年中所見新舊官吏中没有一個人
及得他來的。” 諸如此比，結合晚清以來各界對周馥之記述，以相參正，合
觀其自著文字，周玉山之爲人格局、出處大節，概可進一步想見。
細讀《易理匯參》及《周愨慎公全集》所收諸種，包括未編入全集，但見
諸《周氏宗譜》“資乘附録”之《教務紀略序》、與慶王奕劻所合撰《請禁買賣
人口奏》，單獨行於世間之《恤囚編》《山東周中丞勸學告示》，與陳夔龍、恩
銘所合奏《欲教育溥及必文字簡易欲語言統一必普習官音由土音以學官話
片》，與張之洞、袁世凱、端方、趙爾巽聯銜 《會奏請立停科舉推廣學校摺》
等，周馥的思想結構、材識意趣、純臣謀國，較然可見 。眼界胸襟，固迥越
乎時流。其思想底色雖屬以宋學特别是程朱之學爲精神指歸，但不矜門
户，格局閎通而不迂闊，遇事“取法乎上”，洞識古今中西。
周馥的思想結構，較能集中體現且堪爲代表者，可見諸他晚年所著家
訓性質之《負暄閒語》。是書凡上下二卷，分“讀書”、“體道”、“崇儒”、“處
事”、“待人”、“治家”、“葆生”、“延師”、“婚娶”、“卜葬”、“祖訓”、“鬼神”
十二門，條述爲人爲學、立身涉世根本，且按諸身歷聞見，諄諄心語，讀來親
切詳備，思想意緒，躍然紙上。内中尤有不少可與《易理匯參》交相顯發，彼
此證見者。
《負暄閒語》開宗明義第一，即論讀書。如 “讀書”門起句即云：“幼年
讀書須平心靜氣，詳細推索，不可貪多務博。聖賢之語，皆指身心事物上
説，非如佛老談空説妙。如《論語》首章‘學而時習之’，必其人有志學問，於
養心、接物事事上見得自己有不是處，想到聖賢處，此必有至當不易之理，
潛心省察，身體力行，隨時隨地無不用心取法，迨行之有效，心中自有豫悅
景況。次節‘朋友自遠方來’，必是向道慕義之人，觀摩取益，賞心析疑，焉
有不樂之理。末節‘人不知而不愠’，或爲世所遺，沈淪牖下；或既仕而黜，
動遭乖迕，甚至求全之毁，横逆之來，有人所難堪者。君子體道，眼覰千古
之上，心契造化之微，貴賤死生，視之如蜉蝣朝菌，安有心與若輩較得失耶？
學問到此，自然不愠，所以爲成德君子。” 並謂：
①

②

③

參見周作人著、陳子善編、黄裳審訂《知堂集外文·〈亦報〉隨筆》，長沙：岳麓書社，１９８８ 年，第 ２２２ 頁。
周學熙、周學淵、周學煇《先考玉山府君行狀》：“府君志慮忠純，服官五十年，惕厲憂勤，視國事
如家事。……其見諸章奏，如和民教、禁賣人、變軍制、罷科舉、辟商埠、廣學堂，皆大經大法，治
國故者類能言之。”（民國十一年孟春秋浦周氏校刻本《周慤慎公全集》卷首）
“讀書”。民國十一年孟春秋浦周氏校刻本。
③ 《負暄閒語》卷上，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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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時遇有意義於心不安處，不可驟下評論、塗抹卷籍，務須平心
研討。倘實見有義欠明、理欠真者，久之，繙閲他書，必有前人論斷，再
爲審度事理，或遇友商搉，益見分曉。
①

語均樸實，然辭氣凝愨，而寄意深遠。《朱子語類》卷六七：“蓋其心地虚明，
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周氏宗譜 》“家訓六條 ”，第一條即標目 “培心
地”，云：“心爲一身之主，身爲一家之主，培心地即培家本也。人生世間，百
物受用有盡，惟此善根受用無盡。故曰耕堯田者有水患，耕湯田者有旱憂，
耕心田者歲豐收無憂無慮，蓋家之興衰久長係於一心，人生求福以培養心
地爲先，心地若壞，百事皆壞，無可指望矣。” 可並參矣。
再如論爲學次第，語云：
②

讀書以“四書”、“五經”及性理等籍爲主，《史》《漢》諸書有關經濟
者次之，西學則又次之。 必經史已通大義，再求專門之學。 尤須先考
中國典籍，再考西書。 中國典籍中自有專門，若不通經史而徑步趨西
學，必致中無主宰，作人奴婢。
③

又説：
讀書先定主意要看何書，必將此書從頭至尾細細看過，不可中輟，
亦不可看一段棄一段。 看畢後全書融貫在胸，知所去取，再看他書更
易貫通。能將全書大意作一論記之，俾無遺忘，亦一善法。 若貪多騖
博，見異思遷，徒勞神無益，不如不讀。
④

並談及自身爲學讀書經歷、心得體悟云：
一部“四書”，凡淑身、淑世、經濟、權變，以及天地鬼神、男女飲食，
《負暄閒語》卷上，“讀書”。
參見宣統二年（１９１０）安徽建德（東至）世德堂木活字本《安徽建德縣紙阬山周氏宗譜》卷二，上
海圖書館藏本。
“讀書”。
③ 《負暄閒語》卷上，
“讀書”。
④ 《負暄閒語》卷上，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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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幽渺不可知之數，細微不可窮之事，無不包括靡遺。《論語》尤覺簡
渾精粹，人能沈思靜慮，細細體察，無不愈推愈遠，愈研愈深。 昔人謂
孔孟單詞片語，皆足括二氏之精微，而去其偏。余十三歲能麤解大義，
至二十餘歲又取釋老、諸子之書閲之，惟愛《荀子》，次則《老子》。四十
以後，覺諸子、二氏皆不及孔孟，苦資秉愚鈍，不能融會於心。又取《近
思録》反復玩之，訪有志之士辯論之，仍多隔膜，惟抱“誠”、“敬”二字，
時時提撕此心耳。今衰朽家居，復取《近思録》《四書》朝夕玩繹，乃知
聖賢之言，簡淡之中精微畢具，可以參造化、感鬼神。 閲世五十年，今
始稍領悟，猶恨未能一一身體力行，恨爾輩未能朝夕隨侍講論，一大
憾事。
①

非學無以廣才，非慎思無以明辨。規模既大，波瀾自闊。袁枚 《隨園詩話》
卷四：“蓋士君子讀破萬卷，又必須登廟堂，覽山川，結交海内名流，然後氣
局見解，自然闊大；良友琢磨，自然精進。否則，鳥啼蟲吟，沾沾自喜，雖有
佳處，而邊幅固已狹矣。” 按以周馥自身仕宦經歷、生平際遇，可進一步證
之矣。
對於子弟讀書進學、立身涉世，《負暄閒語》諸門，皆有專言道及，且絶
無半點“學究氣”、“頭巾氣”。如“讀書”門：
②

讀書是廣聞見、開性靈，其中自有樂趣。 若孩童性鈍，可少讀幾
句，總以得解爲要。終日據案呫嗶，嚼蠟無味，必以爲苦，徒傷其身體，
錮其靈明，何爲乎？
③

再如“處事”門：
爾等當力學之年，先求明理。 明理則居家處約、處樂，爲官處常、
處變，自有見解。無官之時，切不可貪名躁進；有官之時，切不可輕舉
《負暄閒語》卷上，“讀書”。
（清）袁枚著、顧學頡校點《隨園詩話》卷四，“二九”條，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第
１１２ 頁。
“讀書”。
③ 《負暄閒語》卷上，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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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張。總須靜心察理，屏除私欲，庶作人、作官皆有頭腦，不致妄爲
招咎。
①

可見，周馥教育兒孫輩，並不苛求子弟讀死書和死讀書，“更注重提高學習
的興趣，講求實際效果，期能掌握可以立足於社會的實學真才” 。且察按
是書，其用章彝訓，諄諄教誨者，首在子弟能“明理”、“察理”、“有頭腦”。
東漢王符《潛夫論·贊學》：“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
德義之所成者知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知；雖有至
材，不生而能。” 然誠如周啓乾先生《周馥的處世箴言》文中所論：“周馥深
受儒家思想影響，也希望‘我家子弟總以專重儒修爲主，不可邪趨旁鶩’，然
而，他並不把古代聖賢絶對化，對西學也並不盲目排斥。他説：‘爾輩讀書
不要將聖賢視作雲霄上人，假如今有聖賢與爾相處，亦是尋常人一般。’又
説：‘考求西學，原屬因時制宜。聖賢處今日，斷無不變法之理，亦斷無不間
取西法之理。’認識到了‘變法’與學習西方已是現實生活中不容回避的緊
迫課題。” 均可見其眼光之在，迥越時流。
《負暄閒語》論述易理處甚多，均可與《易理匯參》彼此證見，交相顯發。
如《易理匯參》言乾彖“元亨利貞”，“馥案”：“‘元亨利貞’，原言大亨而利於
正，反言之，不貞則不亨矣。天道能生萬物在誠，人而不誠即自絶於天，安
有亨理！求誠之道，觀孔子之言備矣。世人讀乾卦，總以大人德位推之，無
大人德位，則此卦幾成虚設，不知每卦、每爻無論何人遇之，皆可印證。人
苟無私，雖不得位，而一生豈無‘潛見躍飛’之時？人之由少而壯而老，亦猶
草木之春夏秋冬，各有‘潛見’，但大小、修短異耳！占者無私，亦自有驗，予
屢試之。惟其心不誠而多私妄，爲者則自絶於天矣，尚何論哉！”“體道”門，
則進一步云：
②

③

④

爾輩年輕學淺，驟語天道，茫然不知，但心中能時抱得一 “仁”字、
《負暄閒語》卷上，“處事”。
參見周啓乾《周馥的處世箴言》，政協天津市河東區委員會學習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周馥家族
與近代天津》（《天津河東區文史資料》第 １８ 輯），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７５ 頁。
（清）汪繼培箋、彭鐸校正《潛夫論箋校正》（“新編諸子集成”第一輯），“贊學第
③ （漢）王符著、
一”，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５ 年，第 １ 頁。
第 １７５—１７６ 頁。
④ 同上，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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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字，即有向上路徑。孟子曰：“仁，人心也。”即天道也。“仁”貫
“禮智信”，猶“元”貫“亨利貞”、“春”貫“夏秋冬”，無非一團生氣。程
子譬之穀種，譬之桃仁、杏仁，釋家言：“一粒粟中藏世界。”皆謂生機之
動，可以充滿世界。若自壞其心術，則如穀種朽蠹，自絶天機矣。“理”
字勿作晉人“元理”解，可作 “條理”之 “理”解。蕭何見善治喪者即舉
其人治國，宋儒言：“人之才識，譬如以百人付之，能使其食宿有所、起
居有度，即是條理。”皆此意也。非特人也，天之晝夜寒暑，萬物之生老
病死，鬼神之禍福感應，皆有一定條理，不雜不混不疾徐，自到成功地
步。爲人若無一定條理，貪多躐等，暴棄自甘，必無成矣。
①

再如《易理匯參》“附編一”，論及 “易緯”諸書，中有案語云：“《易緯通
卦驗》皆言占候，略如《洪範》‘九疇’而詳細過之，不盡可憑。今不具録，特
録首篇，語俱難曉，聊以存疑而已。”語雖極短而態度堅明。《負暄閒語》中
語及星象占驗，則詳覈厥能，且按以身歷聞見，讀來非僅增廣聞見，亦啓乎
閲者心智：
至《洪範》休咎之説，其理不枉。後世史官沿例作“五行志”，有人
嗤爲荒誕之詞，因其説得太拘太瑣，遂成怪異稗説。 大凡人懷不平之
心，其氣之感於造物者，亦不和順。人身之氣，即天地之氣也。中和所
以成位育之功，戾氣所以有致殃之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此不可誣
也。讖緯之學，本屬渺茫，歷代皆在禁例。瞻雲望氣，理固可徵，精者
實寡。風角禽遁，亦如卜筮。近世所傳諸葛武侯、劉青田諸術，皆是僞
託。若星象占驗，尤不可信。近來天文家測月，距地最近，尚有二億三
萬八千八百四十英里，合華里七十一萬六千五百二十里。其星辰更有
遠於月者，紛不可紀。 而地球熱度，只上至二百里而止，彼此懸遠，了
不相干，何與人間事耶？ 凡書中言星暗、日赤、日月無光等事，皆地上
蒙氣爲之，與日月星辰本體無涉。 亦若風雨露雷，只在地球上運動。
中國舊籍指某星主某事，如狼星主賊，光宜暗；矢星主官兵，光宜明之
類，本係任意立一名字，臆斷吉凶。前賢皆明此理，絶不爲惑。晉人自
命爲處士者，望少微星待死，時適有他死者當之，遂以爲驗。其餘如客
①

《負暄閒語》卷上，“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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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入帝座、五百里德星聚之類，皆附會偶合。中國三代以前無此説，環
瀛各國亦無此説也。 余十餘歲時，借得檀姓老儒占候書一册，窮數日
工録畢，將俟天暖登高測之。後問馮姓友人，曰：“書中言倉星、庫星黄
而明，則年豐；屎星赤而暗，則民有疾。 又斗内之星宜多，斗外之星不
宜多。此類語似淺陋，果可信耶？”馮友曰：“爾但推算軌度可也，占驗
乃惑世之書也。”余遂不復寓目。 嗣讀書稍多，見所謂揮戈挽日、大星
落軍及人殁爲星、星降爲人等説，皆烘託附會之詞。漢宰相遇日蝕，輒
自殺，亦因時無善推驗者。唐以後曆算始精，明初用西洋人官欽天監，
曆算更精。至國朝正曆授時，益覺推測無餘，從未聞重視占驗之學。
惟是人事感應之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之理，固日在聞見之中。《易》
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
矣。”所貴君子先在類聚群分中驗吉凶，勿徒在天象、地形上觀變化，則
庶幾得其要矣。
①

再如《易理匯參》家人卦 “馥案”：“家人卦取風火之象，當是取内明外
順之義。各爻義以剛爲家主，以柔專屬婦人，自屬男女各正其位。細玩辭
意，‘嘻嘻’自必終招悔吝，而‘嗃嗃’亦未盡善，特較‘嘻嘻’勝一籌耳。《大
學》云‘身修而後家齊’，大象又言 ‘言有物，行有恒’，大凡身不行道，即不
能行於妻子。語云‘孔子家兒不知怒，曾子家兒不知駡’，如果身正無私，辭
無鄙倍，則家人自能觀感而化，子弟亦彬彬有禮，烏有悖慢之事！卦辭特借
嚴正以明永保輯睦之道，蓋有禮然後能和也。斯義也，豈獨家人一卦爲然
哉！”《負暄閒語》“治家”門則鎔合經旨，揆情度理，云：
大凡處家庭之間，内宜和。和之道在忍，即 “兄弟式好無尤”，“不
癡不聾，不做阿家翁”之謂也。外宜嚴，嚴即整齊之意，非一味嚴厲也。
如長幼有序、夫婦相敬、子弟 “出必告，反必面”之類是也。 大規矩如
錯，即爲亂階。即如閒言語輕慢出口，或謔或詈，亦墮家教。《易》家人
卦曰：“君子言有物，行有恒。”又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
吝。”此之謂也。
②

①
②

《負暄閒語》卷上，“體道”。
《負暄閒語》卷下，“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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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諸建德周氏（東至周氏），自周馥以降，累代志樂 《詩》《書》，文化承
家，義孚鄉里，積善餘慶，發於孫枝，子孫輩人才輩出，至今六世書香。推原
厥本，當與周馥的治家理念息息相關。此可再見於他對傳統“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觀念思想的理解、體悟。《易理匯參》卷八《文言傳》“馥案”：
《文言》坤卦：“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今人
莫不信之，莫不以爲老生常談而不實行，甚至造爲天無報應之説，洩其
私忿。今且申言之。 夫天地固無心於報應也，而人心合天，自無不受
報應之理。顔夭蹠壽，天因其賦質厚薄而隨修短，此在一時氣體言之。
若人之秉彝，千古不變，迄今尊顔貶蹠，人心所在，即天心所嚮也。 且
聖人明言“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文言》且言 “非
一朝一夕之故”，又言“遯世无悶”，則凡積善而不能恒其德者，積陰德
而知耳鳴，獲善報者，皆於 “必有餘慶”意義不合。 先儒解 《中庸》“大
德受命，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語，皆謂三代後氣運漸薄，有失常理，故
孔、孟不得禄位，天何嘗以富貴、貧賤分軒輊也？余所讀書，人人皆知，
姑不具論，今以平生聞見驗之。凡人家歷代積善，未有不起而富者，即
不富貴而遇大災難，如咸豐年粤賊擾江南，遍地鋒鏑，其中竟有脱難
者，且有因而起家者，皆累世積德之家，然不過千百中之一二。至鄉愚
流徙，死者七八。彼固不爲惡，亦不知爲善，蓋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
者，天亦聽其隨氣運流轉而已。 大凡栽培、傾覆之義，必以久道而成，
尤必無怨無尤，“遯世無悶”，方合積善之羲。天本無意以“五福”安排
與人，人有善念湊泊，自迎而得之耳。 豈朝夕所能奏效？ 若以一時一
事窺之，則失其義矣。

再如《負暄閒語》“治家”門：
大凡富貴家之祖宗，皆敦厚有品，茹辛食苦。迨後代富貴，子孫愈
顯，即漸澆薄，自甘暴棄，又轉入貧賤。此常理也。富貴之家，苟能世
守敦厚，不忘貧賤素風，則後世雖微，尚不遽至大敗。《易》曰 “先天而
天弗遠，後天而奉天時”，此道也。 非特人道也，山川草木，何莫不然？
地理書言：大幹龍磅礡雄厚，脊寬平如牛背，不起峰巒，必分數大枝遠
出。迨起高峰，一跌一聳，則將結局收束矣。氣脈厚者復起，祖山雄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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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又分枝遠出，其必聚而後散、落而後起者，勢也。又如花木由根而幹，
由幹而枝，由枝而花，待花放時，此枝氣已泄矣。然根之固者，花開自繁，
培養得宜，來年花必復盛。今人只愛賞花而不知培根，忘其本矣。
①

此外，再如《負暄閒語》講議乾卦大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天地生機，無一息停頓。人畜身内之氣、草木之質，與空中流行之
氣，息息相關，即蟣虱之微，其氣亦伸縮動盪不已。 世人少者以爲未
老，老者以爲未衰，因循一世，殊不知暗中光陰已錯過去，今年非去年，
今日非昨日。一呼一吸，一息也。已過之一息，不能挽作將來之一息。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處大化之中，頹然自放，行尸走
肉，豈不爲天地間一棄物？惜寸惜分，即法天也。 孔子在川上曰：“逝
者如斯，不舍晝夜。”佛問沙門：“人命在幾間？”或對 “數日間 ”，或對
“飯食間”，佛言：“皆不知道。”一對“在呼吸間”，佛言：“子知道矣。”蓋
人命本在呼吸之間，呼吸一停即死。 天生人物，各有呼吸，隨時皆可
死。人能體貼到此，則人欲念消、天理念起，自有真正功行，不以貧富、
貴賤、生死、毁譽攖其心矣。
②

及《易理匯參》談述乾卦《文言》“利者，義之和也”：
《文言》“利者義之和也”句中，或言有“才”字意在内。余細參之，
行而宜之之謂“義”，蓋精於義者，自無不和之理。“和”則利矣，非義不
足濟事，而必藉和以劑之也。如此，則 “利”仍重在 “德”而不在 “才”。
“五經”、“四書”皆言德而不言才，蓋才所以輔行其德者也，自不必别言
才。若有才無德，昔人譬之狼虎不可近；有德無才，則日計不足，月計
有餘，固可用也。一部《易經》，言趨避之道備矣，而其要在“正”，最要
者在“中”。中者，處事不偏不倚，泛應曲當，鉅細畢舉之意。此固非才
不能，而不本於德，則才適爲累矣，何利之有？“四書”中惟《論語》“可
以託六尺之孤”章，朱注謂：“其才可以輔幼主、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
①
②

《負暄閒語》卷下，“治家”。
《負暄閒語》卷上，“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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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際而不可奪。”惟此處一見“才”字，蓋謂人雖有德，而質鈍性滯，不足
以任艱鉅。如宋之張浚，不可謂非忠義，而用兵屢敗。明建文時，齊、
黄諸臣慮各藩難治，輒頻更易，致啓永樂之變。 此皆正而不中者也。
故諸經中皆言其理宜如此，而不言才，才即在處之之宜之中耳。 朱注
淺顯，言才言節，使人易知。讀《易》者不必言利爲義之和，即是才之發
露處。其才之不足者，究是其德之不足也。

以上均可見著者鎔合經言，引證史事，近以取譬，援日用事爲之理寓其
中，明以示人。讀者覽此，自當皆有會於心也。
《負暄閒語》的纂述宗旨，見其卷前之“叙”：
此篇爲誡諸幼孫而作也。諸孫年稚，讀書無多，復愛流覽西籍，恐
將游騎無歸，難以成立。諸兒雖時嚴切教導，惟語焉不詳，頗失循循善
誘之恉，慮其啓迪無資。 去年暹孫隨侍居廬山、蕪湖數月，因其所問，
就書史所載，見聞所及，引伸之以廣其義，隨筆記載，略分其類十有二。
家庭瑣瑣，絮語不足以闡大道，然登高自卑，學道之功實基於此。編成
後，復恐諸孫之未融於心也，又取先哲懿言，分類附載，俾資悟證。 苟
能好學深思，自然知識日充，事理通貫。 即能謹守數語，終身不失，亦
必受用良多。余衰且病，相見之日漸少矣，可即以此作爲遺訓，隨時參
悟，以助學力。 諸小孫及曾孫等有在襁褓者，他日長成，可以此訓解
之。此爾等成敗、興衰大關鍵也，幸毋忽忘，負我厚望。

而《易理匯參》的撰作目的，就作者自言，主要有如下二端：
一是周馥曾在《負暄閒語》中所述及的：“廿四史，已閲四分之三，覺古
今事蹟，大抵皆同，褒貶亦間有附會，不如看聖賢書與大儒專集，較爲饜心。
今我衰老眼昏，不能多讀，欲得素心人來往討論，亦不易遇。每日得閒，仍
繙閲書籍，與其强顔與今人酬應，不如對古人證心性也。”
其二，見諸他自撰《易理匯參》序：“余於易學夙罕研究，近稍檢閲諸家
説，略有心得。自省平生雖未違道以干利，然處己接物之間，於輕重緩急之
序，失其宜者多矣。昔孔子欲天假數年，學易無過。下學愚鈍，雖不敢妄有
希冀，然一息尚存，安敢自懈？因取諸家言摘録成帙，以備省覽，名曰《易理
匯參》。《御纂周易折中》選輯精當，故鈔取獨多，會心處用筆圈點記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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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便於省記。周子《太極圖説》《通書》語道最精，邵子 《皇極經世》言數獨
創，而與易理實相發明，故併摘録。凡宋以後説易者，若有心得，間亦選録。
每段後或有疑釋，皆加案語，以示塾中子弟。子弟果有志於學，雖未必能聞
性道，然能達乎義利之旨，庶幾乎不墮罟擭陷阱之中矣。”
衡諸《負暄閒語》叙，則二書之撰作目的，實外内表裏，自相副稱也。其
意均在“以示塾中子弟”，“録示兒孫藏之，俾知終身閲歷艱苦備嘗”，“登高
自卑，學道之功實基於此”，“子弟果有志於學，雖未必能聞性道，然能達乎
義利之旨，庶幾乎不墮罟擭陷阱之中矣”，“此爾等成敗、興衰大關鍵也，幸
毋忽忘，負我厚望。”此後周馥以 《易理匯參》“原編卷帙浩繁，不如專録按
語”，於民國辛酉（１９２１）易簀前措録“馥案”，單成 《易理匯參臆言》，“排印
百部，分各塾中”，則其命詞遣意更顯見之矣。而子弟“若欲觀其全，則全書
具在，可隨時取閲”。《易理匯參臆言》，今有周氏師古堂叢刻本傳世，“原
編”和“撮録”，可並參而互觀矣。
以周馥、周學熙、周叔弢等爲代表的建德周氏（東至周氏），是二十世紀
中國北方最爲著名的文化世家。周馥之後，“學”、“明”、“良”三代，人才輩
出，湧出周學海、周學熙、周學淵、周學煇，周梅泉、周叔弢、周季木、周志輔、
周叔迦諸名賢，及周震良、周煦良、周煒良、周一良、周珏良、周艮良、周紹
良、周杲良、周以良、周與良、周治良、周景良兄弟，於近現代民族實業、文化
收藏、人文社科及理工科諸領域，大放異彩，令世界矚目。至今六世書香，
門第不墜。原始要終，其敦厚、向學門風，立身涉世 “先求明理”之訓，治事
“取法乎上”之教，子弟教督 “人能篤實，自有輝光”之諭 （周叔弢先生教督
子弟語），早已見乎此 《負暄閒語》并 《易理匯參》矣。以是合於一門，氣象
明邃。細味二書，《易理匯參》與《負暄閒語》，堪屬内外篇，内者明於理本，
外則語其事蹟，循循導誘者矣。

四
周馥言《易》，主易理，不廢象數。《負暄閒語》“體道 ”門嘗論二者關
係云：
有西教士某，極有智慧，謂余曰：“凡氣爲人所用者，必有用氣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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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現未推測出來。”云云。余曰：“今時推測天文精矣，究竟眼力已到
者，只知其當然，不知其所以然。其眼力不到者，更不知紀極。”《莊子》
曰：“人之所知，不及其所不知。”且不必論象數，但求其理可耳。理即
主人也。
①

並謂：“《易》主象數，仍主事理，且示人以悔吝趨避之機，故《説卦》有‘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 ’之語。程子注 《易 》論理，邵子論數，數由理轉，其實一
也。” 按易學自漢特别是魏晉以後，研習講論，主要有兩大流派，一爲象數，
一爲易理。象數派以占卜爲主，“言龜以象示，筮以數告”，天日山澤，初上
九六，《易》書只作工具，往往借題發揮 ；易理派則重哲學義理，借陰陽五
行，以論天地造化、人事休咎，然 “更多是就書談書，以 《易》解 《易》”，即今
日所謂文獻家或 “語文學”的趣寄 。至周馥生活的清代，又更有漢、宋之
别。然誠如李零先生所指出的：“漢易講象數，講過頭，掃象，改玩義理；宋
易講義理，講過頭，又尚象，回歸漢易。乾嘉考據，鈎沉輯佚，《周易集解》又
成起點。” 愨慎治易，最難能者，爲不矜於漢、宋門户，不囿乎舊説成見，研
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群言，以此往往有獨到之見。如其論 “理”，見前引
《負暄閒語》“體道”門言“仁”、“理”條，謂“‘理’字勿作晉人 ‘元理’解，可
作‘條理’之‘理’解”，云“爲人若無一定條理，貪多躐等，暴棄自甘，必無成
矣”。同前所引各語，均可見及作者寄意縹緗，鑽研易學，所深體悟者之在。
此外再如《易理匯參》之《繫辭下傳》“馥案”：
②

③

④

⑤

《論語》記孔子問答語最精，他書無比，然皆弟子追述之辭。若《繫
辭》乃孔子手撰，常是晚年讀 《易》之作。 凡 《論語》所未言者，皆於此
發之。子貢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繫辭 》發揮殆盡，學者讀
《易》而不讀《繫辭》，是拘於卜筮而於易理尚茫然也。苟能潛心玩之，
則天人性命之原，無不豁然貫通矣。
《負暄閒語》卷上，“體道”。
《負暄閒語》卷上，“體道”。
“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杜預注：
③ 《左傳》僖公十五年：
“言龜以象示，筮以數告，象數相因而生，然後有占，占所以知吉凶。”
——〈周易〉的自然哲學》，《寫在前面的話》，“八、易學革命的
④ 參見李零《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
遺産：象數與義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９—３０ 頁。
富貴在天———〈周易〉的自然哲學》，第 ３２ 頁。
⑤ 李零《死生有命，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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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濟卦“馥案”亦云：“熟讀《論》《孟》，則得易理矣，所謂畫前之易也。”各用
語均淺近，然可細味者深。清人張英《篤素堂集》：“《論語》文字，如化工肖
物，簡古渾淪而盡事情，平易涵藴而不費辭，於《尙書》《毛詩》之外，别爲一
種。《大學》《中庸》之文，極宏闊精微而包羅萬有；《孟子》則雄奇跌宕，變
幻洋溢。秦漢以來，無有能此四種文字者，特以儒生習讀而不察，遂不知其
章法、字法之妙也，當細心翫味之。” 周馥對於 《論語 》之體悟，較諸張文
端，則更深一層矣。《易理匯參》《負暄閒語》引徵《論語》説易理處甚多，不
勝枚舉，俱可見作者於六十四卦所藴涵之自然觀探賾索隱，究神知化，通元
識微。王夫之《張子正蒙注》卷一：“盡心思以窮神知化，則方其可見而知其
必有所歸往，則明之中具幽之理；方其不可見而知其必且相感以聚，則幽之
中具明之理。” 讀愨慎《易理匯參》《負暄閒語》，特别是作者論及易理處，
深有此同感矣。
走筆至此，也需要談一下易學研究的複雜性問題。周馥的一位文孫，
周學熙先生的哲嗣周志輔先生，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蟄居香港，以研究易
學蜚聲當世，先後著有《易卦十二講》《易解偶記》《續易卦十二講》《易義雜
録》《幾禮居雜著》等論易之作五種 。前四種爲易學專著，分於 １９５８ 年 ７
月、１９５９ 年 １０ 月，兩次 “合册”刊行於香港；最後一種爲札記輯録，晚年之
作，卷一“經史叢談·經部·易類”收存他繼四種之後的研《易》心得，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印行於西雅圖。志輔先生治 《易 》，功力、體悟不遜乃祖。潘雨廷
先生嘗前後爲撰“周志輔 《易卦十二講 》提要 ”、“周志輔 《易解偶記 》提
要”，評許甚高，如論《易卦十二講》———“所見極是，執兩用中庶能明乎陰
影之易道。其唯周氏之邃於《易》，乃能深入淺出以宣揚易理，嘉惠士林，
①

②

③

參見《負暄閒語》，“讀書”門，“録先賢語數則”節所迻鈔。民國十一年孟春秋浦周氏校刻本。
（清）王夫之《船山全書》，第十二册，長沙：岳麓書社，２０１１ 年，第 ２９ 頁。
曾專門述及志輔先生，云：“周叔迦的大哥周
③ 周景良先生 ２０１３ 年年末接受《上海書評》訪談時，
志輔（周學熙長子，譜名明泰，字志輔，又字開甫），現在給他的名號是京劇史家。他編輯過一套
‘幾禮居叢書’，都是有關京劇的文獻。實際上他不止研究京劇史，中國史他也研究，開明書店
出版的《二十五史補編》裏面收有他的兩部著作———《後漢縣邑省併表》和《三國志世系表》。宋
朝的曾鞏的年譜也是他編纂的。他後來到了香港，曾講《易經》（有《易卦十二講》和《易解偶
記》兩種著作，潘雨廷《讀易提要》對此兩種著作評許都甚高，説：“其唯周氏之邃於《易》，乃能深
入淺出以宣揚易理，嘉惠士林，其功亦大矣。”）。他是很博學的，並不是一個只知看戲的紈絝子
弟。”（參見《東方早報·上海書評》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總第 ２６４ 期〕，第 １—５ 版；及周景良、趙
珩等口述，鄭詩亮採寫《百年斯文———文化世家訪談録》，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１５ 年，第 ４７—
４９ 頁。
）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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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功亦大矣。” 論《易解偶記》———“此書乃解經文，以取象爲主，純合乎漢
易之家法者也。然未及全文，蓋於卦爻及 《繫辭》等有得則記之，故名 ‘偶
記’。凡所記者皆有見，周氏必深入於《集解》而能會通焉。《易卦十二講》
之體例各極其所宜，斯爲可貴矣。” 志輔先生論《易》，内中確多會通之見，
如《易卦十二講》第十二講 “卦的概念”，總論部分，有如下三段文字云 （此
亦爲潘先生所激賞處）：
①

②

兩漢的大儒解釋《易經》，是逐字逐句去講的，每一個字都不放鬆，
全要找出它的根本源流，無一字無來歷，這是歷來相傳的研究方法，所
以古人讀《易》，講究家法，專重師承，就是這個緣故。自東晉以後，老
莊的學説，風靡一時，人們競尚清談，文人的思想，爲之轉變，專從玄理
上着眼，這就是後來易學注重義理的開端。
本來人的思想，是隨着時代日趨於複雜的，由一畫卦而至六卦畫，
已竟是經過多少年學人思想的累積，闡明了大部分的道理。後來再加
上六朝的玄學，用老莊的學説來解經，也是自然的演變，隨着趨勢而無
可避免的。同時佛法流入中國，爲一般人所信仰，本來當時學者，已漸
有棄儒而習老莊的心理，再看見佛法又合乎老莊，於是吸收了外來的
理論，取佛法和老莊相印證，開闢出來一條新的思路，在唐朝的文人
裏，已經有許多的議論，是儒家的外貌，而内裏實在含着禪宗的藴義。
五代學術衰微，無成就可言，直至宋朝，周、邵、程、朱諸大儒，解經全是
注重義理，然而也都脱不了佛老的精神，就與兩漢的師傳，相距更
遠了。
明朝人説經，大抵與宋儒相同，等到清初，纔分了漢、宋兩派的門
户，治漢學的，必要遵守漢儒解法的方法，專從文字上去推敲，凡是漢
儒未曾説到的理論，而爲宋儒所發明的，一概棄而不取，攻擊甚力。這
種學派，就是不許學者自由發揮議論，而將思想凍結在漢晉以前的理
論上。同時還有治宋學的，仍舊注重義理，把一事一物，隨時隨地的牽
扯到經義上來，儘管古人未必説過這些話，但是他們也能言之成理，而
潘雨廷“周志輔《易卦十二講》提要”，《讀易提要》第二三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５４５ 頁。
《讀易提要》第二三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② 潘雨廷“周志輔《易解偶記》提要”，
５４５—５４６ 頁。
①

５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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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圓其説。

①

這是志輔先生就易學發展史的追溯，考鏡源流，語言從容和雅，深入淺
出，字裏行間，時見淹會貫通。對於志輔先生所指出的問題，《四庫全書總
目》實也有所論及，謂云：“漢儒言象數，去古未遠也。一變而爲京、焦，入於
禨祥；再變而爲陳、邵，務窮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盡黜象數，説以
老、莊；一變而胡瑗、程子，始闡明儒理；再變而李光、楊萬里，又參證史事，
《易》遂日啓其論端。此兩派六宗，已互相攻駁。”“自宋以來，惟説 《易》者
至夥，亦惟説《易》者多歧，門户交爭，務求相勝，遂至各倚於一偏。故數者
《易》之本，主數大過，使魏伯陽、陳摶之説竄而相雜，而《易》入於道家。理
者《易》之藴，主理太過，使王宗傳、楊簡之説溢而旁出，而 《易 》入於釋
氏。” 但不似志輔先生説得這般透澈。
志輔先生於接下，進一步辨章學術：
②

實在説起來，漢儒解經，是按着當時底事理人情説的，雖不見得與
現在底情理有着很大的矛盾，但是到了現在，相距幾千年，宇宙間一切
事物，没有一成不變的。若是按着新的理論，變化一點説法，也不能算
是離經叛道。尤其是一部《易經》，本來是“廣大悉備”，天地人三才之
道，無不包羅在内，時無古今，地無遐邇，凡是宇宙間的現象，都可以用
它來解釋，而且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任何一方面，都可以解得通，這纔
是學人對於《易經》的正當看法。倘若把漢儒所解的譽爲獨到之見，宋
儒所解的譽爲無稽之談，那麽，就不僅顯得他個人的思路太窄，而且把
《易經》也看成了一部合於古而不合於今，有時代性的著作了。這樣，
豈不違背了古人作《易》的深心？而且這部《易經》對於後世，還有甚麽
多大的用處，倒不如揚棄了它。平心而論，這部《易經》，不僅宋朝的學
者，用他們那時的社會背景、思想思路，附會着來解析，是可以講得通
的，就是現在人們拿科學的理論、異國的情調，來作注腳，也是一樣可
以講得過去，這是學人今後對於治易應採的態度。所以學者應當一方
①
②

周志輔《易卦十二講》，第十二講“卦的概念”，香港：周志輔，１９５８ 年，第 ９６—９７ 頁。
參見《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經部總叙·易類”，及卷六“經部·易類六”《御纂周易折中》提要，
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６５ 年，第 １、３４—３５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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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盡力在漢人的學説裏，得到 《易經》合理的解釋，一方面再在多角度
的真理上，自由探討，儘量求發展的餘地，然後 《易經》的深義，纔能像
剥繭抽絲樣的層出而不窮。清初的另一派學者，本來也有號稱漢宋兼
採的，但是他們以自己的成見，來忖度漢宋兩家的學説，那樣合於他們
心思的，就採下來，這樣雖也是一種讀 《易》的方法，不過病在主觀太
强，還不合於爲學之道。學者不僅要漢宋兼採，實在應當漢宋兼收，因
爲《易經》不同於其他的經書，它是包羅萬象的一部偉大底著作，漢宋
諸大儒，講了這許多年，也講不完其中的道理。所以把任何一種學説，
都兼收而並蓄，庶幾可以作爲治學之助，然後再由自己發現些獨特的
見解，祇要是有合理的根據，可以從心所欲的發揮議論。
①

這些話，即使今天讀來，猶振聾發聵。志輔先生的這些話，一方面指出
了易學發展中，各代局於風氣，矜乎門户、思想，所造就的偏失；另一方面，
也指出了易學研究，應當重視“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的特色，會通古今中
西，且當以此爲貴，而非“篤守專家，按文究例”，斤斤於字面語文詞句的趣
味，或“把一事一物，隨時隨地的牽扯到經義上來”，引申發揮 。潘雨廷先
生在《易卦十二講》提要中，實也標舉出了此點，語云：“再者，本男性女性以
釋陰陽畫之源，數十年來其説大行，與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之理亦可相
通；然此蓋屬‘近取諸身’，他若仰觀俯察等等決不可忽，不然未合乎庖犧氏
作卦之旨。”
對於易學研究應當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會通古今”的方向，潘
先生在他的系列著作，包括張文江先生爲他記述、整理的《潘雨廷先生談話
録》中，都有詳細的論述。如他在《分裂的清易》一文中，對於與此相關的“時
間”認識問題、觀念的揭示，可謂從理論的高度，予以討論。他於此文中論云：
②

③

清代的治學，處處有分裂的形象，其實是對時間認識的不同。 考
察易學的可貴，早已在結合時空。故認識時間，本可有二種看法：一種
爲自今推至古，一種爲自古推至今。 這二種研究歷史的方法，似同而
周志輔《易卦十二講》，第十二講“卦的概念”，第 ９７—９８ 頁。
並可參見潘雨廷《易學史大綱·叙論》，氏著《易學史叢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
４３７ 頁。
《讀易提要》第二三三，第 ５４５ 頁。
③ 潘雨廷“周志輔《易卦十二講》提要”，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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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有極大的差别。上節論清代的漢易，即由今推至古，關鍵點在由王
弼而虞翻。然於古的時間當有所限，其限爲當時的時代背景，亦即當
時的空間，故能結合時空者，庶可見到時空的結合點———現在。 這樣
則不論何時，處處有現在，處處可改變其時間向量。故宋有宋的現在，
唐有唐的現在，魏有魏的現在，漢有漢的現在。對古代文化的認識，當
合諸“現在”而論其得失，方能爲今日的現在作鑒。前節論清代的宋易，
所考察的時間向量爲自古推至今，故陳摶於北宋開創的宋易，至南宋朱
熹方能喻其理而大爲推廣，且經元明而清初，學風仍同。既得康熙時的
現在，則其作用自然可及康熙時的空間，此萊布尼茨所以能見到陳摶所
畫的伏羲易圖。然時間向量隨時可變，既可由宋而清，亦可由宋而漢。
①

所論至爲詳覈，特别是“對古代文化的認識，當合諸‘現在’而論其得失，方
能爲今日的現在作鑒”，對於今天“古典學”、“語文學”的研究，尤具指導意
義。他於是文中又説：
以易學論，康熙的《周易折中》能總結宋易而有待後人之發展，而
乾隆於二十年（１７５５）又纂成《周易述義》，其間僅相隔四十年，而學風
即變成由宋而漢。《周易述義》之内容所以重視漢學，其價值未可與惠
氏《周易述》等著作相比，而爲上者作，下必好之。 此後或好 《周易折
中》，或好《周易述義》，尤見乾隆後治學的分裂。當時的儒者，不知深
考漢宋的同異及漢宋學術文化對當時的作用，僅知主漢主宋以辨漢宋
之是非，是豈治易之精神？ 況時代先後爲客觀的歷史事實，必以漢在
宋前而是漢非宋，更非結合時空的讀 《易》原則。一言以蔽之，乾嘉學
派之弊，弊在不知“現在”。當時的“現在”，早已可與世界交流，若仍沉
醉於古，難免有執古不化之失。
其遣言措意，可見鋒芒，然均切近的當。清代易學研究的狀況及成績，
並可參見朱伯崑先生 《易學哲學史》第四卷 ，林忠軍等教授所合著 《清代
②

③

潘雨廷《分裂的清易》，“四、焦理堂的易學三書”，氏著《易學史叢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第 ４２５—４２６ 頁。
“四、焦理堂的易學三書”，氏著《易學史叢論》，第 ４２７ 頁。
② 潘雨廷《分裂的清易》，
北京：崑崙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
③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全四卷），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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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學史》 ，及《四庫全書總目》《續修四庫總目》，并尚秉和《易説評議》、吴
承仕《檢齋讀易提要》，特别是黄壽祺的《易學群書平議》及潘雨廷的《讀易
提要》 。朱先生嘗謂：“清代易學著述之多，超過前代。……派别雖然分歧
多方，但其宗旨不出於漢宋兩代易學的窠臼。其對義理和象數的論述，有
創見者甚少，尤其是在哲學方面，没有繼方以智和王夫之之後，再建立起新
的理論體系。漢易的復興表明古代易學發展到宋易階段後，再不能創造新
的形態了。因此，清代的易學及其哲學，就其理論思維發展的總的趨勢説，
可以説是由高峰走向低坡。” 可謂定評。
此是自宏觀角度，就易學史的發展，特别是以清代易學研究總況分析
易學研究之複雜性，及今日易學研習、易學史研究，所應持的態度。究而論
之，内中實也有本文第二節所曾揭舉出———“後世的研究，往往繼武、踵跡
前代的評説論議、思想意緒，或依違同異往復於社會‘主流’話題話語，對於
所謂範式‘正音’、‘正典’之外的其他‘潛在研究’、‘隱型撰述’，興致沖淡，
缺乏搜閲的雅志及應有的關注，除非以特别因緣或所必需涉獵者。”此複雜
性問題的外的層面，由社會風尚、思想環境所導致，研習講論，格於所限，難
盡發皇心曲，“越名教而任自然”。
其内的層面，當須從歷代 《易 》注的狀況特别是經學注疏内在的邏
輯、師承家法談起并予體貼，此也是今日讀易注者不得不直面且須 “會
心”的所在，而非僅僅徵諸辭典詞條、今人注譯而不及其文本語境。中國古
典學、古籍研究，特别是目下方興未艾的 “語文學”，皆須普遍面對此一問
題，而非徒易學研習研究者爲然也。自漢魏以來易注的情況，前引志輔先
生《易卦十二講》第十二講，實已有所述及。他於此後所撰札記，嘗特别條
列大過卦歷代注解，前後比列，以爲個案，由之感慨云：“兩漢儒生解經，各
守家法，其注釋互有不同，但不乖於師訓則一，後世治漢學者，罔敢越此藩
籬。兹舉大過一卦之諸家注解如下……觀以上諸家之釋詞，在不違背古訓
之下，均言之成理，固不僅大過一卦如此，亦足見治經之難，舉此以概其餘
①

②

③

林忠軍、張沛、趙中國等著《清代易學史》（上下册），濟南：齊魯書社，２０１８ 年。
尚、吴、黄三先生著述，參見張善文校理《尚氏易學存稿校理》第三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
版社，２００５ 年。
第九章“道學的終結和漢易的復興”，北京：華夏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
③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四卷，
第 ４—５ 頁。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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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經，罔不類是也。” 早乎志輔先生，《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叙”實已有
專言及此，云：“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其初專門授
受，遞稟師承，非惟詁訓相傳，莫敢同異，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
實謹嚴，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肅稍持異議，流風所扇，或信或疑。越孔、
賈、啖、趙，以及北宋孫復、劉敞等，各自論説，不相統攝，及其弊也雜。洛閩
繼起，道學大昌，擺落漢、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舊説，倶排斥以爲不足信。
其學務别是非，及其弊也悍。……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學見異不遷，及其弊
也黨。……自明正德、嘉靖以後，其學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如王守仁之
末派，皆以狂禪解經之類，空談臆斷，考證必疎，於是博雅之儒，引古義以抵
其隙。國初諸家，其學徵實不誣，及其弊也瑣。如一字音訓，動辨數百言之
類，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爲勝負。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
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疎薄之，亦不足服
宋儒也。” 此外吴汝綸《易説》卷一亦有論云：“漢人傳述，大率諸家并同，
故荀、虞卦變，無甚參差。但此乃觀象之學，而諸儒用以解説文辭，遂至牽
率支離，是其失也。又如孟京卦氣，足驗陰陽進退之機，亦不得謂非《易》之
指趣，故子雲準《易》作《玄》，全用卦氣，然亦觀象之學，於文辭無與也。辭
則各指所之，未可執象以求辭。所取之象，所謂假物以喻意者，亦與卦畫之
象有辨，不得强合而混同之也。” 此均讀《易》注者不可不察，不得不察。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叙”與吴汝綸《易説》所言，實點出二問題：一
是師承家法、思想宗尚的問題；二是“學凡六變”，六變之間關係的問題。前
一個問題歷來談者已多，毋庸贅説。後一個問題，既有學術史的觀察，也有
須應對的態度。以今日眼光，總不能繼續踵武前代門户，步趨規矩於親領
密承之間，回復折旋於互暢交闡之際，各峻城塹，伐異黨同？何況 《四庫全
書總目》亦嘗謂云：“消融門户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
出而經義明矣。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 思想認知，總不能下之
古人。因此認識層面，對於前代各所宗尚，胸中當須了然，並明乎：易道廣
大，見仁見智，不可以一端盡也，知其所以然，其何以如此之故。此當爲今
①

②

③

④

周志輔《幾禮居雜著》，卷一“經史叢部·經部·易類”，西雅圖：周肇良書館，１９８４ 年，第 ４—
８ 頁。
卷一“經部總叙·易類”，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６５ 年，第 １ 頁。
② 參見《四庫全書總目》，
徐壽凱校點《吴汝綸全集》第二册，“易説”卷一，合肥：黄山書社，２００２ 年，第２４ 頁。
③ 參見施培毅、
卷一“經部總叙·易類”，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６５ 年，第 １ 頁。
④ 參見《四庫全書總目》，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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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學術史研究之必有態度。
且更深層面，知人論世，一種著述，除與歷史狀況、社會文化、家法師承
相關外，與撰者個人學行學思、仕宦閲歷、耳目聞見，亦莫不息息相關。歷
代易學研究，罔不體現了各個時代易學研究者對天、地、人 “三才”之道，及
身歷聞見、所感所知的認識與感會，所謂 “《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所以結合上述，我們再看易學史的發展，内中實也
有歷史與思想的交匯、折射，因此故須有思想史的關懷及眼光，而非僅就易
學談易學，否則，即限身廬山之中矣。
綜此，今日讀《易》，研習前代易學注疏或易學撰作，所須會心者：各時
代、各易家撰述背後，均有各自讀易時代之思想意識、師承家法、經學理念，
甚或歷史態度，若不能察識、體貼其時代思潮、師承家法、觀念宗尚及個人
意寄，特别是各自外在内在、先後變化的史實，“空執一二千年前的認識
論”，以爲準繩，衡度論列各代《易》著，則“其所認識的易學象數唯能以迷信
視之，是猶坤卦卦辭中所謂‘先迷’，且愈陷愈深，終難自拔而必被淘汰” 。
人的思想，隨時代變化而變化，易象及易學體悟，亦 “因時空而變，永久無
已。或堅執易學某派之説，某家之注，以爲易學全在其中，似不可能，亦不
必爲其所囿。因易者象也，象以繁賾變動爲貴，豈以局促孤陋爲是” ？
揆諸清代特别是晚清易學史研究，《易理匯參》能於 “經學易”、“理學
易”兩分之下，既不拘於“經學易”之迂腐，亦不陷於“象數易”之迷信，超越
“窮理”與“盡性”，自具面貌，賦予易學研究以時代體悟及 “新命”（此點詳
後），非惟篤守專家，按文究例，或隨以引伸，誠所難能，亦可謂晚清易學史
發展之一重要成績。治晚清易學史、思想史者，有須注意焉。
①

②

③

五
周馥著《易理匯參》，於天下 “殃慶倚伏之故，邪正消長之原”，尤所措
意，字裏行間，灼然自見。從前引各節“馥案”并《負暄閒語》語，均可知見其
引文見《易·繫辭上》。
參見潘雨廷《分裂的清易》，“五、清易的流弊”，氏著《易學史叢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
第 ４２８—４３２ 頁。
氏著《易學史叢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 ４３８ 頁。
③ 潘雨廷《易學史大綱·叙論》，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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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趣寄，及家事、國事、天下事，時縈回胸際。《易理匯參》之撰，除 “以示
塾中子弟”，冀希“聰聽祖考之彝訓” ，實也有如四當齋主人章鈺 《易理匯
參序》中所揭示之衷懷：“我年丈建德周尚書，生平遭際，由困而亨。出而用
世，則初在咸同之間，一由亂致治之會也；洎入光宣之際，一由治致亂之會
也。内之一身一家，外之天下，於殃慶倚伏之故，邪正消長之原，蓋經數十
年之閲歷，數十年之體驗矣。致仕以後，益從事易學，遂於三聖微言，觸處
通貫。……世有求通於天人之故者，其必有取於斯。” 他自己於自序中亦
嘗謂云：“天下一趨利之場也。大易乃古今示人趨利之道也。而世人趨利
若鶩，乃背而馳焉。利不必得，而害每洊至，蓋所見者近，溺乎人而背乎天
也。《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必義而和，乃爲利而無害無疑矣。伏羲
畫卦，文王、周公、孔子繫辭，深有得乎利物和義之旨，惜乎千古有國有家者
不之悟也。”則《易理匯參》“匯參”之旨，“手輯”之意，良有以也，固有“資治
通鑑”之深意在，非徒僅爲撰述，炫乎其博矣。
此閎識孤懷，翻檢《周愨慎公公牘》《奏稿》《自著年譜》《醕親王巡閲北
洋海防日記》、“光緒辛丑辦理教案函稿、各電抄存”，甚或 《治水述要》《河
防雜著》，觸目皆見，非獨單寄意於 《易理匯參》《負暄閒語》及玉山詩文集
之中。如《治水述要》纂述宗旨，卷前自序即嘗明言：“天一生水，惟水生木，
非僅生木也，蓋萬物所以資生者此也。今世望治者莫不期圖富强，而富之
源首在農商，則灌溉之利，轉輸之圖，尤不可不亟講也。溝洫之政，古有專
官，後世惟以漕道爲重，故田間水利旋興旋廢，甚至連年昏墊，民不聊生，彌
望赤野，徒憂荒旱。偶有舉治之者，其術亦疏，旋作旋輟，莫收實效，有心者
嘅然傷之。馥往年于役永定、黄、運諸河，日視工作，夜閲編籍，時詢精此事
者，躬督而親試之，乃知成法具在，人多略而不講。今人得失，皆昔人所經
驗，惜遇時艱財絀，人情難調，未得施展一二，以救災黎，抱憾何極！今退老
家居，偶檢舊所記述，不忍棄置，復加去取，俾閲者執簡馭繁，舉一反三，
可以絜其要領。案雖不備，法已具足，世苟有志於斯者，不待博覽遠搜，即
已可循究原委，增其任事智力矣。原輯自 《禹貢 》至光緒二十四年止，尤
望有心者他日陸續增輯之。”其襟懷抱負、材識氣局、規模宏遠，斑斑
可見。
①

②

①
②

語見《尚書·酒誥》，孔傳：“言子孫皆聰聽父祖之常教。”
章氏《易理匯參序》，參見民國十一年孟春秋浦周氏校刻本《易理匯參》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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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學熙、周學淵、周學煇撰 《先考玉山府君行狀》，述云：“府君志慮忠
純，服官五十年，惕厲憂勤，視國事如家事。自甲午東征之役，眠食寖衰，而
忠藎之忱，老而彌篤。在官終日治文書、接賓吏，旦夕無倦容。夜分就寢，
恒置筆硯枕席間。事之待舉及舉而未竟者，或竟夕沉思不寐，既思而獲，輒
披衣援筆以待旦。爲政務持大體，不矜苛細，而規模宏遠。任監司久，凡所
論列，大府帥輒取施行。自膺疆寄，所興革皆大端，關係國計民生，利且百
世。其見諸章奏，如和民教、禁賣人、變軍制、罷科舉、辟商埠、廣學堂，皆大
經大法，治國故者類能言之。而其慎出處、砥廉隅、淡榮利，則有非時人所
及知者矣。” 按周馥爲政持大體、規模宏遠，論議 “關係國計民生，利且百
世”，“見諸章奏”，而“慎出處、砥廉隅、淡榮利”，“有非時人所及知者”，實
例甚多。如他可再見諸於光緒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 ），卸任兩廣總督之際所撰
《貨幣芻議》。是篇收入《玉山文集》卷一，委屬一道策論，條陳有清二百餘
年間幣制三變，“攷其利弊，籌其綱要”，進言 “應考究者”七端，用備 “謀國
者應明”。是文最可注意者，爲援據易理、引證古典，論析財政國計，可與
《易理匯參》諸“馥案”輝映並麗。如其議云：
①

貨幣者，乃四民通功易事之樞紐，而國家之大用大權所繫焉者也。
其得失之故，考之歷史，可得其大凡焉。 其推行之法，考之各國，可得
其途徑焉。拘於例而不準乎民情，不可行也。 操其贏而因以圖其利，
行之不可久也。…… 中國今日爲各國商市，幣制尤宜相準，否則我幣
輕則彼賤買之而去，我幣重則適以招彼輕幣之來。……各國以金爲本
位，而以銀、銅爲輔。 如百銅幣抵一銀幣，十銀幣抵一金幣，此雖可仿
行，必須備有金幣四五分之一，銀幣備四五分之三，然後可以推行。此
非數年可辦，然必官庫先立程式，庶有趨步。…… 或曰：“中國困於財
政亟矣，當道者莫不自矢忠勤，而日日窮於搜求，慎其出納，豈尚有遺
策耶？”曰：是難言之矣。我聞之師曰：《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
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所謂位焉者，乃
範圍曲成之意，即“天地位焉”之謂，必本天地好生之心以出之，不得分
國與官與民，而彼此歧視之也。 分彼此，則孟子所謂王與大夫各利其
①

參見周學熙、周學淵、周學煇《先考玉山府君行狀》，民國十一年（１９２２）孟春秋浦周氏校刻本《周
愨慎公全集》卷首。

·１８６· 早期中國的經典與語言———《嶺南學報》復刊第十五輯

利也；不分彼此，則孔子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生財之道，不
外《大學》“生衆”、“食寡”、“爲疾”、“用舒”四大綱，而其條目更僕而
不能盡，必須調各省商董而討論之，聘外國專門理財家而諮詢之，庶可
得其蹊徑，要不可欲速見小。桑孔之徒不足論，即劉晏以官代商之法，
亦不足效也。今日歐美各國，講求農商、賦税諸政，自可取證。 語云：
“禮失而求諸野。” 心同理同，法自可通。今日各國互市財政，與各國
交易，尤宜相準，不可相背。國權宜尊，商情不可拂，其要在於辨之詳、
任之專，行之力而久也。予泛覽古今中西理財各籍頗多，不能徧舉，兹
特因客所問，陳其一得，俾有心經世者，採擇而研究行之，或比摘埴索
塗者，稍勝一籌也歟？
①

②

這些話，即使今天讀來，依然有現實意義，不爲過時。特别是引伸易
理，以廣其義，明正：“所謂位焉者，乃範圍曲成之意，即‘天地位焉’之謂，必
本天地好生之心以出之，不得分國與官與民，而彼此歧視之也。”及論至歐
美各國“心同理同，法自可通”，“今日各國互市財政，與各國交易，尤宜相
準，不可相背”，我“國權宜尊，商情不可拂，其要在於辨之詳、任之專，行之
力而久也”，“要不可欲速見小”諸處，詞約指明，直言正諫，輸肝寫膽。所語
“必須調各省商董而討論之，聘外國專門理財家而諮詢之，庶可得其蹊徑”，
舉陳“桑孔之徒不足論”，“劉晏以官代商之法亦不足效”，則尤更見慮事周
密謹慎、眼光會通古今東西，迥越時流。其非惟知古，亦且明今也。
此篇撰作緣起，所謂大背景，《周愨慎公自著年譜》《玉山文集》《負暄
閒語》皆未語及，衡諸史料，自當如全漢昇先生 《清季的貨幣問題及其對於
工業化的影響》之述：
甲午戰爭以後，因爲要償付對日賠款，屢次向外舉債，中國每年應
付本息日增。及光緒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庚子事變以後，隨着賠款負擔的
苛重，中國每年對外償付的洋款更要激增。 可是，“洋款還金，以隨市
價爲準。……自庚子以後，新舊洋款積至四千餘萬（兩），幾居中國財
“禮失而求諸野”，語出《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大序，及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夫禮失而
求諸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兩處文字，當係意引，典出《左傳》昭公十七年所引孔子語：“吾聞
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
《貨幣芻議》（光緒三十三年）。民國十一年（１９２２）孟春秋浦周氏校刻本。
② 《玉山文集》卷一，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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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之半。鎊價稍有低昂，出入即已不少” 。因爲中國每年須對外以金
償付的債務越來越多，如仍不改用金本位，在金貴銀賤的趨勢下，便要
大吃其虧。故“出使臣汪大燮、伍廷芳、胡惟德等，均主金本位之議。
美國精琪（Ｊｅｒｅｍｉａｈ Ｗ． Ｊｅｎｋｓ）與臣（盛宣懷）等面議，擬以飛獵濱（即菲
律賓）改金之法勸中國仿行” 。這裏説美國精琪勸中國仿行的“改金
之法”，和總税務司英人赫德（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ｒｔ）向中國建議的大同小異，都
可説是金匯兑本位制。光緒二十九年（１９０３），赫德應滿清政府外務部
的邀請，研究中國幣制改革問題。 結果，他建議由中央造幣廠集中鑄
造銀幣，使之全國一律流通，而規定這些銀幣與外國金幣的比價來互
相兑换 。本國人士，如孫寶琦，也 “請對内用銀，對外必預計用金”。
總之，當日“廷臣之論國幣者，亦以不臻至用金，幣制不爲完善，皆請速
定用金本位”。
①

②

③

④

相關並可參見全先生 《從貨幣制度看中國經濟的發展 》 ，及王業鍵先生
《中國近代貨幣與銀行的演進》等，不贅引 。此次幣制改革，所涉者多，承
前啓後，爲近代中國金融發展一大關目，中國走向現代之歷史節點，歷來爲
治中國近現代政治、外交、財政、金融、貨幣、銀行諸史及制度者之必談，援
據論考。中國現代金融業開疆拓境，實肇基於兹。
具體撰述之由，從文末“兹特因客所問，陳其一得，俾有心經世者，採擇
而研究行之，或比摘埴索塗者，稍勝一籌也歟”諸語，度其遣詞，顯已不類在
任督撫粤督任上之撰。客者何人，今已難考。核《周愨慎公自著年譜》，“光
緒三十三年丁未（１９０７）七十一歲”條記云：
⑤

⑥

四月十七日，電傳上諭：“兩廣總督周馥開缺，另候簡用。欽此。”
先是，潮州府饒平縣屬之黄罔鎮，有三點會匪被拏，匪遂奪犯戕官，聚
原注：《光緒朝東華録》，原第一百九十八卷，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條。
原注：《愚齋存稿》卷一四，《論推廣中央銀行先齊幣制摺》（宣統元年閏二月）。
③ 原注：Ｓｔａｎｌｅｙ Ｆ． Ｗｒｉｇｈｔ，Ｈａｒ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ｓｔｏｍｓ，Ｂｅｌｆａｓｔ，１９５０，ｐｐ．７９１ ７９３．
氏著《中國經濟史論叢》，香港：香港中文大
④ 全漢昇《清季的貨幣問題及其對於工業化的影響》，
學新亞書院、新亞研究所，１９７２ 年，第 ７３７—７３８ 頁。末處引文，作者原注：《清史稿·食貨
志五》。
臺北：稻香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第 ８９３—８９５ 頁。
⑤ 參見全漢昇《中國經濟史研究》（下），
臺北：稻香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第 １６１—２７４ 頁。
⑥ 參見王業鍵《清代經濟史論文集》（一），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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衆據鎮城，欲謀亂。派署鎮黄金福，帶兵二百名先往，連戰滅之。自四
月十一夜起事，十六夜賊即敗竄。 因派署惠潮道沈傳義，會同閩界文
武搜捕餘匪，籌辦善後。又欽州土匪劉思裕，藉抗學堂捐爲名，聚衆數
千謀亂。先飭廉欽道將糖捐諭免，毋使匪類藉口，並將他捐之不便於
民者，或減或免。而該道延不遵辦，署北海鎮某祇顧招撫，不知示威，
屢被劉思裕撲營，不敢進攻，遂致劉思裕鴟張，誘脅數十里莠民入夥，
抗拒官兵。因派道員郭人漳，率新軍營官趙聲，帶一千五百兵，旬日滅
之。此二事，皆前任所釀成，而在兩廣係常見之事，且已迅速撲滅，因
朝臣黨爭，互相水火，樞臣、疆吏有因之去位者，遂波及於余。 傳聞某
樞奏：廣東匪多，周某年衰，恐筋力不及，可以某某代之。實擠某某出
京也。其中情事複雜，不便叙述。余以屢次乞退之身，得以蒙恩開缺，
感激無地。時岑春煊寓滬，請假養病，不即來粤，因電奏請派員署護。
五月十九日，奉電旨：“兩廣總督，著胡湘林暫行護理。”二十日，交卸
起程，並於交卸摺内奏明回籍就醫。 奉批旨：“知道了。 欽此。”是
月，蒙太后賞藍絳麻紗、天青蜜色實紗四疋。 六月初二日，上廬山
養病。

年譜雖未云及《貨幣芻議》，然衡諸所記，此文之撰，必已在四月十七接
奉電傳“開缺”上諭之後。且據于式枚《治水述要序》：“（建德周玉山尚書）
歸田後，精力尚健，絶口不談時事，與親舊布衣草笠，徜徉山水間，商量舊學
爲樂，見者不知嘗秉節鉞也。” 則此篇之著，當爲 “開缺”至 “交卸起程”之
間。客者，或時任布政使、奉旨暫行護理粤督之胡湘林也 。以周馥之心志
堅直、隨事綜密，時人倚以爲重，絶不會輕與幕賓、門客或不相關人等語及
此財計國謀，且因所問即手爲之撰，“陳其一得”，獻言獻策。而從所云 “俾
有心經世者，採擇而研究行之”，及“或比摘埴索塗者，稍勝一籌也歟”諸語，
隱然可見“寄屬惟重”之意，復自謙之中兼具風骨。
按上年光緒三十二年（１９０６）中曆七月十四，周馥於兩江總督任上袛奉
上諭：調端方爲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閩浙總督，著周馥補授 ”；意欲奏
①

②

①
②

于氏此序，參見《治水述要》卷首，民國十一年（１９２２）孟春秋浦周氏校刻本。
清制，官吏出缺，由次級官員守護印信並處理事務，稱爲“護理”；本任官出缺，由别人暫時代理
或兼攝，稱之爲“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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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不敢辭間 ，短短十日，七月二十四再奉朝旨：“周馥著調補兩廣總督。”
並接軍機處電：“奉旨：端方到任後，著周馥即赴兩廣新任。”據年譜，遂於
“九月十二日交卸兩江督篆，江寧文武官紳、全軍將校、各校生徒，由轅門列
送於儀鳳門江干，感愧交集，九月二十六日，抵廣州省城，岑雲階制軍春煊
送印，當即拜收”。至此奉旨 “開缺”，粤督任上，前後不過六閲月，半年光
景。内中之由，除上引年譜之記，當日議論、後世研究者寔多，今者回看，既
有滿漢相軋，清流、濁流分野，樞臣、疆吏政爭，朝堂阿黨比周，彼此個人恩
怨，也有君主立憲、責任内閣“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朱紫交競”，觀念、方
案異説相騰，諸如此比，“其中情事複雜”，終演爲一場不可收拾之“丁未政
潮”，上下人事大變動，影響末清國運。周馥《自著年譜》記：“因朝臣黨爭，
互相水火，樞臣、疆吏有因之去位者，遂波及於余。”此當日之實情。郭廷以
《近代中國史事日誌》光緒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五月二十八日 （四月十七）條：
“周馥開缺，以岑春煊爲兩廣總督。”注云：“岑與奕劻傾軋，時兩廣亂事相
繼，周年老，奕劻乘機排岑外放。” 其前一日，四月十六，《日誌》記：“慶親
王奕劻獨對，太后決遣岑春煊出京。” 可見朝命之下倉促，樞臣、疆吏政爭，
以周馥爲犧牲品矣。
周馥於五月二十日交卸督篆，登舟起程，“六月初二日，上廬山養病”。
登舟之際，有《廣州登舟偶成》詩作。詩今見《玉山詩集》卷四，全句云：“日
日思歸未有期，今朝恰賦遂初詩。張帆幸借西風力，轉棹猶嫌下水遲。一
枕槐安醒後夢，百年塵劫事前知。餘生歲月皆君賜，好向湖山訪藥師。”第
五句“一枕”，宣統二年《周氏宗譜》卷一六“資乘附録”作“十載”，句後有作
者自注：“余告歸數載，光緒二十四年三奉旨起用，今又十年矣。”第六句，自
注：“余向不信星命之學，壯歲即懷歸志，日者言不能如願。迨五十八歲告
歸，誓不復出，日者言光緒二十四年冬必復仕。問何時歸，曰七十二歲。其
可乎？問生歸乎，死歸乎？曰生歸。今余年七十一，殆確驗矣。”第八句，自
①

②

③

《周愨慎公自著年譜》“光緒三十二年丙午（１９０６）七十歲”條：“七月十四日，奉上諭：‘閩浙總督
著周馥補授，欽此。’意欲奏辭，有人言：‘閩督著名瘠缺，一歲須賠萬金，爾已銷病假，忽又辭此
缺，得無有人議爾嫌缺苦耶？’遂不敢辭。”（民國十一年〔１９２２〕孟春秋浦周氏校刻本）
“光緒三十三年（１９０７）丁未”條，５ 月 ２８ 日（四月十七）記，北京：
②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
中華書局，１９８７ 年，第 １２７８ 頁。
５ 月 ２７ 日（四月十六）記，第
③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光緒三十三年（１９０７ ）丁未”條，
１２７８ 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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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時奉恩旨開缺，另侯簡用，余適因患病，奏請回籍醫治。”以此詩與年
譜、《貨幣芻議》對勘，覽者自當别有感懷。而著者孤忠自矢，不計乎個人榮
辱，開心見誠，無所隱伏，出處進退之大節，昭然可揭。南朝梁沈約《齊故安
陸昭王碑》：“昭昭若三辰之麗於天，滔滔猶四瀆之紀於地 ”，斯之謂歟 ！
《貨幣芻議》事關天下治亂興替，仁人智者之言，其利者溥歟！
“丁未政潮”中，下旨敕命“開缺”，特别是周馥稱疾引退，西太后之内心
如何，今已不可考；然從當月 “賞藍絳麻紗、天青蜜色實紗四疋”，則顯不能
無動於衷。陳澹然《周愨慎公墓表》：“丙午秋，拜閩督，未赴，移鎮粤中。年
已七旬，神猶少壯。至則擴市政、清獄囚、戢盜風、平寇亂，不數月，嶺嶠肅
然。丁未，内眷方殷，公獨乞骸以去，聞者訝之。夫以手造中興之人，大難
之中，復還社稷，君臣之誼，親若家人，既陟兼圻，復奚忍去？顧當李公没
後，骨鯁無人，泄遝成風，敗亡可待，孤忠獨立，莫挽顛危，故聖眷益隆，去志
益決，蓋心愈隱而志愈悲矣。解官而後，縱遊萬里，登名山，臨絶塞，以寫憂
懷。歸則鍵户著書，紓其鬱抱。卒見中原板蕩，遺慟靡垠。嗟乎！一人進
退，國運既與爲存亡，而公今且死矣。悲夫，悲夫！” 此當代表斯日，特别是
清社既屋，民國肇興，遺老遺臣於 “十年以來明證”之公論，有深感概在焉。
《孟子·梁惠王下》：“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
此之謂歟！書之墓表，具見意義深重。是文於丁未之後周馥心曲體貼，最
是謹細，“非時人所及知者”，不能道也。再趙芾《周愨慎公墓誌銘》：“公端
實質直，晚而始膺兼圻，躋顯列，爲海内元元計，滋欲有所建樹，而一時中興
名臣，寥然如晨星，蕭條滅没，無與爲功。洎清政不綱，親貴用事，而滿漢相
軋之説興，公知時事無可爲，力求去職。比歲居津上，乃丁古今非常囏阨之
會，俯仰今昔，多可悕者，悼心茹憾，千載下有至痛焉。乃著易學，於天下邪
正消長之原，每三致意也。” 此墓誌銘同 《墓表》，俱可謂 “太息同聲悲國
①

②

③

④

（南朝·梁）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參見（梁）蕭統選編，（唐）吕延濟、劉良、張銑、吕向、李周
翰、李善注《文選》（影印日本足利學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選》），卷五九“碑文下”，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第 ３５８２ 頁。
參見民國十一年（１９２２）孟春秋浦周氏校刻本《周愨慎公全集》卷首。
② 陳澹然《周愨慎公墓表》，
卷二下《梁惠王章句下》，（清）阮元審定、（清）
③ 影印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刻本《孟子注疏》，
盧宣旬校《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２００７ 年，第八册，第 ４１ 頁；并見北京大學圖書館索
引編纂研究部編《孟子索引》（“中國古典要籍索引叢書”），卷二《梁惠王章句下》，北京：北京大
學出版社，１９９２ 年，第 ７２５ 頁。
參見民國十一年（１９２２）孟春秋浦周氏校刻本《周愨慎公全集》卷首。
④ 趙芾《周愨慎公墓誌銘》，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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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蕭條異代識宗臣” ，均可見非惟追悼愨慎，同爲國步而深惜惋嘆，黍離、
麥秀之悲，寄於言詞。“乃著易學”，按即《易理匯參》之撰。此兩節碑文，所
述愨慎中懷，皆可與前引章鈺序語、愨慎自序交相證見。則 《易理匯參》纂
述之旨，更可明矣。
《玉山詩集》收周馥讀《易》詩多首，與《易理匯參》及上文所論，俱可相
並參正。如《玉山詩集》卷四 《論氣數》：“品物流形有氣數，一瞬一息無停
步。天地寒暑國興衰，人世存亡物新故。或云氣數天爲之，人力寧非枉自
苦。譬若夏葛而冬裘，氣偏要在人防護。嗟嗟，天地併在氣數中，安得百歲
無污隆。先天後天《易》有訓，持盈守約保其終。達人言數不外理，賢哲詮
理數亦通。天人一氣本無二，中和乃見維皇衷。能挽中和破傾側，即復天
性昭至公。狂瀾可挽山可徙，當事詎作長樂翁。藉曰陽九運已盡，先幾遯
世可藏躬。安可隨流滔滔去，任運天地無人功。爲勸世人言理勿言數，數
説只可誡愚蒙。潛龍勿進亢龍退，三十六宫皆春風。”其中 “爲勸世人言理
勿言數，數説只可誡愚蒙”一句，最可注意；《論感應》亦有句云 “天道自循
環，家國惟一理”，均見其論易旨趣、宗尚、指歸。其餘《生日放歌》《讀易偶
題十首》等，不具引。綜此，皆見作者由其獨特經歷、材識氣局，“經數十年
之閲歷，數十年之體驗”，俯仰時變，觸處通貫，於天下“殃慶倚伏之故，邪正
消長之原”，憂慮至深且遠，冀於當日社會大變局下，“邪説横行之會，圖存
人道於幾希”，傳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章鈺《易理匯參序》所
云“世有求通於天人之故者，其必有取於斯”，得其旨哉！
①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與人
文高等研究院）

①

句出清黄景仁《三忠祠》詩，參見（清）黄景仁著、李國章標點《兩當軒集》卷一三，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１９８３ 年，第 ３２９ 頁。

Ａ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ｏｕ Ｆｕ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Ｎｏｔｅｓ Ｔａｋｅｎ
ｉｎ Ｃｏｌｌ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Ｃｈｏｕ Ｆｕｓ Ｙｉｌｉ Ｈｕｉｃａｎ

：

Ｍｅｎｇ Ｆａｎｃｈｉｈ

，

Ａｓ ａ ｆａｍｏｕｓ ｓｃｈｏｌａｒ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Ｃｈｏｕ Ｆｕ

（１８３７—

）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ｉｇｕｒｅ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ｈｅ ｗａｓ ｎｏｔ ｗｅｌｌｋｎｏｗｎ ｆｏｒ 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ｈｉｓ ｗｏｒｋ

１９２１

Ｙｉｌｉ ｈｕｉｃａｎ ｔｈａｔ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ｓ ｈｉ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ｉｓ ｔｅｘｔ ｉｓ
ｗｏｒｔｈ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ｔｗｏ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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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Ｈｅ ｗａ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ｔｈｅ ｔｅｄｉｏｕｓ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ｔｉｍｅ，ｒｅｊｅｃｔ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ｓｔｉｔｉｏｕｓ “ｉｍ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Ｈｅ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ｈｉｓ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ｉｆｅ，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ａｎｄ ｔｏ ｈｅｌｐ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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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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