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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文化經典的《莊子》已問世

二千多年，而對《莊子》的解讀和研

究，也已歷二千餘年。二千年來的

莊學是怎樣一個基本狀況？二千年

的莊學到底「學」出了甚麼？二千年

的莊子研究又研究到了甚麼地步？

這些都是非常有必要加以系統整

理和全面釐清的。方勇著《莊子學

史》（引用只註冊次和頁碼）三冊，

近二百萬言，系統完整地梳理了

二千年來莊學發展的歷史脈絡，當

之無愧成為一部最精細的莊子研究

學術地圖，而且也顯然稱得上是近

年莊子研究取得的具有突破意義的

重大成果之一。

一　史料辨析見功夫

對這部《莊子學史》而言，莊學

二千多年的漫長發展歷程，其史料

的搜集和發掘首先就是一項艱巨工

程。本書作者方勇，從讀碩士開

始，到讀博士再到博士後，直到做

教授、做博士生導師，一直在各大

圖書館專注於相關文獻資料的積

累，盡量做到無所疏漏。然而，由

於很多史料都年代久遠，學術界又

往往說法不一，所以，對史料的辨

析，尤其是真偽的判斷，更需足夠

的眼光和功底。《莊子學史》中的大

量史料辨析應該說是有較強可信性

的。僅以其中關於莊子故里的考證

而言，作者甚至帶數名博士生先後

到河南、山東等所有具有爭議的縣

份進行實地考察，將收集到的文獻

資料，包括民間口頭傳說等加以考

訂，並用大篇幅極具說服力地排除

了有史以來關於莊子故里種種不甚

把握千年傳播的精魂與大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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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學史》概不因襲

前人，更不迷信權威，

盡量以最原始的資料

說話。在莊子研究的

起始年代問題上，作

者列舉出大量文獻和

典籍，說明戰國秦漢

時期對《莊子》的評論

和解讀已非常廣泛。

方勇：《莊子學史》，第一至三冊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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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東北的古蒙縣。此外，書中關於

《莊子》版本以及〈外篇〉、〈雜篇〉的

真偽，也提出了很有價值的觀點。

在史料採用和辨析方面，本著

概不因襲前人，更不迷信權威，盡

量做到以最原始的資料說話。如

關於莊子作為道家核心人物，其

師承關係到底是怎樣？唐韓愈在

〈送王秀才序〉中認為莊子為子夏之

後學（韓愈：〈送王秀才序〉，載《韓

愈全集》，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7〕），明覺浪道盛在《莊

子提正》中認為為堯舜、孔子之真

孤（覺浪道盛：《莊子提正》，收入

《中華大藏經》，第二輯〔台北：修

訂中華大藏經會，1968〕），俍亭淨

挺認為為釋家教外別傳（俍亭淨挺：

《漆園指通》，收入《中華大藏經》，

第二輯），近人郭沫若認為為顏回

弟子（郭沫若：〈儒家八派的批判〉，

收入《十批判書》〔北京：人民出版

社，1982〕）；但本著則指出莊子的

學說基本上是對老子學說的繼承和

發揮。而在關於莊子研究的起始年

代問題上，包括聞一多在內的許多

大家都曾認為秦漢時期無莊學；本

著卻列舉出大量文獻和典籍，說明

戰國秦漢時期對《莊子》的評論和解

讀已非常廣泛。

判斷史料真實性、比較各家觀

點的原始出處和源頭、認定某一文

獻的實際貢獻和價值，都是學術史

研究責無旁貸之事。本著對各個歷

史階段不同觀點的來龍去脈也都盡

量揭示其最真實的面貌。如明代莊

學存在嚴重的空疏、淺陋、抄襲之

弊，本著對那些抄襲現象一一釐清。

即使是對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末流

的虛偽、空疏深惡痛絕的楊慎，書

中也指出其莊學著作中多有利用前

人成果而不曾予以說明者。至於其

他一些剽竊、篡改的現象則更是難

逃作者慧眼。尤其是：「署為『明歸

有光熙甫批閱、文震孟文起訂正』的

《南華真經評注》十卷，收錄唐、

宋、明名公名家眉批和篇末總批凡

七十餘家，計六百五十餘條，其數

量之驚人，實為前所未有。今細加

考查，發現其中有許多條目實出自

劉辰翁等人之手，而竟公然冠以唐

宋八大家等名公名家之姓名字號，

且錯誤百出」（第二冊，頁344），這樣

的「細加考查」在本著中屢屢可見。

一部學術史只有首先保證史料

的準確可信，尤其是能夠在眼花繚

亂、魚龍混雜的大量資料中獨具慧

眼地辨析真偽，衡量輕重，才能真

正成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學術史。

本著在這方面應該說是游刃有餘的。

此外，在學術史研究中，對史

料的獨特發現也是必不可少的價值

和貢獻。本著中有許多這樣的成

果，如經作者考證，「老莊」並稱

始於《淮南子》（第一冊，頁246），

黃震《黃氏日抄》第一次提出莊子

「固千萬世詼諧小說之祖」的說法，

陸西星《南華真經副墨》第一次提出

《莊子》文脈有「藕斷絲連」、「草蛇

纊線」之妙等全新見解（第二冊，

頁209、503）。這些觀點為人們深入

了解莊學發展提供了清晰的線索。

二　宏闊的文化歷史眼光

莊子思想的可貴，首在其思想

之獨特，更在其飛揚的想像。所謂

一部學術史首先要保

證史料的準確可信，

尤其是能夠在眼花繚

亂、魚龍混雜的大量

資料中獨具慧眼地辨

析真偽，衡量輕重，

才能成為經得起歷史

檢驗的學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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鯤鵬展翅九萬里，體現的是莊子思

想追求上的無限境界。而關於鯤鵬

一飛衝天的想像，也只是一種思想

的起點。他實際上為後來人提供的

是一個可以更加無限想像的範例。

所以，對莊子的研究，首先就要有

莊子的精神境界。尤其是《莊子學

史》這樣全面審視二千年莊子研究的

大著，更不能僅僅是研究和闡釋，

還需要發現和發展。《莊子學史》既

然是學術史，就不能僅是對學術發

展歷史過程的簡單陳述和記錄，甚

至只是對史料的平面串聯和堆積。

學術史的性質本身就理所當然要求

其有很強的學術性。在這方面，陳

鼓應為該書所作〈序〉中，對其評價

可謂中肯：

《莊子學史》立論新穎，常常以概括

性用語簡要說明莊子學著作的特

徵，疊有新見。如在闡釋王夫之《莊

子解》時，方勇教授從「『未始出吾

宗』——對莊子思想脈絡的梳理」、

「『探化理於玄微』——對莊子思想

觀點的呈露」、「『循斯須之當』——

對莊子思想的發揮」三個方面來分

析王夫之莊學的特徵，其中在論述

「探化理於玄微」內容時，又簡要概

括了「引莊解莊」、「以形象解莊」、

「以史解莊」、「以天文解莊」四個方

面，簡潔明瞭。司馬遷《史記．老子

韓非列傳》莊周本傳、王安石《莊周

論》、蘇軾《莊子祠堂記》等雖不是

莊學專著，卻在莊子學史上具有舉

足輕重的地位，方勇教授對此十分

重視，對它們分別予以詳細解析。

如對蘇軾《莊子祠堂記》，方教授提

煉出「對蒙城縣為莊周故里之說的默

許」、「倡導『莊子助孔子』之說」、

「指出《莊子》中有偽作」三點，並指

出「蘇軾關於『莊子助孔子』的說法卻

順應了儒、道、釋三教日益走向融

合的大趨勢，他關於《莊子》中有偽

作的說法又真正開啟了歷代眾多學

者重視探討、研究《莊子》作者問題

的新風氣，其意義是相當重要的」，

這些論點都是很準確的。（〈序〉，

第一冊，頁8-9）

毫無疑問，就一部本體意義上

的莊學史而言，肯定不會僅僅孤立

地、單純地對《莊子》之書作文字解

釋和意義討論。一方面，莊學本身

就是中國文化的重要構成，所以，

莊學史的發展也就始終是與中國文

化發展糾結在一起的；另一方面，

社會歷史的發展，尤其是社會經濟

基礎和政治體制的變革，也常常

會直接影響或制約對文化經典的研

究與解讀，因而不同時代的莊子研

究也顯然帶有具體的社會時代痕

�。因此，《莊子學史》的撰述，必

須具有宏闊的文化歷史眼光，必須

能在極其恢弘的社會文化的多維

聯繫和複雜結構中把握莊學歷史

脈絡。應該說，本著達到了這樣的

境界。

《莊子學史》第一編，在對戰國

秦漢莊學的闡述中，已注意到秦漢

辭賦、儒學、醫學對《莊子》內容的

吸納；第二編中，又對魏晉玄學主

要代表人物如王弼、阮籍、嵇康和

以佛、道解莊及其代表人物支遁、

葛洪等的莊子研究作梳理和詮釋，

凸顯了玄學思潮和早期佛教、道教

思想與莊學的某種內在關聯；至於

第三編，則主要針對隋唐時儒、

釋、道並舉的特點，既對陸德明的

《莊子學史》既然是學

術史，就不能僅是對

學術發展歷史過程的

簡單陳述和記錄，甚

至只是對史料的平面

串聯和堆積。學術史

的性質本身就理所當

然要求其有很強的學

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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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對佛、道二教學者的莊學，特別

是成玄英的《莊子疏》以及隋唐文士

的莊學進行重點爬梳；其後的「宋

元莊子學」一編，不僅對這時期各

個文化學派代表人物，如「新學」王

安石、「蜀學」蘇軾、「閩學」朱熹等

所受的莊學影響，一一進行歸納和

剖析，還特別顧及到這時期佛教、

道教學者與宋元散文、詩、詞、雜

劇作家對《莊子》的援引和吸納。

自戰國以來兩千多年的歷史

中，中國社會形態變革，尤其是改

朝換代的歷史演變不斷發生。在莊

子思想中雖不沾革命及參與現世的

觀點，但在動蕩的時代，莊子思想

卻常被從各個思想角度加以發揮利

用。其實這也是莊學能夠經久不衰

的重要原因。本著在對各時代莊學

特徵和意義的發掘中，都能緊密聯

繫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從而深刻

把握不同時代莊學「橘生淮南則為

橘，生於淮北則為枳」的完全不同

的土壤和氣候。如明朱元璋曾在其

取得政權過程中得益於道家的支

持，所以對《老子》大加推崇；而同

為道家經典的《莊子》，則由於其剽

剝儒學，反對君主政治，故明顯受

到冷遇。至明中葉後，商品生產和

貿易轉趨活躍，對士大夫心靈和價

值觀造成衝擊。自正德始，朝綱日

壞，統治階級對意識形態的控制愈

來愈力不從心，近代化的人文啟蒙

思潮帶動了心學發展，莊學因此開

始興盛。本著對這樣的歷史關係大

都分析得細緻入微。

此外，如不同時代的科舉制

度、不同時期的經學思想與考據風

格、不同歷史階段的科技發展和經

濟狀況，以及不同文化氛圍下的社

會風尚等，對莊學影響和相互作用

等方面，書中也大都能夠做出鞭辟

入?的學術分析，從而把莊學發展

的外部環境和社會生態論述得極有

筋骨。從這樣的意義上，可以說，

一部《莊子學史》，就是半部中國文

化史。

三　微觀透視的獨到與
精闢　　　　

作為一部規模宏大的學術史，

當然要有視野開闊、思維弘深的宏

觀整體歷史眼光，而且也絕不能缺

乏微觀透視和精細分析的洞悉能

力。在微觀透視的獨到與精闢方

面，本著主要表現出以下幾點：

第一，對歷史演進中潛在O的

蛛絲馬�、草蛇灰線的細微之處的

把捉。二千年的莊學發展，不可能

一直處於顯學狀態，甚至在很多歷

史階段中還常被統治者所不容。然

而，莊學的歷史卻從未中斷。《莊

子學史》對這些處在低潮期的潛隱

暗藏的脈絡，都能尋找到內在關

聯。而且，任何學術思想史上的前

後思想者及學術觀點之間，都會有

O某種或隱或顯的承傳關係，作為

學術思想史，也必須把其中的各個

思想連接點一一連接起來，這才能

使歷史的長河源源不斷。本著在這

方面的功夫是十分嚴謹的，如對

元、明時代莊學線索的梳理：

莊子學經過元代及明代前期的相對

沉寂之後，到明代後期便迅速崛

起，林希逸《莊子口義》的影響正是

二千年的莊學發展，

不可能一直處於顯學

狀態，甚至在很多歷

史階段中還常被統治

者所不容。然而，莊

學的歷史卻從未中

斷。《莊子學史》對這

些處在低潮期的潛隱

暗藏的脈絡，都能尋

找到內在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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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þ這一崛起而得以進一步擴大

的。如陸西星《南華真經副墨》這部

作為明代後期莊子學崛起的標誌性

著作，雖然對林希逸的《莊子口義》

持有一些異議，但仍顯示出了其對

林氏此著的諸多承因痕=。稍後，

釋德清的《莊子內篇注》在以佛解莊

的道路上又有所前進，而其評析

《莊子》文章所謂有「文章變化鼓舞

處」、「詼諧戲劇之意」、「筆端鼓舞」

云云，則又是對林希逸評析《莊子》

文字血脈時所用概念、術語的進一

步運用。此外，焦竑《莊子翼》還收

錄了林希逸的《莊子口義》，而孫應

鰲《莊義要刪》、李廷機《莊子玄言

評苑》、陳深《莊子品節》、陳懿典

《南華經精解》、沈汝紳《南華經集

評》、孫大綬《南華真經副墨校釋》

等等，則每引林氏《莊子口義》之說

以解《莊子》。總之，林希逸《莊子口

義》對明代後期莊子學的影響之大，

幾乎可以跟郭象《莊子注》的影響相

彷彿。（〈序〉，第一冊，頁9）

通過這樣的梳理，莊學在這一歷史

階段的銜接就得到了足夠印證。

第二，對歷代治莊學者的莊學

思想形成心理及歷史成因分析。二

千年來人們對莊子的研究和解釋千

差萬別，歸根結底是由於各時代的

治莊學者主觀心理的差異；而他們

主觀心理的不同，又往往與其所處

的社會歷史狀況密切相關。一部

《莊子學史》，要把漫長的莊學發展

從更深層次上揭示出其內在規律，

就必須對各家莊學思想形成的個體

心理及歷史成因進行分析，這樣的

一部學術史才能更加血肉豐滿。本

著不僅對歷代治莊學者的思想觀點

把握得十分通透，而且每每對其思

想形成的過程及文化歷史根源也都

能條分縷析。僅以第五編「明代莊

子學」中的「前後七子派文藝觀與莊

子思想之關係」一節為例，其中不

僅對每派的整體特徵進行分析，更

通過對每個成員的思想個性、生活

態度及文藝主張深入剖析，並結合

他們的具體詩歌作品等，揭示當時

的社會大環境對他們每個成員的藝

術及思想影響。

第三，對重要的莊學專著的內

涵及各部之間細微變化的剖析。一

部《莊子學史》，說到底，就是一部

莊子研究成果史，亦即全部的莊學

發展，都是由一代又一代的學者以

其莊學專著書寫和鋪陳而成。那

麼，《莊子學史》的撰寫，當然就是

要基於對一部部莊學專著的學術解

讀。只有實實在在地解讀出每一部

莊學專著的內涵和意義，而且找到

每一部莊學專著獨特的價值及各部

之間細微的不同，一部大史才能真

正書寫得波瀾壯闊，豐富多姿。在

這方面，作者的作品解讀功夫堪稱

了得。尤其《莊子》本就是一部優秀

文學作品，而歷代莊學研究者也多

為文學藝術家，所以對莊學史的研

究，大量文獻皆文學之作，或者要

靠文學作品進行佐證。本著中大量

的文學分析，甚至有許多逐字逐句

的解讀，頗讓人有醍醐灌頂之感。

對二千餘年的學術思想的全面

把握，對浩如煙海的學術文獻的精

細研讀，在研究方法和思維方式上

絕不能單一和封閉。尤其在全球化

和數字化時代的今天，研究方法的

單調和直線性思維，很難創造具有

巨大超越性的學術成果。本著在研

《莊子學史》的撰寫，

是基於對一部部莊學

專著的學術解讀。只

有實實在在地解讀出

每一部莊學專著的內

涵和意義，找到其獨

特的價值及各部之間

細微的不同，一部大

史才能書寫得波瀾壯

闊，豐富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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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評價：

《莊子學史》中獨到的眼光和深刻的

論述，不僅得益於方勇教授深厚而

扎實的文獻功底，也離不開他兼容

並蓄的研究方法。作為研究古代學

術史的專著，方教授所著的《莊子學

史》在運用傳統的訓詁、知人論世、

史論結合等方法的基礎上，還積極

採用了西方闡釋學和文本細讀的研

究手段，體現出著者很好的專業素

養和正規訓練。（〈序〉，第一冊，

頁10）

千載莊學如展鵬，一任志者逍

遙遊。方勇《莊子學史》無論在規模

的宏闊與浩瀚方面，還是在學術的

精深與通透方面，都真正把握了莊

子以及莊子學的思想精髓。

筆者在讀大學中文系本科時，

第一次接觸到了薩義德（Edward W.

Said）的《東方學》（Orientalism），當

時的視角主要是偏向於文學的後現

代眼光。後負笈北上，研讀邊疆歷

史，期間亦再讀過本書，遂生出些

許邊疆視角的新觀念。研究生學

畢，前赴德國深造，深處古典哲學

母國的深厚傳統之中，此番對《東

方學》的重讀，亦為邊疆觀的複

調，是以成文。

在動物世界中，一方必須通過

對另一方的確認來反證自身的存

在，人類亦如此；而此種對「他者」

的確認以反證「本我」的過程，亦

在地理角度深有體現。薩義德在

《東方學》（引用只註頁碼）的再版序

言中指出，「我相應地強調無論是

『東方』這一用語，還是『西方』這一

邊疆的複調

● 袁　劍

薩義德（Edward W. Said）著，王

宇根譯：《東方學》（北京：三聯

書店，2007）。

作為內／外的典型西

方二元觀在現代國家

形態中仍根深蒂固地

有所展現。觀乎國家

內部之政策思維，往

往存在@這一種「自我

東方化」的趨向，在

中國的政治環境中則

表現為一種話語權力

的在地新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