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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学派研究平议 
 

王  锟 

(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金华  321004) 
 

摘  要：永嘉学派草昧于北宋“皇 三先生”和“元丰九先生”，开创于南宋郑伯熊、薛季宣，继陈

傅良之弘扬而至叶适集大成。永嘉诸贤自南宋以来就进入学者讨论的视野。近百年永嘉学派的研究，

始于清末民初的温州籍学人对永嘉学派的文献整理及精神弘扬，小成于 1980 - 1990 年代，大盛于 2000

年以来的十余年，推动了宋代永嘉学派研究的繁荣。然而在学术内在层面，永嘉学派的研究仍有待诸

多改进与补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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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学派，草昧于北宋“皇祐三先生”王开祖（约 1035 - 1068）、丁昌期（生卒年未详）、

林石(1004 - 1101)。三人讲明经义，唱修己治人之学。之后“元丰九先生”周行己（1067 - 1125）、
许景衡（1072 - 1128）等人传关洛之学。南宋之时，郑伯熊（1124 - 1181）、薛季宣（1134 - 1173）
开创事功之学，陈傅良（1137 - 1203）继之弘扬，到叶适（1150 - 1223）时，则集永嘉学派之

大成，成为继吕祖谦后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鼎足为三的浙东学派之代表。叶适反对

空谈性理，提倡事功之学，重视商业，与陈亮同气相投，与吕祖谦在师友之间，但与朱熹、陆九

渊多有颃颉。 

永嘉诸贤很早就进入古今学者的视野，如朱熹、王朝佐、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孙衣言、

宋恕、陈虬、陈黻宸等人都对宋代永嘉之学有过精彩评论。20 世纪以来的现代学者，以不同于传

统的路径对永嘉学派展开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对这些研究加以回顾和评述，以裨于将

来永嘉学派研究的进展。 

百年宋代永嘉学派研究，按主题与进展节奏，可分为四大部分：一是清末民初温州籍学人对

永嘉之学的整理和弘扬，二是对永嘉学派的滥觞即“皇祐三先生”与“元丰九先生”的梳理，三

是对永嘉学派的中坚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的研究，四是对永嘉之学集大成者叶适的研究。 

一、关于永嘉学派绍述、弘扬及整体研究 

永嘉学派大盛于南宋，叶适之后却后继乏人，最终在宋元之际断裂。直到清道光年间才出现

复振迹象。从孙希旦、张振夔尤其到孙锵鸣之后，孙衣言、宋恕、陈虬、陈黻宸等温州籍学人开

始思考永嘉文化衰落不振的原因，并对宋代永嘉之学进行整理和研究，以图永嘉学术的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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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晚清列强入侵，这些永嘉士人感受到压力和屈辱，也最先受到西方文化与“洋务”的冲

击。然而，当时晚清学界还处于汉宋分裂的局面，治汉学者埋头训诂考据、遗忘了传统的生命道

统，而治宋学者坐谈性理，忽视了实践事功。为重光永嘉之学，回应外来挑战，他们兼汉宋学问

之长，心性与事功并举，希冀通过整理文献，来发掘精神。 

“三孙（孙衣言、孙锵鸣、孙诒让）”对永嘉学派文献进行了收集和整理。孙衣言宗奉永嘉

事功之说，“常欲鸠集乡先哲遗文广为传播……而世之有志于永嘉之学者亦有所津逮”[1]。其弟孙

锵鸣崇尚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的实学，追慕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的史学，并将《明夷待访

录》《颜氏学记》传授于女婿宋恕，陈虬、陈黻宸、胡调元等人均受其影响。孙衣言与子诒让毕

生致力于阐述永嘉遗学，搜辑遗佚文献编成《永嘉集》74 卷，校刻《永嘉丛书》13 种，编有《瓯

海轶闻》57 卷。其中《永嘉丛书》收录温州历代文献，包括刘安上、刘安节、许景衡、薛季宣、

林季仲、陈傅良、叶适等人著述，入选书目体现了其弘扬永嘉学派的鲜明特色，而且孙诒让称薛

季宣、陈傅良为“永嘉诸儒之宗”，将二人视为永嘉之学的创始者和承继者；视叶适为永嘉之学

的大成者；许景衡、刘安节等人称为永嘉之学的先导者[2]。这些文献收集和研究点评，对永嘉之

学的探源颇有意义。 

《瓯海轶闻》前 21 卷为“永嘉学术”，以年代先后为经，思想异同为纬，分为“学术总略”

“学术之始”“洛学之传”“经制之学”等部分，论述永嘉学术的渊源、形成、传统和特色，对薛

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物还列有专案，同时还专列“永嘉朱学之传”，收集了永嘉朱子弟子陈

埴、叶味道等人的语录、书信。在论述永嘉学术的渊源时，孙衣言认为永嘉之学传胡瑗的经制之

学，务通经以致用。对永嘉之学的特色，他赞成叶适的说法：“永嘉之学，必兢省以御物欲者，

周（行己）作于先，郑（伯熊）承于后；……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季宣）经其始，陈（傅良）

纬其终也[3]。在孙衣言眼中，永嘉之学虽主张心性与事功并举，但又强调以通经为本，其言下之

意，认为永嘉之学的根本仍是重视事功。 

受孙衣言父子影响，瑞安黄绍第的女婿冒广生编刊了《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永嘉诗人祠堂

丛刻》第 1 册，收录《禅宗永嘉集》《证道歌》和王开祖《儒志编》，刊刻其著作，显然有探求永

嘉学术源流之意。继《瓯海轶闻》《永嘉诗人祠堂丛刻》两部丛书后，宋恕、陈黻宸的学生黄群

刊有《敬乡楼丛书》，在前两种基础上，刊刻了叶适《习学记言序目》、蔡幼学《育德堂外制》、

周行己《浮沚集》、戴溪《春秋讲义》《石鼓论语答问》5 种，直到现在仍是永嘉学派研究最重要

的资料，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基础性文献。 

温州人林损可谓永嘉学派的殿军，又是对永嘉学派有专攻的第一位现代学者，代表作有《永

嘉学派通论》、《永嘉学派述》。他认为：“永嘉诸子之言事功者，亦不能离心性。”[4]340 在永嘉之

学的体系中，事功与心性的关系是“心性，体也，事功，用也，无事功之心性，则为无用之学，

无心性之事功，则为无体之事”[4]340。他指出，永嘉之学与周、程、朱、陆之学都是诵法周孔，

排除王安石新学。象山之学虽偏向心性，但尝讲习骑射以备抵抗金人，也有意于事功。朱熹虽偏

义理，然由上孝宗书可见其事功追求。心性与事功的分裂，只是后学门户意气纷争所造成的[4]341。

为此，他担忧永嘉诸子被视作经济之学，“永嘉诸子非不言心性也，其所谓心性者，经济之心性

耳；非不习文章，其所谓的文章者，亦经济之文章”[4]342。他还对朱熹、吕祖谦批评薛季宣“喜

事功”之说法进行了辩护，认为这是朱熹、吕祖谦听信学生的一偏之见产生的印象[4]350。此外，

林损还区分了真经济之学和非经济之学。他说： 

是故徒服官政，非经济之学也；徒倡横议，非经济之学；徒逐朋党，非经济之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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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张士气，非经济之学也。有攻难而无设施，非经济之学也；失先后本末之学，非经济

之学也。夫先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序，以通物我家国天下之故，而有一物以持其

中，则诚也。无序无贯，又不主之以诚，轻举而妄发之，是以天下徇事功，非能以事功

济天下也。[4]345 

在他看来，永嘉之学是有本有末、有序有贯，是以事功济天下的真经济之学。关于永嘉之学

的学术渊源，林损不满于全祖望将永嘉之学推原于二程的说法，认为全祖望过于牵合迁就，是“非

善论学术者也”[4]358。林损非常推重王开祖在永嘉学术中的开启作用，这一观点至今对王开祖研

究具有参考价值。总之，林损主张心性事功合一而强调“经济之心性”，区分真假经济之学而强

调“真经济之学”，都是对永嘉学派思想的创新和发展。这些观点给那些只凸显永嘉“经济之学”

的现代学者提供了鲜明的对照。 

值得一说的是，学界对永嘉学派的整体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除上述林损的《永嘉学派通

论》《永嘉学派述》、孙衣言的《瓯海轶闻》之外，还有邓实的“永嘉经制之学”、何炳松的《浙

东学派溯源》也论及永嘉学派的部分，谢无量等人编著的中国哲学史通史性著作零星有“永嘉之

学”的部分。另外，周梦江、何俊、王宇、陈安金、姜海军、洪振宁等人在相关论著中以“永嘉

学派”为题的整体研究也值得重视。总体来看，学界对永嘉学派的整体研究数量并不多，且主要

在于具体思想家人物的个案研究，下面试详之。 

二、永嘉学派的滥觞：对“皇佑三先生”与“元丰九先生”的梳理 

学界对“皇祐三先生”的研究聚焦于王开祖，其一致推许他为永嘉学派的开山。前文所及，

较早研究者是林损。他的《永嘉学派述》一文围绕王开祖的《儒志编》对其学术思想做了细致的

分析和梳理，肯定了他对永嘉学派的开启作用。 

周梦江接林损之续，刊发《永嘉学术开创者王开祖》（《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0 年第 2 期），

更坚定了此观点。赵钊的《王开祖〈儒志编〉研究》（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硕士论文，2010 年）则

对《儒志编》的文本及其蕴含的学术思想展开了较详细的研究，而陆敏珍的《王开祖及其观念：

濂洛未起前的道学思想》（《中国哲学史》2009 年第 3 期）从宋代“道学”而非“理学”兴起的脉

络来肯定王开祖先驱者的地位，也值得关注。近年来，林石也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如杨万里的

《林石与温州“太学九先生”之显》（《清华大学学报》2010 年第 2 期）论述林石为学不辞新旧，

经术事功兼重，长期以《春秋》教授乡里，肯定其有培养“元丰九先生”之功。 

对于“元丰九先生”，学界则多推崇他们在永嘉学派发展过程中承上启下的作用。重要的论

文有：周梦江的《试论永嘉“元丰九先生”》（《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 年第 5 期）、陆敏珍的《违

志开道：洛学与元丰九先生》（《中山大学学报》2009 年第 6 期）、杨万里的《温州“太学九先生”

的学术及其文学创作》（《文学遗产》2010 年第 6 期）等。其中，周梦江认为“元丰九先生”将关

洛之学传入永嘉，对浙东学术的走向有着重大的影响，而陆敏珍则从“地域学术”的视角，指出

作为地域学术的“元丰九先生”，借助洛学在全国获得了集体性的意涵，又通过士人社群确立了

相互认同，拥有了对本土和群体本身共同的情感[5]。同时，杨万里讨论了文学创作的内容和贡献，

肯定九先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让我们意识到永嘉学派重文学的观念有着较早的历史渊源。 

“元丰九先生”的个案研究则集中于周行己、许景衡二人。1990 年代初，经济改革尤其是财

政改革成为社会的焦点。在寻找历史资源的过程中，周行己的货币思想逐渐被学者挖掘。如余德



 

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第 33 卷第 2 期 24 

仁认为周行己主张国家控制货币发行权，实行铁钱、夹锡钱同铜钱分路流通，发行纸币等货币思

想对治理当前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6]。侯厚吉则重点诠说周行己

的“钱本无轻重，而相形乃为轻重”的货币价值论[7]。这些研究在凸显学者的现实关怀外，也再

次强化了永嘉事功学的现代价值。 

对许景衡的研究，基本从文献角度展开。主要论文有：陈光熙的《许景衡〈横塘集〉及佚作》

（《温州大学学报》2007 年第 3 期）及《许景衡的文集及佚文》（《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 年第

1 期）、方晨光的《〈方文林墓志铭〉文献价值考述》（《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8 年第 1 期）及

《宋许景衡〈方文林墓志铭〉考述》（《杭州研究》2009 年第 3 期）、张显运的《新郑发现北宋晚

期朝议大夫石谔墓志铭的说明及标注》（《铜仁学院学报》2008 年第 2 期）等。其中，最重要的成

果是陈光熙、丁治民点校的《许景衡集》（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其补遗诗歌 17 首，

并附录有关许景衡的文献资料，此为研究者提供了坚实的文本。 

很明显，既有的元丰九先生研究多聚焦于周行己、许景衡，对刘安上、刘安节等其他七人，

除陆敏珍的《宋代永嘉学派建构》（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年）有所提及外，其余都着墨不多，

尤其没有相关个案研究的专著，这可为未来永嘉学派研究的生长点之一。 

总之，上述研究大都将“皇祐三先生”与“元丰九先生”当作永嘉学派的源头，并较为清晰

地梳理出其中的传承脉络。也有学者对永嘉学派与洛学甚至宋代“道学”之间的复杂纠葛做了较

深入的阐述，突显了永嘉之学与程朱性理之学的不同。然而，问题恰恰在此，永嘉之学与性理之

学的对立和鸿沟有如此之大吗？此是否被人为夸大？这值得后来者思考。 

三、永嘉学派之中坚：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研究 

永嘉学派转向事功之学，郑伯熊具有开创之功，薛季宣、陈傅良继之发扬，此三人成为永嘉

学派形成过程中的中坚。 

尽管学界较早意识到郑伯熊是永嘉学派传承的重要环节，但迟至最近十年才对其展开个案研

究。其中，周梦江所编的《二郑集》（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为郑伯熊研究打下了坚实

的文献基础。相关论文主要有：周梦江的《论郑伯熊的学术思想》（《温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
年第 1 期）和《永嘉之学如何从性理转向事功》（《孔子研究》2006 年第 2 期）、何俊的《郑伯熊

与南宋绍淳年间洛学的复振》（《复旦学报》2010 年第 4 期）、陆敏珍的《笔开象外精神：郑伯熊

与永嘉学派》（《浙江社会科学》2012 年第 8 期）等。周梦江指出，南宋永嘉事功学派从周行己开

始实现性理之学转化，而推动这种转化的是郑伯熊、郑伯英兄弟。二人目睹空谈性命对国事无补，

于是转向事功之学，其传人陈傅良则予以发扬光大[8]。何俊、陆敏珍等人在宋代道学运动与永嘉

区域思想互动的脉络中，表彰郑伯熊推动了洛学在绍兴、淳熙年间的复兴，也促使衰歇的永嘉学

术得以重光。这些研究已跨出泛泛而谈，其能深入历史语境作精细解读，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范式

意义。 

关于薛季宣，在早期讨论永嘉学派的论著中虽有所触及，但作专门研究的开始于衷尔钜。九

十年代初，衷氏撰《薛季宣、陈傅良哲学思想初探》（《浙江学刊》1994 年第 1 期）对薛、陈两人

的道器论及实践事功观念进行了讨论。此后，其他学者逐渐参入，出现了大量成果，重要的有：

王宇的《薛季宣和永嘉制度新学的开创》（《中国哲学史》2005 年第 2 期）、段现成的《论薛季宣

辞赋的事功情怀》（《成都理工大学学报》2006 年第 4 期）、任峰的《薛季宣思想渊源新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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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哲学史》2006 年第 2 期）及《儒学与经世：南宋儒者薛季宣的事功精神》（《孔子研究》2007
年第 5 期）、张平的《艮斋诗初论》（《海南大学学报》2008 年第 1 期）、孙金波的《永嘉学派的解

〈易〉进路：以薛季宣、叶适为中心》（《中州学刊》2008 年第 5 期）、陈安金的《薛季宣事功政

治思想述评》（《浙江学刊》2010 年第 6 期）及《薛季宣学术思想及其事功特质》（《浙江社会科学》

2011 年第 8 期）、刘培的《情深文明的诗人之赋：论薛季宣的辞赋创作》（《辽东学院学报》2012
年第 5 期）、魏鸿的《永嘉三巨子与南宋孙子兵学研究》（《滨州学院学报》2011 年第 10 期）等。 

纵观这些研究，无不承认薛季宣是永嘉学派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重点阐述并肯定其事功思

想及实践，其中任锋、王宇、陈安金的研究颇有特点。任锋指出，薛季宣强烈的事功精神，不仅

受到北宋洛学的影响，而且与王安石新学、苏轼苏学渊源颇深，其既继承了洛学和苏学的仁义中

道等义理原则，也充分吸收、融合了他们思想中具象性和实践性的理论因素。作者还认为，由于

对王安石的反思，促进了薛季宣对儒家道德义理的肯认，深化了其对政治改革的理解[9]。王宇、

陈安金则以“永嘉制度新学”为标志，从温州区域文化与北宋后期以来的道学传统相对照的视角，

肯定薛季宣在开创事功学派的贡献，这些研究代表了此一阶段薛季宣研究的水平。 

此外，对薛季宣的《孙子兵法》《山海经》的研究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其中魏鸿指出，永嘉

学派是南宋孙子兵学研究的重要力量，薛季宣及其后学陈傅良、叶适对孙子研究推动了孙子兵学

的繁荣，这一观点颇为新颖[10]。 

相对于郑伯熊和薛季宣，关于陈傅良的研究较多。较早专文研究陈傅良的是徐规的《陈傅良

之宽民力说》（《浙江学报》1947 年第 1 期）。建国后涉及永嘉学派的论著中对陈傅良也有零星提

及。到了 1980 年代，周梦江推动了陈氏的研究。他不仅整理《陈傅良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9 年），还撰写了《〈宋史·陈傅良传〉补正》（《河南大学学报》1988 年第 1 期）、《陈傅良〈止

斋文集〉的留传与价值》（《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0 年第 4 期）等系列论文，对陈氏展开相当深

入的研究。 

在周梦江的带动下，陈傅良研究逐渐繁荣。主要有：蔡瑞霞的《陈傅良与湖湘学派》（《求索》

2002 年第 4 期）、王宇的《南宋科场与永嘉学派的崛起：以陈傅良与〈春秋〉时文为个案》（《浙

江社会科学》2004 年第 2 期）及《试论永嘉学派的活动方式：以陈傅良门人集团为中心》（《浙江

社会科学》2007 年第 4 期）、曹丽萍的《南宋科场文体典范：陈傅良试论研究》（《北京化工大学

学报》2005 年第 3 期）、肖建新的《公正求实：宋代陈傅良的法制理念》（《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08 年第 1 期）、俞兆鹏的《论陈傅良的民本思想》（《南昌大学学报》2009 年第 2 期）、任锋的

《陈傅良政治思想的厚与薄》（《政治思想史》2010 年第 3 期）、朱晓鹏的《从陈傅良的思想特质

看永嘉学派的思想史地位和学派归属》（《浙江学刊》2011 年第 5 期）、张平的《止斋诗初论》（《西

北大学学报》2011 年第 3 期）、郄丙亮的《论陈傅良的事功诗学思想》（《求索》2012 年第 11 期）

等。这些研究大都围绕陈傅良在永嘉学派的重要地位极其事功特色（甚至在研究其诗文及人事交

往时，也不忘强调此特色）而展开。其中，任锋的《陈傅良政治思想的厚与薄》认为陈傅良在道

法之辨与古今之论的基础上，试图树立可以取法的政治传统，他对王安石变法的激烈批评，意旨

在于改革宋代政体的弊政，积极培植民众社会与精英政治的活力，因此单纯的事功范畴难以概括

陈傅良的儒者实践抱负。他的思想包括了修身养性与经世致用的两个面向。这一观点可谓是对近

年兴起的以“制度新学”为视角研究永嘉学派的回应，也是对传统以“事功”概括永嘉学派的质

疑，值得学界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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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陈傅良的“时文”也成为研究热点，如王宇的《南宋科场与永嘉学派的崛起：以陈傅

良与〈春秋〉时文为个案》，由以《春秋》为中心的时文的流行，推见陈傅良为代表永嘉学人集

团的崛起与科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一观点虽有继续商榷的余地，但研究视角颇为独特。 

四、永嘉之学集大成者叶适的研究 

叶适是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故历来是永嘉学派研究的焦点。据统计，对叶适的研究成果，

其数量比“皇祐三先生”“元丰九先生”以及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研究成果之总和还要多，

可见他的地位之高和影响之大。对于叶适研究的综述，已有张洁的《叶适思想研究概述》（《温州

师范学院学报》1999 年第 4 期）、叶晓凤的《21 世纪初叶适研究综述》（《儒藏论坛》2009 第 2
期），但仍有进一步全面整理和评论的必要。 

纵观百年来对叶适的研究，大致分为三阶段：民国至 1980 年代之前为第一阶段；1980 年至

2000 年为第二阶段；2000 年至今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在继承前两阶段的基础上，更加深入、

多元。 

（一）第一阶段 

较早对叶适进行专文研究的是吕振羽，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1932 年）一书中对叶适的

哲学、政治思想作了初步的探讨。紧随其后，何格恩、罗根泽也开始了对叶适的研究。何格恩的

《叶适在中国哲学史上之位置》（《岭南学报》1944 年第 4 期）认为叶适的思想，一方面受周行己、

郑伯熊“克兢省以御物欲”之教，主张“慎独”“克己复礼”，另一方面又重考据、尚礼学，关注

财赋、兵田、制度。这也说明，在何格恩心中，叶适既讲心性，又言事功。他还指出，叶适否定

程朱理学建构的“道统”，对曾子、子思之学、佛教、老庄、陆学颇有微词，对后世思想影响很

大，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罗根泽的《叶适及其他永嘉学派文学批评》（《文艺先锋》1945
年第 4、5 期）则肯定了叶适文学批评的特征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总之，何格恩、罗根

泽二人较早突破永嘉之学的地域范围，从中国哲学史和文学史来肯定叶适在全国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书局整理了《叶适集》（1961 年），后又出版《习学纪言序目》

（1978 年）的点校本，为叶适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与此同时，许多专家、学者对叶适的思想进

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重要论文有：潘富恩的《叶适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光明日报》，1957 年

2 月 20 日）、吕振羽的《论叶适思想》（《历史研究》1960 年第 1、2 期）、华山的《叶适思想批判》

（《山东大学学学报》1961 年第 4 期）、包遵信的《叶适哲学思想的评价：从〈习学记言〉的出版

说起》（《社会科学战线》1978 年第 3 期）。通史性论著也较多涉及叶适的篇章，如侯外庐主编的

《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人民出版社，1960 年）专列“叶适的唯物主义思想及其对哲学遗

产的批判”一章。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 3 册（人民出版社，1964 年）也有“陈亮、叶

适的唯物主义思想”篇目。 

综合考察，这些论著是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路线斗争中写成的，故对叶适思想的阶级

性和哲学派性的讨论便成为研究的重点。由于叶适言及“理”与“物”、“道”与“器”的关系时

重视“物”“器”在先的意义，主张“理为物之理”，故潘富恩认为在认识论上，叶适是唯物主义

的，进而肯定叶适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此后，吕振羽、华山、侯外庐在认识论、天道观、历史

观等方面继续论述叶适的唯物主义性质。其中，吕振羽在梳理叶适的哲学、史学、经济、政治思

想后指出：（叶适）在哲学上是与唯心主义作斗争的唯物主义流派，政治上是与保守派作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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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良主义流派 [11]，而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中将叶适视作代表，与程朱道学为代表的封建

阶级思想作斗争。 

“文革”结束后，包遵信不满于学界将叶适简单归为唯物主义阵营的提法，其在仔细解读《习

学记言》文本后认为，在唯物主义发展史上，叶适与程朱道学唯心主义的斗争，虽坚持了唯物主

义路线，但他的认识论是狭隘的经验主义，违背了唯物主义，具有唯心主义的面向，叶适与程朱

道学的斗争是阶级内部的不同派别的斗争[12]。很明显，包遵信不满于学界对叶适思想“标签化”

“教条化”的研究，力图全面客观地评价叶适，但其仍未跳出阶级分析法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相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视角，这一时期的学者对叶适思想有纯学理的研究。重要论文有：牟

宗三的《对于叶水心“总述讲学大旨”之衡定》（分四期发表于《民主评论》，1964 - 1965 年）、

周学武的《叶适研究提要》（《木铎》1978 年第 7 期）及《叶适》（《中国历代思想家》1978 年第 6
期）、《叶适研究》（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文，1979 年）等。其中，牟宗三认为叶适的可取

之处在于对宋代政制的批评。在牟宗三的视域中，叶适对程颢的批评，消解了“形而上”的要求，

等于否定了高明智慧，容易自我贬抑，把心灵之光压抑至原始的状态，因而开辟不出高级的智慧。

很明显，牟宗三继承了程颢、陆九渊、王阳明心学的“心”本体论，将心的自觉视为人类摆脱物

化状态的关键，因而反对叶适的“物本”说，进而对叶适的外王说作了批判。 

（二）第二阶段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政治意识形态淡化，客观的学理研究突出，叶适研究进入了繁荣时期，

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温州人周梦江。他先后撰有《叶适与永嘉学派》（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 年）、

《叶适年谱》（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 年）、《叶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 年）三书。其中，《叶

适与永嘉学派》从永嘉学派形成、发展、鼎盛的学术史出发，对叶适的师友渊源、史学、哲学、

经济、政治等方面评价了叶适与永嘉学派的思想。全书取材广博、考订翔实，其多发前人之所覆，

尤其对原始记载与近人论述的失误多有更正，奠定了其在永嘉学派研究中的地位。 

此外，侯外庐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 年）、冯友兰主编的《中国哲

学史新编》（第五册，人民出版社，1988 年）、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上海人民出

版社，1981 年）、陈少峰的《中国伦理史》（上册，北京大学出版，1996 年）、台湾韦政通的《中

国哲学史》（台北大林出版社，1985 年）、贾丰臻的《中国理学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 年）

等书都以相当的篇幅论及叶适的哲学、伦理、经济思想。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关于叶适研究的专文大量涌现。其中，研究叶适哲学思想的主要有：

杨金炎的《叶适的“功利之学”》（《新湘评论》1981 年第 11 期）、陈金生的《〈习学记言序目〉

正名》（《中国哲学史研究》1983 年第 4 期）、李经元的《叶适思想及其对理学的批判》（《中国史

研究》1984 年第 1 期）、何应灿的《陈亮、叶适逻辑思想急议》（《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 年第

6 期）、王育济的《叶适的智勇观及其认识论意义》（《孔子研究》1989 年第 4 期）、内山俊彦的《叶

适思想浅说》（《东洋史研究》1990 年第 1 号）、来可泓的《试论叶适的事功思想》（《上海大学学

报》1993 年第 5 期）、张义德的《如何评价叶适的“中庸”“致中和”思想》（《孔子研究》1993
年第 3 期）、董平的《叶适对道统的批判及其知识论》（《孔子研究》1994 年第 1 期）、王伦信的《略

论叶适思想的学术渊源和地位》（《浙江学刊》1994 年第 1 期）、徐洪兴的《论叶适的非孟思想》

（《浙江学刊》1994 年第 3 期）、何隽的《叶适与朱熹道统观异同论》（《学术月刊》1996 年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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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龙跃中的《叶适哲学思想新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7 年第 4 期）、吴松的《学术关怀

与事功关怀：略论叶适的文化批判及其超越》（《思想战线》1998 年第 7 期）、朱汉民的《叶适的

经学评论与理学批判》（《船山学刊》1998 年第 2 期）、陈国灿的《南宋反理学思潮的理论总结者：

叶适》（《文史知识》1999 年第 1 期）等。 

通观这些研究，仍集中于对叶适的功利思想及反理学特质的阐述。其中董平、何隽、朱汉民、

陈国灿等学者从道统、经学角度凸显了叶适与程朱理学的差异和批判精神。周梦江不满于包遵信

贬低叶适哲学的倾向，认为叶适具有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认识论以及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这些观

点实继承了前人将叶适与程朱理学对立的思维模式，落入心性与事功、永嘉之学与程朱理学对立

的窠臼，颇显遗憾。当然也出现了新的声音，青年学者龙跃在《叶适哲学思想新论》一文中批评

在叶适研究中此种僵化对立的思维，指出叶适赋予功利思想以“仁义礼乐”的基础，其所推崇的

义利并行的观念并非叛逆者，而是儒学在宋代新兴发展的又一个支系，其无疑是持平之论，且值

得重视。 

同一时段，伴随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成为现实课题，如何汲取古人的智慧来推动经济建设是

学者的重要关怀，因此关于叶适经济、管理思想的研究骤然增多，主要有：俞兆鹏的《叶适货币

思想研究》（《中国钱币》1987 年第 2 期）、周梦江的《叶适的经济思想》（《温州师范学院学报》

1988 年第 1 期）、沈萼的《叶适反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历史教学问题》1988 年第 3 期）、

周梦江、汪圣锋的《叶适管理思想研究》（《浙江学刊》1989 年第 4 期）、叶坦的《叶适经济思想

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 年第 3 期）、孙文学的《略论叶适的赋税思想》（《税收纵横》

1991 年第 3 期）、杨翠微的《试论叶适经济思想的社会基础》（《求是学刊》1992 年第 3 期）、吴

松的《叶适理财思想述评》（《思想战线》1998 年第 3 期）、李传印的《叶适对儒家传统财政思想

的批判》（《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9 年第 3 期）等。其中，俞兆鹏指出，叶适对货币的起源、本

质和流通规律都做过相当客观的论述。对于货币管理主张，叶适认为统一钱币铸造，实行恶币回

笼，保证币值稳定和货币兑换，促进货币畅流。在俞兆鹏看来，叶适的货币管理主张，是他货币

理论的具体运用和发挥，与他对货币的本质及主要职能的正确理解分不开的，而这一系列切中时

弊的货币管理主张，又是以他的经济思想为背景的[13]，而叶坦则认为，叶适的人口和土地分配原

则含有平等思想，他鼓励富民与反“抑兼并”，反对重农抑商，提出了“到铜币为纸币所驱”是

一种必然规律等观点[14]。这些观点对当代均具有启发意义。 

与经济主题相关的是教育、人口、人才问题的凸显，而对这些专题的研究，也极大拓宽了叶

适研究的题材范围。相关论文有：董淮平的《苏轼、叶适人口思想之比较》（《思想战线》1989
年第 2 期）、周梦江的《叶适教育思想述论》（《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88 年第 3 期）、张祖桐的《论

叶适的人才观》（《浙江学刊》1986 年第 1 期）、黄启昌的《叶适人才思想述论》（《求索》1990 年

第 6 期）、王育济的《试论叶适的战争观》（《东岳论丛》1998 年第 1 期）等，对叶适的人才观、

教育观乃至战争思想做了相当深度的研究，发前人之所未发，为更全面了解叶适思想做了很好的

探索。 

（三）第三阶段 

进入本世纪初的十余年，由于地方文化建设推动地域文化的兴起，关于叶适之研究进入了繁

荣时期，其研究视野和方法日趋多元，研究队伍的新生力量也不断涌现。 

在哲学思想方面，叶适的道统论、历史观及反理学的功利思想仍是研究的重点。主要有：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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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的《叶适与道统》（《温州大学学报》2000 年第 2 期）、汤勤福的《论叶适的历史哲学与功利思

想》（《云南社会科学》2000 年第 1 期）、李明友的《叶适的道器观及其对心性之学的批评》（《浙

江大学学报》2001 年第 1 期）、景海峰的《叶适的社会历史本体观：以“皇极”概念为中心》（《哲

学研究》2001 年第 4 期）、曾春海的《叶适的义利观及其在伦理学之意义》（《哲学与文化》2001
年第 4 期）、蒙培元的《叶适的德性之学及其批判精神）（《哲学研究》2001 年第 4 期）、陈远平与

肖永明的《论叶适经制事功之学的渊源及其与理学的分歧》（《湖南大学学报》2001 年第 4 期）、

陈安金的《叶适的事功价值观初探》（《哲学研究》2001 年第 4 期）、何晓涛的《叶适的史评特色：

以〈习学记言序目〉的唐史论断为例》（《中州学刊》2004 年第 2 期）、麻桑的《叶适功利儒家伦

理观管窥：以“义”“利”“害”范畴之解析为进路兼以朱学为基本参照》（《浙江社会科学》2005
年第 5 期）、麻尧宾的《从“中庸之德”看永嘉水心学的心性进路：兼评牟宗三“对于叶水心〈总

述讲学大旨〉之衡定”》（《哲学研究》2009 年第 4 期）、向世陵的《叶适的虚实观及其对理学的批

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 年第 3 期）、崔海东《论叶适的形上学》（《中州学刊》

2011 年第 3 期）、陈国灿的《叶适与南宋反理学思潮》（《西华大学学报》2011 年第 2 期）等。其

中，何俊认为，叶适建立了以“治道”为标示的道统观，使其功利哲学得以张本，从而可与朱熹

的道统观相对立。对于历史观，景海峰指出，永嘉之学与朱、陆相抗衡，就在于它形成了一套既

不同于道学本体论又不同于心本论的社会历史本体观，而叶适用“皇极一元”的观念将这些思想

整合为一体，并加以系统化、哲理化，使之上升到了相当高的历史理性水平[15]。蒙培元认为，叶

适的成德之学，是从日常的“所见所闻”“择善固执”中形成人生的品质、美德，“叶适并不是功

利主义者，而是德性主义者，但叶适的德性主义却能与功利结合，因而是一种独特的德性学说”[16]。

而崔海东的《论叶适的形上学》却指出，叶适在批判、解构思孟道学一系义理的同时，又依托《周

易》等建构了特点鲜明的形上学体系，包括以乾代道之乾论、刚习并重之性论以及溯源体乾、循

流用刚的上达与践履兼备的工夫进路[17]。这类研究给我们展示了叶适思想的形上学面向，其颇为

新颖，且值得重视。 

近年来，随着经学研究渐热，叶适的经学注解及其所蕴含的思想也成为关注的焦点。代表性

的论文有：黄开国的《叶适的经学批判（上）（下）》（《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4 年第 1、2
期）、孙金波的《叶适易学思想研究》（《华侨大学学报》2005 年第 1 期）及《永嘉学派的解〈易〉

进路：以薛季宣、叶适为中心》（《中州学刊》2008 年第 5 期）、蒋伟胜的《“乾，物之主也”：叶

适的易学形上学》（《周易研究》2006 年第 6 期）、唐明贵的《叶适〈论语〉学思想的特色》（《孔

子研究》2010 年第 4 期）、蒋国保的《叶适易学思想发微》（《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1 年第 1 期）、

陈锐的《叶适对〈中庸〉的批评及其对儒学的阐释》（《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2 年第 2 期）、王

长红的《叶适易学哲学体系管窥》（《东岳论丛》2012 年第 6 期）等。其中，黄开国指出叶适的经

学是宋代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经学批判性研究以批评思孟尤其程朱经学为主要内容，肯定

《周礼》《左传》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典籍，否定《系辞》《礼记》《公羊》等今文经学典籍，呈现

出偏向古文经学的特点[18]。蒋伟胜认为，叶适通过对《周易》的考辨，建立起易学形上学理论，

而“乾道”就是形上学理论的核心概念[19]。这些从经学角度阐述叶适思想所形成的观点，颇有启

发意义。 

随着市场经济建设的进一步深化，人们力图借鉴前人的智慧来解决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故

叶适的经济思想受到较大的关注。重要的论文有：孙丽君的《叶适的反抑商思想》（《东北财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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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报》2000 年第 1 期）、朱晓鹏的《试论叶适的经济思想及其现代意义》（《温州大学学报》2001
年第 2 期）、唐刚卯的《读南宋叶适〈淮西论铁钱五事状〉》(《中国钱币》2004 年第 4 期)、张

家成的《析叶适的富民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 年第 1 期）和《析叶适的重商思想》（《中

国哲学史》2005 年第 2 期）等。其中，唐钢卯认为叶适不仅首次完整描述“劣币驱逐良币”的货

币流通规律，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宋代钱币的版别，这种小版别的研究即是后世钱币学研究的“基

础学科”[20]，而张家成认为，叶适对“贵义贱利”“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尖锐的批判，

并在理财、货币、土地乃至兵制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富于商品经济意识的深刻见解和主张。作

者还指出叶适重商，并不意味着他否认德性与道义。因为叶适在肯定财富价值的同时，并未否定

儒家的伦理规范，还力图将财富与伦理结合。从其基本立场及思想渊源来看，叶适的重商思想仍

属于儒家传统[21]。 

近几年，随着学科之间的交叉互动，一些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对叶适的文学观青睐有加。如

赵敏、崔霞的《叶适与永嘉四灵之关系论》（《广州大学学报》2003 年第 11 期）、钱志熙的《叶适

〈白石净慧院经藏记〉读后记作：一种乡土文化式的解读》（《古典文学知识》2003 年第 6 期）、

李新的《叶适的中和文艺美学观》（《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 年第 2 期）、沈松勤的《叶适“集

本朝文之大成者”之刍议》（《文学遗产》2012 年第 2 期）、郑慧的《诚论叶适的道统论与文学思

想》（《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2 年第 5 期）等。这些研究多集中在叶适的文论、诗文风格、“选

体”之影响以及其文学与永嘉辞章学的关系。如陈安金认为，永嘉学派在南宋末期衰微后，叶适

及永嘉学派的“永嘉文体”仍然能够不绝如缕地传承，这就是从永嘉学派到永嘉文派的演进发展

过程。其中陈耆卿、吴子良、舒岳祥、戴表元、车若水等人在这水心辞章之学的大众化和异化过

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22]。沈松勤则认为，北宋以来，在文道分裂乃至对立的情况下，叶适提出了

“德艺兼备”文道观，并在“经欲精，史欲博，文欲肆”的知识结构的基础上，将自己的文道观

落实到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在当时获得“集本朝文之大成者”的隆誉，在宋代文学史上有着举足

轻重的地位[23]。至于叶适与“永嘉四灵”的关系，赵敏、崔霞指出，“永嘉四灵”与叶适之间交

往密切，并受到了叶适的提携，这是“永嘉四灵”文学成功的原因[24]。 

此外，对叶适研究的题材也取得进一步拓宽，如研究其教育思想的有：肖正德的《略论叶适

的功利教育思想》（《宁波大学学报》2003 年第 2 期）、孙金波的《叶适的教育思想》（《现代教育

科学》2008 年第 6 期）；研究其军事思想的有：刘煜瑞的《试论叶适的军事战略思想》（《民族论

坛》2010 年第 2 期）、张洁的《试论叶适的军事思想》（《河北学刊》2011 年第 1 期）等；研究其

社会思想的，有崔海东的《上下“一本”何以可能：论叶适重建南宋基层社会的方案》（《中共宁

波市委党校学报》2011 年第 1 期）等。这些研究使我们了解到叶适的不同层面，有利于我们全面

认识叶适。 

五、结  论 

百年宋代永嘉学派研究，始于清末民初的温州籍学人对永嘉学派的文献整理及精神弘扬，小

成于 1980 - 1990 年代，大盛于 2000 年以来的十余年，并涌现出多位有代表性的学者，早期如孙

衣言、林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周梦江、董平、何俊及最近的陈安金、陆敏珍、王宇、任锋等

人。同时，也出现了以温州大学（前身为温州师范学院与温州大学）为中心的永嘉学研究阵地。

这些浙籍学者的研究，加上全国其他学者的努力，共同推动了宋代永嘉学派研究的繁荣。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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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的内在层面，仍存在诸多值得改进与补足之处。 

首先，研究过于集中，分布极度不平衡。如前所述，八十年代以来的宋代永嘉学派研究主要

集中于叶适。据笔者目力所及的四五百篇研究论著中，关于叶适的研究占到相关总研究的五分之

四，其数量远大于“皇祐三先生”“元丰九先生”、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等人相关研究的总和。

由于学者以大量的时间精力与学术资源较多集中于叶适，也就出现了许多重复的成果。相对而言，

对其他永嘉人物（如周行己、郑伯熊、郑伯英、薛季宣等人）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其次，许多学人有意无意地受地域限制，对永嘉学派的研究于推崇过多、批判性较少。据笔

者的估量，百年来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是温州籍学人（或与温州有各种渊源的浙籍学人）所撰。

他们大多熟悉地方历史文献，对推动永嘉学派的研究功不可没，但较多的学者因倾注过多的桑梓

情感，在研究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推崇、拔高永嘉学派的学术创新及其地位，却较少从整个宋代儒

学的角度来看待永嘉学派，甚至有将其凌驾于程朱理学和心学之上的倾向，呈现出一定的地方主

义色彩。 

再次，将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与程朱理学相对立。以往对永嘉思想的研究多集中于唯物

主义与唯心主义性质之争、功利与义理之争、事功与理学的对立，且将叶适塑造为反朱熹理学的

健将，却无视叶适与朱熹、吕祖谦、陆九渊、张栻在理、气、道、器、心、性等方面的共通性。

众多学者并不明白永嘉事功之学与性理之学的对立和鸿沟究竟有多大？或许林损主张永嘉学派

合心性、事功为一，强调“经济之心性”；蒙培元认为的“叶适并不是功利主义者，而是德性主

义者，叶适的德性却能与功利结合”；麻尧宾探索永嘉心性之学的路径等方面的观点，最值得我

们思考。因为永嘉学派并非不谈心性，而是他们反对空疏的心性。他们强调事功，但反对急躁冒

进的事功，这与程朱理学同属修身治世的传统。 

最后，缺乏整体统合的视野。目前的研究成果囿于学者自身的专业，且大多是单向度阐述叶

适的理学、史学或文学。这样的研究，尽管较为细致、深入，然而缺乏整体、全面的视野，难以

呈现叶适思想的全貌，也难以领会在叶适思想中，究竟以何种思想为主导，是否统摄、贯穿其它

学说。如能绾合叶适的义理、事功、文章之学，梳理其心性、事功、经制、史学之间内在的逻辑

关联或能开辟永嘉学派研究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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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f the Studies of Yongjia School 
 

WANG Ku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China  321004) 

 

Abstract: Yongjia School originated from “Three Scholars in Huangyou Period” and “Nine Scholars in 

Yuanfeng Period”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was founded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by Zheng 

Boxiong and Xue Jixuan. With the promotion of Chen Fuliang, it was perfected and epitomized by Ye Shi. 

Since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Yongjia Scholars have become the topic of scholars’ discussions. The 

research of Yongjia School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began with the literature compilation and spiritual 

promotion of Yongjia School by Wenzhou schola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ey made small achievements during 1980s and 1990s and made greater achievements in more than ten 

years since 2000, which promoted the prosperity of Yongjia School’s research. However, on the academic 

level, there is still plenty of room for improvement and complements in the study of Yongjia School. 

Key words: Yongjia School; “Three Scholars in Huangyou Period”; “Nine Scholars in Yuanfeng Period”; 

Chen Fuliang; Ye 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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