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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采与东林朱学
钟西辉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北碚

）

摘 要
张采是明清之际学术大转型思潮中重要的理学代表人物，其接武东林朱学的学术
实践，主要体现在传承东林学脉、整理理学著作、宣讲程朱学说等三个方面。这些学术实践，
就理学学统传承而言，是东林朱学在复社的继续和发展，就时代精神实质而言，是复社士子
重建与张扬程朱理学的开端。从东林朱学到复社实学，再到康熙理学，程朱理学之所以能历
经王学狂飙和鼎革巨变而常新不衰，张采等复社巨子可以说是居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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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是朱学思想重新被赋予至高无上权
威的重要历史拐点，与前一时期思想界纷葩繁昌的
局面相比，以“通经学古，振兴于世” 为宗旨的
学术正统化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程朱独大、
定于一尊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晰。入清后，这种趋
势更是得到进一步加剧。思想文化领域的程朱化进
程，与明末复社诸子的积极提倡是分不开的，当
然，其中也有复社领袖张采很大一部分功绩。为
此，下文拟客观描述张采在接武东林朱学上的具体
实践，并精准辨疏他之接武东林的时代背景和深层
原因，期望以此来窥探复社的学术思想体系、把握
整个晚明学术界的发展趋势和时代特质。

一、传承东林学脉
明中期以后，阳明心学的狂飙突袭、释道禅理
的深度浸润，致使学术界出现前所未有的纷纭复
杂、丰富多彩的局面，主流思潮的演进因之而呈波
谲云诡之势。然而，不管时事怎样变化，总有一些
以道统和文统承继者自居的学者，始终笃信理学、
坚守程朱、发扬道统，在他们的学术以及政治活动
中，程朱理学的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其统治地位
也一直没有被完全取代或放弃。很多东林名宿就是

这样的学者，东林冈田武彦评价他们说：“在维持
国家的纲常人伦被王学末流破坏，而内政外交又都
濒于危殆的明末社会里，忧世忧国的东林，遵循朱
学，信奉性学，保持伦理的严肃性，并努力拯救国
家的命运，这大概是理所当然的事。
” 在承继东
林遗绪的基础上，复社士子们致力于接武东林朱学
的学术实践，尽管他们“对传统理学都有不同程度
的接触，且有精辟深入的分析和评论，又从不同角
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但在根本宗旨上却体
现出一个相当明显的共同倾向：他们都遵循朱学，
信奉性学，保持伦理的严肃性。他们上承东林朱学
的精髓，下启康熙理学之肇端，既开拓了东林朱学
的新局面，又孕育着后来康熙朱学的若干思想内
容，他们的学术思想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
一般来说，张采年龄阅历上少于东林名宿而长
于复社士子，政治积淀和学术声望比上不足却于下
有余，似乎受限于此，他接武东林朱学的学术实践
——前承东林朱学遗绪，后启复社实学滥觞，接绪
和延续的特点非常明显。现就张采前承和后启的学
术实践分述如下：
明清易代之际，学术界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
转机，曾有学者指出这种学术转机的真谛：“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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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衰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程朱理学的兴起，程朱理

数量大。张采的学术交流活动极其频繁，对后学的

学被人们视为救治王学弊病的重要选择。
” 顾宪
成、高攀龙等东林大儒，以及后来以张溥、张采为

奖掖也极其认真，凭借其崇高的社会声望和复社得
天独厚的宣传平台，张采多次通过写序、推荐、交

代表的复社名流，都是晚明标榜程朱理学的主干力

流的方式来尽心竭力的奖进后学，肯定后学在传承

量。顾宪成明确规定东林讲学学规应以程朱为宗，
高攀龙汇辑《朱子节要》，全然以朱学传人自居。

程朱、兴复古学方面的成绩。仅就《知畏堂文存》
来看，受其奖掖的后学，在福建、浙江、江苏、江

张溥以传承东林学脉为己任，反对空谈心性、游谈
无根的空虚学风，他也是忠实的“程朱崇拜者”。

西、湖广等地都有分布，较为出名的就有黎遂球、
刘城、王崇闇、章美、黄文旦、归尔复、陈似木、

张采的朱学思想，与东林名宿，尤其是刘宗周
的关系甚大。他曾和陆世仪约定一同前往绍兴求学
刘宗周，未果，终身以为憾事，为弥补心中缺憾，
还专门请刘宗周高足史子虚至太仓家中论学，一同
“辨阳明性无善无恶之非” 。后来，张采曾单独向
蕺山访学：
“不肖孟冬伏病走绍兴，请教刘念台老先
生，便坐春风中半月” ，他在刘宗周处求学近半
月，觉得效果很明显，为此专门写信给刘宗周以表
感谢，并说有继续求教的打算：
“
（先生）辄加启迪，
梦寐省佩，难以言论。正惧复伥伥，冀明春趋侍尔。
”
在东林名宿的启迪下，张采遵奉“振兴于世”的
治学宗旨，坚持“通经学古”的学术评判标准，朱
学思想与他们并无太大差异，葛芝在《故礼部员外
郎张先生行状》中说张采“晚事理学，以程朱为宗”
，他自己也曾多次坦诚学术基点：“谨遵朱子主
张采的
敬之说，期以躬行为归，以致知为学。
”
文章，理学气味很重，他说：
“所以不肖绝去两端，
专事理学。非绝功名与文章也。绝功名，将绝经
济；绝文章，将绝经史。经济绝，世何由治平？经
史绝，世何由闻见？但理学中两者具足。离之则为
枝叶。不肖正绝去枝叶，专事根本耳！”
在张
采看来，写文章、注经史都只是治学的门径，理学
才是治学最根本的立足点。他说：
“我心止一天理。
出天理，则人欲矣。盗贼者，人欲之极者也。惟天
理无私，故能制人欲。则惟儒者存天理，故能制私
逞之盗贼。
”
在张采文集中，有很多这种近乎
呼吁式的激动话语，与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
伦理教化观点如出一辙，明显地承续了东林尚节
操、重义气的精神品质。张采所承袭的东林朱学思
想，由上可窥其大略。
在张采的学术体系中，与上承东林朱学的思想
相辅相成的，是他在自觉地维护和延续东林朱学传
统上的努力。具体而言，这种努力，有三个方面的
内容值得注意：
首先是对复社“真儒实学”的奖进，范围广、

叶必泰、孙受之、郄陆奕、王志庆、王志长等数十
人人，其中还不乏朱健、钱肃乐和堵胤锡等气节高
亢、名重一时的志士，若考虑到张采复社领袖的特
殊身份，以及入清后文献禁毁和散佚的情况，受其
理学思想影响并得到奖进的后学当不在少数。葛芝
说，张采在临川做县令，短短两年时间，“依其成
“四
名者数十人” ，在其声誉日起渐至高潮时，
，此外，黄与坚言及张采
方弟子至者数千人”
时，也用“南北之士，靡然从之”
的语句来
形容其奖掖后学的巨大数量，这些都可以作为张采
奖进后学区域之广泛、数量之庞大的旁证资料。何
宗美先生说：“复社大规模士人运动正是为了应对
晚明党争的第二战场而兴起且不断壮大起来的。
”
张采等复社领袖广泛、大量地奖进后学的学术实
践，对于复社士人运动的迅速兴起乃至不断壮大，
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其次，张采在复社社友的选择上，标准极其严
格。他选择复社社友，不分高低贵贱，只问学术虔
诚纯正与否，其学术大门是向贫民子弟开放的。关
于这一点，可以他两个排斥贵族子弟的突出事例来
作为反证。陆世仪在说到张采和王时敏的关系时
说：“时敏之子挺、揆、撰、甥吴世睿泽皆美秀能
文，独外坛坫；两张以其立异，颇少之。
”
可
见，对于异端后学，即便是名门子弟，张采也一律
加以排斥；与此同时，首辅温体仁之弟温育仁欲求
入社以谋求科举之利，动机不纯，张采坚决排斥，
不许其入社。排斥贵族子弟只能说明张采奖掖后学
的门槛之高、标准之严，但并不意味着他歧视和排
挤贫寒弟子，事实上，出身贫寒的张采对贫寒弟子
有着天然的同情之念，例如，郄陆奕是“偏处乡之
南”
的乡绅士子，文章“去靡存质，去繁存简，
耻为昳丽，以归玄旨，可谓卓尔”
，张采官临
川时，把他介绍给陈际泰、章世纯、罗万藻等当地
儒学大家，告假归乡后还不忘继续调教，使之从学
于娄东；再如张采收吴世睿家僮张峣为弟子，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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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从中阻挠，张采帮助张峣出逃并“进赎金，为峣
削隶籍”
，以让其安心向学。可见，张采奖掖
贫寒后学是不遗余力，甚至是不惜一切后果的，琅
琊王氏家族后来因衔恨张采而多方为难复社，就是
一个很好的例证。复社内部不乏年轻的贫寒士子，
在社会上享有广泛而又崇高的声誉，与张采选择复
社社友时高门槛、严标准的要求不无关联。
再次，张采在自觉地维护和延续东林朱学传
统上的努力，最突出的一点是竭力弘扬实学思想。
晚明有些“不通经术”的士子，试图通过模拟记
诵科考范文的方式来博取功名，学术上不通程朱
经义，思想上不尚儒家伦理。有鉴于此，张采一
开始就在复社内部大力弘扬实学思想，曾受过张
采栽培的黄与坚说：“当先生（张采）少时与西铭
先生读书，相率以通经学古、振兴于世。
”
显然，“通经学古、振兴于世”的实学思想，在复
社成立之初就已经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了。后来
复社声势如日中天之时，为促使热衷空谈的后学
把精力转到经世之学上来，张采在复社后学中提
倡实学的努力更加突出，他“率其门人子弟修明
濂洛之旨于其中”
，还“传示各邑社长，推择
经济博达之士，能兴道致治者，与材力智术能排
斥异己者，汇造一册”
，可见，张采“修明濂
洛之旨”的学术实践，也是他弘扬“经济博达”、
“兴道致治”的实学思想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与
他选拔和奖掖复社后学中的佼佼者，是合二为一
的。在这波实学思潮中，很多成名于清初的理学
名士都受到了张采实学思想的特别恩泽，其中最
典型的就是陆世仪，张采不仅高度评价他所著的
《匡时臆论》、《治乡三约》和《城守书三项》等经
世之作，还借阅这些书的原稿来作为减灾救民治
乡运动的蓝本，这不仅极大地提升了陆世仪的学
术造诣，还鼓励着他继续其“兴道致治”的实学
实践。张采之推行“濂洛之旨”、提携后学的努力，
于陆世仪如此，于其他士人也是如此。个人的力
量和影响也许是有限的，但在多位复社领袖对实
学风气所作的极力倡导下，复社实学思潮的高涨，
程朱治学风气的盛行，已是必然之势。在这波实
学思潮熏陶下，一大批有志于经世济民的士子，团
结在张采等复社领袖周围，东林品质和儒家气节
得到很大张扬，“二张”的学术声望和复社的政治
实力也得到很大提升。复社逐渐成为明末清初实
学思潮的坚固堡垒，与此关系甚大。

二、整理理学著作
张采毕生致力于研究和整理程朱理学著作，功
绩非常大，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对此曾予以
高度赞扬：“
（张采）考文征献，比于吉士（张溥）
功多。
” 张采“考文征献”的贡献，最突出的体
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重编《宋名臣言行录》。
《宋名臣言行
录》原为朱熹辑录、李幼武续纂，在宋明两代是有
着重大影响的理学名著。晚明时，该书的版本情况
很复杂，张采曰：“即今行事卷集，其应天府学小
版，既日久漫灭，扬州版差明了，然皆讹乱倒错，
令人读不能句。有本文作细注，一事未完而即空白
有裂后数行于前，缀前数行于后 有前则逸半
后，后则逸前半 ” 基于该书流传版本过多的
舛误，叶盛《水东日记》甚至怀疑其真实性：“颇
疑其非朱子手笔，为后人所增损必多。
” 为了重
树朱学伦理在士林中的权威地位，改变当下时弊从
生的理学现状，张采决定重新辑录朱熹的理学名著
《宋名臣言行录》，他“谨就所知识，一一校正，间
既考补
复不自量，辄加丹黄，且致评骘”
，
在该书中，张采分宋名臣为五类，即开国功臣、党
祸贼臣、靖康之臣、南渡诸臣和学术家等，把他们
的言行事迹分门别类，重新予以编排。此外，张采
还专门整理出李幼武所补编的《宋名臣言行录·外
集》即《道学名臣录》，借以弘扬程朱派道统名臣
的学术理论，他说：“使有志学道者察乎邪正，辨
乎义利，则几动而心性以明，是因知解得操持，因
向往得践履。
”
可见，张采此举，意在宣扬合
乎程朱教义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行为，并以此来规范
士人的心理和行为。事实上，张采这种熔经铸史、
“考文征献”的治学方法，既能加强朱学的研究和
推广，又能起到砥砺士气，激扬清议的作用，所以
当时人就予以了高度肯定：“以前言往行，使夫知
所向方，则可以与于道矣。
”
在他们看来，由
接武东林朱学而至楷模道学名臣，理学之道有了方
法论的指导。
另一方面，张采“考文征献”最突出的功绩，
还体现在对张溥遗作的整理上。复社之狱基本平息
时，崇祯帝想要阅览张溥著作，张采马上意识到，
整理和编辑出版张溥遗著，是复社与温体仁党人针
锋相对的斗争方式，是他在受到数年政治打压后非
常理想的申冤途径，同时也是他竭尽全力抬高程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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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政治宣传手段。因此，张采紧紧抓住这个难

求闻道，则必求讲学。
”

年

张采“专事理学”，以

得的机会，投入大量精力到这个工作上来。朱彝尊
说张采“考文征献”，主要指的就是此事。现存几

“道”为安身立命之本，提倡以最直接的方法——
“讲学”的途径，来获取“道”的真谛。张采还说：

乎所有的张溥著作，都经过张采的整理校对，就此

“学校庠序之设，非六经无以教，天下之大且众，

而言，没有张采，就没有多达三千卷的张溥遗作流
传于世。张采整理出的张溥遗作，是他吸取历史经
验的理论依据，也是他进行文宣斗争的思想武器，
意在启迪后学由书中所涵载的程朱理学思想找到

舍六经无以学。见诸事物，则民生日用之不可离；
措之天下国家，則亘千万世而不可易。
” 在他看
来，学校的主要任务不是传授八股技法、进行纯粹
的科举训练，而是教学儒家典籍，学校是“昌明泾

有益于民生的经世方法，并最终实现其改变社会现

阳之学 振起东林之绪”

状的心愿，在这方面，张采与东林诸儒复兴朱学之
举有异曲同工之妙。崇祯帝不再严词切责臣下调查

由在学校学到的六经经义思想，士人才能发现隐托
于日常生活中的真理，找到济世救民的治国方略。

复社，也不再严令“二张”上疏自陈，复社遭受多

可见，张采主张发挥讲学“倡道”的作用——借助

年诬蔑打压的政争结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张
采这种文宣斗争的方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复社讲学的平台来推广程朱学说，进而确保正统儒
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

张采在整理理学著作上的工作，为他自己带来
了崇高的社会声望。葛芝在《故礼部员外郎张先生
行状》中说：
“
（张采）尝操小舟过绍兴访念台刘先
生宗周，刘先生理学重望，闻先生至，大喜，率弟
刘宗
子百人请教先生，开陈大义，亟推服。
”
周以东林一代理学名儒之尊，对于复社领袖张采
——“晚事理学，以程朱为宗”的后学，尚能以师
礼事之，
“率弟子百人请教先生”，还能“亟推服”，
足见张采在这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他在当
时理学界的崇高声望。

二是重视讲学对晚明八股的修正作用。在讲学
中，张采擅长于通过传授八股写作经验的途径来干
预时事，并借机把对程朱学说的解说权化作对士林
清议的主控权。由张采现存的为社团所作的序跋和
规约来看，他主张儒经帅时文、时文载儒经的八股
写作原则，既提高时文的格调，摆脱时文代圣人立
的程朱
言的樊篱，又宣传“行其道于天下”
学说。显然，在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此举能有
效地主控士林清议。这方面的例子以《钦定启祯四
书文》中选录张采八股文《论语 哀公问于有若曰》
最为典型，在该文中，张采借古论今，以鲁哀公时
财税短缺的困境来比拟晚明之财政困窘，通过有若
之口，竭力发泄对江浙百姓负担过重的不满，并趁
机提出减轻赋役、先富民再富国的民本主张。张采
用八股写作来干预时事的做法，虽守经遵注，却也
摆脱了空洞说教的牢笼，给这种僵化的文体注入了
一种学以致用的色彩，客观上加强了程朱理学和八
股制度的联系，这正好印证左东岭先生的一句话：
“八股制度是如何选择人才的方式与手段，而程朱
理学则是所选人才应具备的素质与标准。二者的共
同目的是为明代官场与社会提供朝廷所认可的理
想人才。
” 不管张采的原初意图如何，这种借八
股制艺的载体来推广程朱学说的做法，因为“体现
了以经世之学矫正一般理学家空虚学风的尝试，具
有修正理学的意味”
，所以取得了空前成就，
在当时就引起广大士子的争相效尤，黄与坚所说的
“南北之士，靡然从之”，就是指的此种情形。
三是着眼于讲学对汉、宋融合思潮的意义。张
采在讲学中宣讲和弘扬程朱理念的活动，还有一点

三、宣讲程朱学说
张采接武东林朱学的努力，不仅仅体现在传承
东林学脉、整理理学著作等方面，还体现在宣讲程
朱学说的讲学活动上。
张采终身讲学，多次立社，他参与组织和指导
的社集，除后来的综合性社团——复社外，还有早
期的应社、广应社、合社、观德社、剑光阁社等
等。这些社集，除观德社是砥砺武功的剑术团体
外，其余都是宣讲和弘扬传统儒家学术特别是程朱
理学的社团，张采之接武东林朱学的学术理念，都
是经由这些社团而得到具体实践的。张采的讲学立
社，特别之处有三：
一是肯定讲学对“倡道”的作用。在明末学术
界纷纷批评世人好讲学立社的饾饤风气时，张采则
偏偏在讲学立社上用力甚勤，对讲学立社之世风持
肯定态度，认为讲学对于传播和弘扬程朱学说有特
殊的作用，他说：“此身父母之遗，以不闻道而老
且死，是轻其父母也。重父母之身，则必求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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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采与东林朱学

值得补充，即在“五经分治”讲学模式下对儒家经

思想问题作为解决时代和实际问题的前提而赋予

典的重新注疏。明代自《五经大全》问世后，科考
独尊程朱注疏，由此而带来“八股盛而六经微 十
八房兴而廿一史废” 的后果，要救治独尊程朱所

其紧迫感和现实性，已经成为当时学术界最具标志
性、最为重要的思想路线，这使张采成为明清之际
全面反拨“时风众势”和回归儒家传统的潮流中一

衍生的思想痼疾，就必须尊注疏、明渊溯，拓宽士
子们的学术路径。因此，复社诸子们推行“五经分

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由此
而得到确立。

治”的讲学模式，齐力恢复汉学注疏的治经传统。
张溥曾简要概述“五经分治”的基本情况：“
（应

当然，学术界的既成局面和演变趋势，是在多
种因素长时间的相互作用、共同酝酿下形成的，不

社）《五经》之选，义各有托：子常、麟士主诗、

能简单地归结于某一组织核心人物的朝夕之功，不

维斗、来之、彦林主书，简臣、介生主春秋，受
先、惠常主礼，溥与云子主易，振振然白其意于天
下。
” 虽然张采等人宣讲的主要是宋学派的儒家

过这里仍然要特别强调复社在晚明清初学术演变
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对此，何宗美先生在《明末清
初文人结社研究》中曾给予高度评价：“复社在明

“五经”，
“教材底本”是《五经大全》，这与前人无
异，但是，在面对求仕心切的广大诸生时，复社诸

末清初学术史上完成了一次学术思潮的大转折，标
志着明代学术之终结和清代学术之开端。
” 程朱

儒根据各自主讲内容编有大而全的儒经注疏本，在
此基础上推行先专擅一经再融会众家的治学方法，
如张采就编有十八卷的《周礼合解注疏》，张溥有
《五经注疏大全合纂》、
《四书注疏大全合纂》，杨彝
有《四书大全节要》等等，汉、宋融合的思潮由此
而开启肇端。张采等复社诸子的这种做法，表面上
看来打破了经学领域朱学的独尊地位，是对程朱学
派的背叛和离弃，却拓宽了士子们的求学路径，孕
育着清初学术的基本特点和总体精神，实质上为程
朱理学的发展开创了一片新的天地。
复社并没有局限于应试八股、服务科举的狭小
天地，它所培养出来的士子，大多熔经铸史、贯通
古今、兼容众家，在鼎革之际还涌现出诸多殉国赴
难、义不降清的爱国志士，这与张采等复社领袖借
讲学活动来弘扬程朱学说的学术实践，也有一定的
因果关系。

理学之所以能历经王学狂飙和鼎革巨变而常新不
衰，并且在康熙朝再次成为士林显学，以张溥、张
采为代表的复社诸子可以说是居功至伟。

综上所述，张采在传承东林学脉、整理理学著
作、宣讲程朱学说等三个方面的学术思想和实践，
就理学学统传承而言，是东林朱学在复社的继续和
发展，就时代精神实质而言，是复社士子重建与张
扬程朱理学的开端，其目的主要还在于将曾经被王
学末流剥夺的一整套儒家思想文化体系发掘出来，
并重新予以切合时代和实际需要的阐释。这种阐
释，重在对朱学传统学说的重述与承继，还带有某
种理论上的保守性和复古性，但保守性和复古性是
达到其他更为重大意义的一个通道，它带来了对程
朱理学的重大突破——超越了过去理学桎酷下学
术思想与现实世纪相互隔绝的狭窄视界，将学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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