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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鸣盛的经史之学
王 树 民
摘

要

王呜盛的学术 ,以经学为基础 ,以史学为 归宿 ;言必有据而严守家法。 经学方面 ,由于

出奴入主之思想 ,影响创造性的 发挥 ,故功 力虽深 ,其 成果则有限。 史学方面 ,免受家法所 束缚 ,其
实学优点得以尽量发挥 ,在校订字 句、评定人物 、考证地理、辨明制度 等项上都取得一些成 就 ,终以
史学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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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鸣盛 ,生于清康熙六十一年 ,卒于嘉庆二年 ( 1722— 1797年 ) ,江苏嘉定人 ,字凤喈 ,一字
礼堂 ,别号西庄 ,晚年又改号西 ,而以西庄之名最通行。 幼年有神童之目 ,为诸生时 ,屡试占
魁。 乾隆十九年 ,以第二名中进士第 ,授编修 ,协助秦蕙田修《五礼通考》。 乾隆二十四年 ,为福
建乡试主考官 ,旋命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回京途中 ,以滥用驿马为御史所参 ,降为光禄寺
卿。二十八年 ,因母丧告归 ,移居苏州 ,闭户读书 ,不再出仕 ,专攻经史典籍。时正当汉学昌盛之
际 ,惠栋、沈彤 ,名震一世 ,西庄深受其影响 ,完全接受苏州学派的观点 ,治经严守家法。 主要著
作为《尚书后案》三十卷 ,《周礼军赋说》四卷 ,《十七史商榷》一百卷 ,《蛾术编》九十五卷。此外有
诗文集《西庄始存稿》三十卷 ,诗集《西

居士集》二十四卷 ,另有文集十六卷 ,未刊 ,已散佚 ,其

五世孙元增搜其遗文 ,刊为《耕养斋遗文》 ,仅得六篇 ,又《练川杂咏》、《谢桥词》各一卷 ,皆收于
《先泽残存》初、续编中。 别有选录之《江左十二事》、《苔岑》等集。 《后案》与《商榷》皆刊行于生
前 , 《蛾术编》则于其卒后四十余年 ,始由沈懋德刊版 ,原书分《说录》、《说字》、《说地》、《说人》、
《说物》、《说制》、《说集》、《说通》、《说刻》、《说系》十部分 ,《说刻》所收金石文字 ,为王昶《金石萃
编》所采用 ,《说系》则为王氏族谱 ,刊版时皆略去 ,仅存八部八十二卷。 其中《说录》讨论经史各
书 ,《说字》以《说文解字》为主 , 《说地》结合《尚书· 禹贡》 ,详究古今地理分合变化 ,多重要见
解 ,今就各书要点 ,略论其学术成就与思想。
西庄学术之特点为以经学为基础 ,而以史学为归宿。 苏州学派当时称为汉学正宗 ,经义主
郑玄 ,文字主许慎 ,言必有据 ,严守家法 ,为其主要信条 ,解说经义只问是否为汉儒之说而不问
其解说之是非。与之同时并称的徽州学派 ,则重视解说的是非 ,故就学术成就而言 ,苏州学派逊
于徽州学派。但在汉人旧注湮失千年以上之后 ,苏州学派能广泛搜辑 ,并加诠释 ,使之重为世人
所知 ,其贡献已不容忽视。 六经本多为古代的史书 ,如《尚书》为记言者 ,《春秋》为记事者 ,故由
经学转入史学 ,其中并无隔阂 ,且有水到渠成之势。 西庄治经即以《尚书》为主 ,其次所重者为
《春秋》、《左传》与《周礼》等。西庄受惠于经学即在言必有据 ,极力避免虚论伪证 ,因而时人称为
实学。 在另一方面 ,严守家法则如作茧自缚 ,影响创造性的发挥 ,不能如徽州学派之别开天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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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庄所受经学的消极影响。
《尚书后案》与《周礼军赋说》是他在经学方面的两部专著 ,都收于阮元主编的《清经解》中。
二书都是用疏体或正义的形式写的。 《尚书后案》自序起首便说: “《尚书后案》何为作也? 所以
发挥郑氏康成一家之学也。”这就限定其内容只为发挥郑玄对于《尚书》的解说 ,无保留地认定
为正确的。自序又这样说: “予遍观群书 ,搜罗郑注 ,惜已残缺 ,聊取马、王、传、疏益之 ,又作案以
释郑义 ,马、王、传、疏与郑异者 ,条晰其非 ,折中于郑氏。名曰`后案’ 者 ,言最后所存之案也。”文
中所引郑、马、王等说 ,均注明出处 ,是一个重要优点。但就《尚书》释义而言 ,仅提供了郑玄的说
法 ,而非《尚书》的确切释义 ,其成就与局限 ,可谓明如观火。 《周礼军赋说》也是这样 ,他误认为
《周官》是周代实有的制度 ,而不知其为战国时人杂凑成书的 ,所以他讲到井田、沟洫、授田、军
制等问题 ,引证的资料十分丰富 ,而未能辨明古代这些问题的实际情况 ,这也是受家法影响的
结果。在其说法与家法无矛盾时 ,方有可取之见解。如论《诗》之赋比兴: “《 (毛 )传》于赋比兴虽
间注之 ,却不每章尽注 ,至朱子《集传》 ,每章必注赋比兴。 愚以为非也 ,盖作诗者非心拟定欲作
兴体、比体、赋体 ,及其诗成 ,而读者约略其词 ,大抵不出此三种。 如必瓜区而芋畴之 ,则胶柱之
见 ,必有所不通。” (《蛾木编》卷 75)此说乃远胜于泥古不化者。
《蛾术编》是一部综合性的学术笔记 ,其中经学居主要地位 ,言必有据与严守家法之特点尤
为分明 ,为了维护家法 ,甚至流为强烈的主观偏见 ,虽论据不足亦强言之。 南北朝时 ,北朝儒生
宗奉郑玄之《易》、《书》、《诗》、三《礼》、《论语》、《孝经》等注 ,服虔《左氏》注 ,何休《公羊》注 ;南朝
儒生宗奉《尚书》伪孔传 , 《易》王弼注 ,《左传》杜预注 , 西庄因尊郑之故 ,便重视北学而轻视南
学。其《南北学尚不同》一篇 (《蛾术编》卷二 ) ,开首即说: “南人轻浮浅躁 ,北人沈潜笃实 ; 南人虚
夸诬妄 ,北人诚朴谦谨 ,故学尚不同。”其说不妥似亦有所自觉 ,下文又云: “南岂无良儒 ,皆衍北
学之宗风。 北亦有漫士 ,实中南人之蛊毒。”实际上仍为重北轻南。
唐初修《五经正义》 ,《易》用王弼注 ,《书》用伪孔传 ,《左传》用杜预注 ,郑玄、服虔等说皆废
而不用。西庄对此最为不满 ,直称: “《王易》、伪《孔书》、《杜左》 ,经中之蟊贼也。”而委过于刘焯、
刘炫 ,称之为“俗学” ,专写一篇《刘焯刘炫会通南北汉学亡半其罪甚大》以致其忿。 他说: “唐虞
以下 ,君圣迭兴 ,直至周衰 ,惟吾夫子为生民未有之一人 ,故学无常师。 自非天子 ,谁敢祖述尧
舜 ,宪章文武 ,金声玉振 ,集其大成 ,而删定五经乎! 夫子没 ,七十子各守其家法 ,历六国暴秦 ,东
西两汉 ,经生虫胃起 ,传注麻列 ,人专一经 ,经专一师 ,直至汉末 ,有郑康成方兼众经。 自非康成 ,
谁敢囊括大典 ,网罗众家 ,删裁繁诬 ,刊收漏失 ,使学者知所归乎! 自有二刘会通南北 ,而汉学遂
亡其半矣。” (《蛾术编》卷二 )以郑玄比于孔子 ,连用“谁敢”二字 ,说明郑玄在其心目中之地位 ,
故云: “予小子则守郑氏家法者也 ,方且退处义疏之末 ,步孔贾后尘。” (同上卷四《光被》 )可见其
研治经学之目标 ,不过以孔颖达、贾公彦之徒为标准 ,自然不足言能有高深的建树。
汉代的经师与经注 ,西庄为之品第如次: “愚谓斯文未丧 ,汉儒之功大者四人 ,于经传则郑
康 成为最 ,次何休 ,次虞翻 ,次服虔。 于文字则许慎。 若义疏则最善者《公羊》 ,次《毛诗》、《礼
记》、《仪礼》 ,次《周礼》 ,次《左传》、次《尚书》 ,若《 梁注疏》 ,使为附庸亦足矣。服与郑齐名而居
末 ,何也? 服功在传不在经也。 何休亦功在传而亚于郑 ,何也? 无休则无《公羊》 ,无《公羊》则无
《春秋》也。《公羊》无疏则湮灭 ,故以为各疏之冠也。” (同上卷七《公羊传疏》 )这样的排列次序是
否适当 ,不必深论 ,而据以说明西庄对汉代经师与经注的态度 ,则为绝好的资料。何休与郑玄本
非 一致者 ,因郑于《春秋》三传无注释 ,言《春秋》不能脱离《公羊传》 ,而《公羊传》惟有何休《解
诂》为世人所重 ,其疏亦近于郑氏之学 ,遂为西庄所看重。《公羊传疏》的作者 ,旧本不记其名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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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孙《书录解题》引《广川藏书志》称“世传徐彦撰”。 晁公武《读书志》引李献民说 ,亦作徐彦撰。
世人皆从之 ,西庄则以为不足据 ,而执定为徐遵明所撰 ,因遵明为宗奉郑学者。此仅为根据家法
推得的结论 ,更无有力的证佐。
在严格的家法支配之下 ,西庄之言经 ,不仅为暖暖妹妹 ,无个人之见解可言 ,凡与所宗主之
说相异者 ,无不遭其严斥。 如关于《左传》 ,凡杜解与服注有异者 ,皆是服而非杜 ;二人之说相同
者 ,则谓杜说窃自服注 ,把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说得一无是处。不仅对古人如是 ,即时人亦不
例外。 如《尚书· 尧典》“光被四表 ,格于上下”一句 ,古文本作“光” ,今文本作“横” ,二字皆为
“桄”之假借字 ,古代原为通用 ,无重大分歧。 乾隆二十年 ,西庄与戴东原在京相遇 ,提到这个问
题 ,东原持今文字说 ,谓当作“横” ,西庄以郑氏本作“光” ,相持不下。后戴氏作书致西庄 ,详论字
应作“横”之义 ,收于其文集中 ,段玉裁作《古文尚书撰异》 ,全录其文。 而此书西庄未曾收到 ,或
因邮传失误 ,而西庄为此写了一篇《光被》 ,长达一千余字 ,收于《蛾术编》卷四 ,称戴氏为“狂而
几于妄者” ,可谓小题大作矣。
严守家法 ,其实质是一种浓厚的封建意识。 《旧唐书· 元行冲传》 (卷一○二 )载其《释疑》
云: “专门之徒恕己及物 ,或攻先师之误 ,如闻父母之名 ,将谓亡者之德言 ,而见压于重壤也。 故
王邵《史论》曰: `魏晋浮华 ,古道夷替 ,王肃、杜预 ,更开门户 ,历载三百 ,士大夫耻为章句。 惟草
野生以专经自许 ,不能究览异义 ,择从其善 ,徒欲父康成 ,兄子慎 ,宁道孔圣误 ,讳闻郑服非 ,然
于郑服甚愦愦 ,郑服之外皆仇也。’ ”刘知几也说: “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 ,论史者憎言班马之
失。” (《史通· 自叙》 )可见这种风气由来已久 ,虽为少数有识者所讥 ,一般人行之则视为当然 ,
恬不为怪。 西庄引王邵之言 ,即非以自警 ,而为用以证实 ,“则知自汉以后 ,郑服并称 ,为世所重
若此。” (《蛾术编》卷七《服虔左传注》 )是由严守家法而形成出奴入主之思想 ,已成为学术见解
创造发展的严重障碍。 西庄在经学方面虽功力甚深 ,其成果则有限 ,远不足与戴东原及段王诸
氏相比 ,正为受此局限的结果。史学方面西庄亦下同样的功力 ,而免为家法所束缚 ,其言必有据
之优点得以尽量发挥 ,终于以史学名家 ,在学术上超过了经学的地位。
西庄在经学方面遵守家法已成习惯 ,史学方面虽无家法可言 ,也表现得谨小慎微 ,多作史
书字句的补缺订正 ,少作理论性的发挥。 在《十七史商榷》中明言: “生古人后 ,但当为古人考误
订疑。 若凿空翻案 ,动思掩盖古人以自为功 ,其情景为可恶。” (卷一○○《通鉴与十七史不可偏
废》 )甘愿自居于古人之下 ,这种态度实不足称道。但西庄学术功力切实 ,其文皆有的放矢 ,能切
中要害 ,不作空泛议论 ,于明显的谬误矛盾 ,亦能剖析纠正 ,非如对经注之亦步亦趋 ,终于使西
庄在史学方面获得应有的学术地位。主要的史学著作为《十七史商榷》及《蛾术编》中之《说录》、
《 说地》、《说人》、《说制》等篇。 十七史谓自《史记》至《五代史》 ,《唐书》与《五代史》各有新旧二
书 ,实为十九部史书 ,并附及《通鉴》等书。其成就大致可分为校订字句、评定人物、考证地理、辨
明制度四项 ,今分述其要点于下。
(一 )校订字句 这一项在《十七史商榷》中占有一定的分量 ,为西庄的主要贡献之一。此项
工作比较琐屑 ,其成果则不容忽视 ,其例极多。 如《汉书· 郊祀志》有“益寿延寿馆” ,颜师古注
云: “益寿、延寿 ,二馆名。”西庄指出: “案黄长睿云: `《史记》作“益延寿馆” ,而近岁雍耀间有得
古瓦 ,其首作“益延寿”三字 ,瓦径尺 ,字画奇古 ,即此馆当时瓦也。’ 又《括地志》云: `延寿观在雍
州云阳县西八十一里通天台西八十步。’ 正今耀州地也。然则当以《史记》为正 ,《汉郊祀志》衍一
`寿’ 字耳。师古云二馆 ,非也。” (《商榷》卷一三 )不仅改正了《汉书》的讹误 ,并对颜注作了纠谬 ,
也可知《汉书》的讹误在唐代以前就已经存在了。 《汉书补注》收入此条 ,即其受到重视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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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史》娄昭之子《定远传》云: “穆提婆求其使妾 ,定远不许 ,因高思好作乱 ,提婆令临淮国郎中
金造远阴与思好通”云云。 西庄云: “案《北齐书》作`郎中令告定远’ 云云 ,《北史》误以`令’ 为
`金’ ,`告’ 为`造’ ,又脱`定’ 字 ,遂似有一郎中姓金名造远者 ,阅之令人捧腹绝倒。” (《商榷》卷
六八 )此文指出《北史》之误甚是。 又论《唐书》“甲子多误”云: “史家纪事 ,所书甲子 ,舛误最多 ,
无论新、旧两书往往不合 ,即一书之中 ,纪传亦每互异。 予既未通历算 ,不能以历法推之。 今观
哀帝旧纪 ,书事最详 ,殆欲逐日有事 ,空者无几。试随意取天

二年四五两月考之 ,四月己丑朔 ,

其纪事有壬辰 ,癸已 ,丙午 ,乙未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丁未 ,辛亥 ,壬子 ,丙辰 ,戊午 ;五月己
未朔 ,其纪事有壬戌 ,乙酉 ,丙寅 ,丁卯 ,己已 ,庚午 ,壬申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庚辰 ,辛
已 ,壬午 ,甲申 ,丙戌 ,其下文即接六月戊子朔 ,然则四月丙午当为甲午 ,是初六日 ,五月乙酉当
为乙丑 ,是初七日。 四月月大 ,戊午是晦 ,五月月小 ,丙戌是晦矣。 原本误正同 ,或本自误 ,或因
传钞而误 ,书经三写 ,乌焉成马。史文繁重 ,学者罕窥 ,况肯校其误乎 ,宜乎伪论踵谬如此。” (《商
榷》卷七六 )时间错乱最使考史者困惑 ,西庄虽以未通历算无从推定之 ,所举出之谬误并说明致
误之由 ,已予治史者以有益的启发。惟《旧唐书》本纪五月最后一事为丁亥 ,此文漏记 ,下接六月
戊子朔 ,则五月亦是大月 ,原文不误 ,误者惟四月丙午与五月乙酉而已。
艹

(二 )评定人物 西庄宗仰郑玄 ,故于郑氏事迹 鬼辑最富 ,编成《郑康成年谱》 ,并录存其有
关事迹 ,在《蛾术编》中占二卷之多 (卷五八、五九 )。史书中被否定之人物 ,西庄亦多为之作出正
确的评价。如《范蔚宗以谋反诛》一篇 (《商榷卷六一》 ) ,指出《宋书》与《南史》所载者 ,“全据当时
锻炼之词书之” ,远非实际情况。 其见恶于世之原因 ,应为“平日恃才傲物 ,憎疾者多 ,共相倾
陷” ,又为宋文帝所委任 ,同列者争权妒宠 ,亦为事所必有。 此篇分析范晔蒙冤遭祸 ,合情合理 ,
而世人为“正史”之言所误 ,很少注意及此 ,如《资治通鉴》叙述范晔事 ,即全据“正史”之说 ,西庄
予以辨明是很必要的。又如唐代中叶王叔文变法失败 ,造成八司马事件 ,史书中一直视之为“小
人”。西庄写有《顺宗纪所书善政》、《王叔文谋夺内官兵柄》等篇 (《商榷》卷七四、八九 ) ,指出“叔
文行政 ,上利于国 ,下利于民 ,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官 ,跋扈之强藩” ,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 又
批评《新唐书· 王叔文传》论赞之文 ,“叔文沾沾小人 ,窃天下柄 ,与阳虎取大弓 ,《春秋》书为盗
无异” ,认为这是“以成败论人”。 又如甘露之变 ,也是官僚与宦官之间的一次权力争夺 ,主持发
动者李训、郑注 ,皆以失败而在史书中被列为躁进的小人。 西庄写了一篇《训注皆奇士》 (《商
榷》卷九一 ) ,他说: “李朔目郑注为奇士 ,其实训注皆奇士 ,特奇功不成耳。”又说: “天不祚唐 ,俾
王叔文一不成 ,训注再不成 ,以致于不可救 ,而训注固无可深责。 传中讥其诡谲贪沓 ,皆空诋无
指实。”这都足以纠正史书之谬。 其评论历史人物 ,有辨析至微者。 如《三国志》部分有《放资传
多微词》一篇 (《商榷》卷四○ ) ,其文云: “`放资既善承顺 ,又未尝显言得失 ,抑辛毗而助王思 ,以
是获讥于世。’ 案王思在《梁习传》。放资之罪在引司马耳 ,然此不可得而言也 ,故以他罪入之 ,著
其事而微其词也。 其上文先言齐王即位 ,以决定大谋增邑。 所谓`大谋’ 者 ,何也? 援纳篡贼也 ,
则抑毗助思 ,固其小小者矣 ,用意不亦彰明较著哉。”可谓读史而能“好学深思 ,心知其意”者。又
如《王导传多溢美》、《陶侃被诬》两篇 (《商榷》卷五○ ) ,直言《晋书》之失 ,所论者皆确切无疑。又
如《为羽发哀》一篇 (《商榷》卷二 ) ,指出刘邦杀项羽 ,“以鲁公葬 ,为发哀 ,泣之而去。天下岂有我
杀之即我葬之者 ,不知何处办此一副急泪 ,千载下读之笑来。”一语揭破了刘邦的虚伪面目。
(三 )考证地理 西庄言地理 ,分别见于《尚书后案· 禹贡》篇、《蛾术编· 说地》与《十七史
商榷》中有关篇目。《十七史商榷》于各史地理志考定论述 ,所言多可取。如《汉书· 地理志上》 ,
平原郡有阿阳县 ,《商榷》 (卷一九 )云: “阿阳 ,天水郡亦有此县 ,钱大昭以为名同。 愚谓《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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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成帝过河阳主 ,作乐 ,见舞者赵飞燕 ,幸之。’ 《外戚传》云: `赵飞燕微时 ,属阳阿主家 ,成帝
微行过阳阿主 ,见说之 ,召入宫。’ 师古曰: `阳河 ,平原县。 俗书阿作河 ,又或作河阳 ,皆后人妄
改。’ 赵明诚《金石录》载李翕碑云: `汉故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君。’ 后汉汉阳郡即前汉天水郡 ,
系明帝改名 ,碑当时所作 ,必不误。 《外戚传》称阳河 ,亦当无谬。 据师古注及碑校之 ,似平原当
作阳阿 ,天水当作阿阳。 后书《宋均传》 ,均之族子意 ,拜阿阳侯相 ,注云 ,阿阳故属天水郡。 《郡
国志》 ,汉阳郡有河阳县。 然则天水之县名阿阳甚明 ,而青州平原郡则不复有河阳 ; 亦无所谓阳
阿者 ,疑是光武建武六年所省耳。 钱大昭说误也。”不仅辨明“阿阳”之名称 ,更确定其所在地以
及致误之由。 对于两《唐书· 地理志》多所匡正。 如《开元分五十道》与《十节度异文· 脱文 ,衍
文》二篇 (卷七八 ) ,指出: “《旧地志》 ,开元二十年 ,分天下为五十道 ,每道置采访使。据下文所列
乃十五道 ,`五十’ 当误。”同时指出 ,江南东道采访使理蓟州 ,“蓟州”乃“苏州”之误。 十节度问
题 ,《旧志》所载 ,“安西节度使” ,《通典》作“镇西”。“北庭节度使 ,防制突骑施坚昆斩” ,《通典》作
“突骑驰施” ,“驰”字因“施”字而衍 ,至“斩”下有“啜”字则是也 ,此脱耳。 彼注以坚昆与斩啜并
言 ,此注坚昆斩东北去斩啜千七百里 ,则上`斩’ 字又是误衍。河西节度使注 ,张掖守捉在凉州南
二里 ,`二里’ 必有脱 ,原本脱同。 平卢军节度使统榆关守捉 ,`榆’ ,《通曲》作`渝’ ,渝本水名 ,从
水为是。 陇右节度使统临洮、河源、白水、安人、振武、威戎、莫门、宁塞、积石、镇西等九军 ,案正
文乃注十军而云`九’ ,原本同 ,恐误。又注安人军在鄯州界星宿川州西 ,原本同 ,下“州”疑衍字。
合 州守捉 ,原本作合川 ,是。 岭南五府经略使统桂管、容管、安南、邕管四经略使 ,`安南’ ,《通
典 》作`镇南’ ,注同。 又邕管入经略使管兵七百人 ,“入”字衍 ,原本同 ; `七百’ 上《通典》有`千’
字 , 此脱。”所辨明各点 ,言简而要 ,不可因其细碎而轻忽之。 又《赤畿望紧上中下辅雄》 (卷七
九 ) ,引宋人谢惟新《合璧事类后集· 县官门》云: “唐制 ,县有六等之差 ,赤、畿、望、紧、上、中、
下。京都所治为赤县 ,旁邑为畿县 ,其余则以户口多少、地美恶为差 ,凡一千五百七十三县 ,令各
一人。 国朝建隆元年 ,应天下诸县 ,除赤畿外 ,有望紧上中下 ,四千户为望 ,三千户以上为紧 ,二
千户以上为上 ,千户以上为中 ,不满千户为中下 ,五百户以下为下。”西庄指出 ,六等当作七等 ,
不言辅与雄者 ,疑辅即畿 ,雄即望紧也。 此节可视为地理志之补编。
(四 )辨明制度

制度从来为言史者所重视 ,惟经学家过于相信经书之说 ,以致脱离史实基

础。如西庄之讲军赋、军制、井田、宫室等 ,都依《周礼》立说 ,其可靠性颇成问题。在经书自相矛
盾时 ,则亦可避免误说之羁绊。 如社日是一个很古老的民间习俗 ,经书亦有记载 ,或用甲日 ,或
用戊日。郑玄注《月令》云: “祀社日用甲。”《礼记· 郊特牲》言 ,“社祭土 ,… …日用甲” ,似为郑氏
所本。而《尚书· 召诰》云: “戊午 ,社于新邑。”西庄在《说制》中 (《蛾术编》卷七三 ) ,排除了《郊特
牲》与郑氏之说 ,而从《召诰》之文 ,其说是也。又如汉代刺史权重秩卑 ,是一个特点 ,也是一个优
点 ,《商榷》在《汉书》部分特立专篇以论之 (卷一四 ) ,历举有关史实为证 ,并指出刺史隶御史中
丞 ,可收内外相维之效。魏晋以来所行之九品中正选举制 ,保持数百年之久 ,史书中则缺乏详明
的记载 ,西庄有《州郡 中正》与《九品中正》二篇 (《商榷》卷四○、四七 ) ,杂引史传之文以明其重
门第轻实才之弊。关于唐代 ,有《总论新书兵制》一篇 (《商榷》卷八二 ) ,特别指出: “征防守卫 ,事
之大者 ,后世所欲考而知者正在乎此 ,乃谓其不可悉记而略去之 ,何也?”可谓击中要害。其下引
杜牧《原十六卫》之说 ,以略见征防守卫之大概 ,义颇可取。
经史之外 ,西庄亦极好诗 ,其自作者有《竹素园诗草》、《西庄始存稿》亦题为《西庄先生诗文
集》 ,诗居其半 ;沈德潜选辑的《七子诗选》 ,以西庄之诗为首 ,题为《耕养集》。 西庄选辑者有《江
左十子诗钞》 ,《江浙十二子诗选》等。 在《蛾术编· 说集》中 ,列举杜子美、韩昌黎、李义山、温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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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等人之诗话 ,都为其所宗仰者 ,于杜诗尤为倾倒极致。
《蛾术编· 说通》中有一篇《为学病在好博》 (卷八一 ) ,文中引元吴海《请禁杂书议》云: “道
之不明 ,学害之也。 学之不纯 ,书害之也。 今天下之书已多矣 ,然《诗》、《书》、《易》、《礼》、《乐》、
《春秋》、《孝经》、《论语》、《大学》、《中庸》圣贤之书 ,未尝多也。 纪传、编年、纪事之不可无者 ,未
尝多也。 所以然者 ,皆诸子百氏 ,外家杂言 ,异端邪说 ,数之不可计其名 ,读之不能尽其卷 ,无益
于身心 ,不资于国家 ,徒为多矣。 况其偏弊邪曲足以湮正经 ,炫耀反覆足以蛊人心 ,皆书之罪
也。”杂书之为害无世无之 ,西庄谓“为学病在好博”者 ,乃就务此杂书而言 ,这些看法是值得重
视的。 须注意者 ,此特就原则性而言 ,凡缺乏真实性、思想性、艺术性者 ,皆无足取 ,与旧时代所
持之圣贤传授的经传等书 ,不可同日而语。
西庄既严守家法 ,必然形成强烈的排斥异己的思想 ,于其心目中视为异己者 ,皆诋之不遗
余力。 如戴东原以不同意“光被四表”一词 ,即称之为“狂而几于妄者” ,其言已甚过分。 又对李
延寿颇为轻视 ,其《宣武误为孝武》篇 (《商榷》卷六八 )云: “《北史》第十九卷 ,一卷之中所列诸王
传内 ,凡称孝武帝者 ,惟《安丰王猛传》附子《延明传》末段 ,叙其受元颢委任 ,元颢败 ,奔梁死 ,庄
帝末丧还 ,孝武初赠太保云云 ;又《汝南王悦传》末段 ,叙其至孝武初除大司马府 ,孝武以广陵颇
有德望 ,以悦属尊地近 ,内怀畏忌 ,故前后害之。 此两处`孝武’ 皆不误 ,其余凡云`孝武’ ,皆`宣
武’ 之讹。 孝武帝即平阳王修 ,《魏书》每称出帝 ,以其奔于宇文泰也。 此魏之末帝 ,而宣武则孝
文之子 ,在其前相距甚远。 李延寿执笔修史而昏谬如此 ,些亦妄人也已矣。”实则此文所称之孝
武帝皆不误 ,不可能为宣武帝。 如安乐王长乐少子斌之 ,曾投附葛荣 ,葛荣失败后还朝 ,孝武帝
封为颍州郡王。葛荣失败在孝庄元年 ,远在宣武帝之后。咸阳王禧之子元树 ,投奔梁武帝 ,尔朱
荣杀魏百官 ,元树乘机北侵 ,孝武帝使杜德等御之 ,元树为杜德所欺 ,被俘死 ,此事明与宣武帝
无涉。 原来《北史》此卷为文成五王 ,献文六王、孝文六王之传 ,其时皆在宣武帝之前 ,但其子孙
则远在宣武帝之后。 西庄似未察所指摘者为附传之文 ,便一律视为宣武帝时事 ,且据此而谓李
延寿为“昏谬” ,为“妄人” ,实为“夫子自道”也。
西庄每论一事后 ; 有主名者则指其谬妄 ,无主名者亦慨叹一番。《蛾术编》最后有一篇《皇甫
持正戒虚张》 ,其文云: “皇甫氵是《持正文集· 答李生第二书》: `近风声偷薄 ,进士尤甚 ,乃至有
一谦三十年之说 ,争为虚张以相高。 自读诗未有刘长卿一句 ,已呼阮籍为老兵矣。 笔语未有骆
宾王一字 ,已骂宋玉为罪人矣。 书字未识偏旁 ,高谈稷契 ,读书未知句读 ,下视服郑。 此时之大
病所当嫉者 ,生美才 ,勿似之也。’ 学者于此 ,当奉为绅书韦佩。”迮鹤寿曰: “魏文帝《典论》云:
`文人相轻 ,自古而然。’ 持正此书 ,固足为轻薄后生戒。 但先生此编 ,半是诋讠其古人 ,讥弹近士 ,
今于篇终忽然引此一条 ,盖恐此编一出 ,又被后生贬驳 ,故特引之以关其口。 然是否各随所见 ,
岂能预防之哉。”迮氏指出其书“半是诋 讠其 古人 ,讥弹近士” ,确足为西庄学术之玷。 见仁见智 ,
原不必一律求同 ,而家法之说正与之相反 ,西庄则深陷之而无以自拔。
西庄善诋他人 ,其本人亦难免千虑之一失。除上举误诋李延寿之例外 ,如《商榷》卷四二《黎
斐》一文。 《三国志· 丁奉传》载: “太平二年 ,魏大围之 ,遣朱异、唐咨等往救 ,复使奉与黎斐解
围。 奉为先登 ,屯于黎浆 ,力战有功 ,拜左将军。”西庄谓: “据此文则魏大围之似所围者即奉也 ,
下文何云复使奉解围乎?元修宋版`魏大’ 下有`将军诸葛诞据寿春来降魏人’ 凡十二字 ,然后接
` 围之’ 云云 ,此脱去 ,故不可解。”此文校补者甚是。 下文又云: “俗刻误衍`屯于’ 二字 ,又误
`斐’ 为`浆’ ,遂以黎浆为地名 ,而力战有功 ,拜左将军 ,似皆为奉事矣。岂知上文奉先为偏将军 ,
冠军将军、灭寇将军 ,封都亭侯 ,又为虎威将军 ,进封安丰侯 ,何待此时方拜左将军乎?”其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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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误衍各点皆不误 ,《三国志集解》载侯康说已纠正之 ,黎浆实有其地 ,左将军位在虎威等将军
之上 ,无妨进封 ,西庄所改订者皆为误改。 又如《尚书后案· 君 》篇引《后汉书》卷六四《延笃
传》 ,“文王牖里 ,闳散怀金”。此文实载于《史弼传》 ,史 ,延二传同在一卷 ,而《延传》在前 ,遂以致
误。
与西庄同时之钱大昕撰《二十二史考异》 ,赵翼撰《廿二史答刂记》 ,合《十七史商榷》为三书 ,
皆以历代史书为研讨对象 ,亦同为世人所重。 而钱书重在事实与字句的校订 ,赵书重在史法与
史事的综述 ,王书则二者兼重 ,故时有与二人之书选题和结论一致者。关于订正字句 ,与钱书相
同者最多 ,文皆比较细碎 ,今举一例于下。 《汉书· 地理志》京兆尹南陵县下书云: “沂水出蓝田
谷 ,北至霸陵 ,入霸水。 霸水亦出蓝田谷 ,北入渭。”师古曰: “兹水 ,秦穆公更名 ,以章霸公 ,视子
孙。沂音先历反 ,视读曰示。”《商榷》曰: “京兆安得有沂水? 嘉定钱坫献之云: `据《水经注》第十
六卷 水篇 ,《说文》卷十一上水部 ,沂水当作 水。’ 钱说是 ,唐初本已误矣。又`北入渭’ 之下衍
一`师’ 字 ,`视子孙’ 之下脱`师古曰’ 三字。” (卷一八 )《考异》则谓: “`霸水亦出蓝田谷’ 至`视子
孙’ ,皆班氏本文 ,谓霸水本名兹水 ,秦穆公始更名耳 ,非师古注也 ,`师’ 字后人妄加。”于“沂先
历反 ,视读曰示”下云: “此上当有`师古曰’ 三字。” (卷七 )依二人之说 ,《汉书、地理志》之应改正
如下: “ 水出蓝田谷 ,北至霸陵 ,入霸水。 霸水亦出蓝田谷 ,北入渭 ,古曰兹水 ,秦穆公更名 ,以
章霸功 ,视子孙。”
《商榷》与《答刂记》同论一事者亦甚多 ,如《商榷》有《王导传多溢美》、《陶侃被诬》二篇 (卷五
○ ) ,《答刂记》则有《王导陶侃二传褒贬失当》之篇 (卷七 )。 王书言《萧鸾杀高武子孙》、《萧鸾绝
后》 (卷五五 ) ,赵氏亦言《齐明帝杀高武子孙》 (卷一二 )。所论之事相同 ,结论亦比较一致。亦有
同论一事而结论略有分歧者 ,如王书言《白纱帽为帝者之服》 (卷五五 ) ,赵书亦言《人君即位冠
白纱帽》 (卷一二 ) ,而王谓“盖便服也” ,赵则谓“盖本太子由丧次即位之制 ,故事相沿 ,遂以白纱
帽为登极之服也”。 又如王书有《州郡中正》与《九品中正》二篇 (卷四○、四七 ) ,赵书亦有《九品
中正》之篇 (卷八 ) ,而王氏于其制之兴起演变未能作系统的说明 ,仅云: “魏文帝即王位之初 ,陈
群始制九品官人之法 ,州郡中正之设 ,当始于此时。”赵氏则指出自汉末乡举里察之制因世乱遭
破坏 ,在形势稍安定时 ,官人已有取于乡评 ,至陈群始正式定为制度 ,其说较为合于实际。 自然
我们不能因此一事而低估《商榷》一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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