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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咸同年间官学文化方针下的“崇正辟邪”
董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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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晚清咸丰、同治年间, 官学的特征 突出表现在, 宗尚程、朱道学而亦不偏废汉 学, 可谓

宋学为体, 汉学为用, 不但强调“崇正”
, 而且强调“
求实”, 以有的放矢地为其政治统 治服务。在其官
学文化方针之下, “
崇正”又与“
辟 邪”双管齐 下, 采 取的具 体措施: 前者 如整饬 文教机 构, 以 求培本
端 风; 奖励“正学”成果, 刊 颁钦定书 籍; 宣讲 圣训儒经, 普及圣 道教化; 崇祀圣哲 贤儒, 维护“
正 学”
偶像等。后者主要是针对太平天国起义造成的“名教之奇变”
, 力辟 “
教 匪邪说”
, 而对“
洋教”则“
明
保暗防”。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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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方针

“崇正辟邪”

这里所谓 “
官学 ”
, 是指旧 时官方 以政治 权力来

灵明流为伪学。至郑、
孔诸儒, 学尚考据, 为历代

指定和维护的所谓“正学”
, 与之相悖者则视为 “
异端

典 章文 物所 宗, 理 不偏 废, 惟 不得 矜口 耳 之记

邪说”。“
官学”的典型特征是学政联体, 学为政用。本

诵, 荒心身之践履。尤在职司教士者, 区别后先,

文拟对晚清咸丰、同治年间的官学文化方针, 以及在

薰陶乐育, 士习既端, 民风斯 厚, 海宇承 平, 奇袤

这 一方针指导 下“
崇 正辟邪”的 一些具体 措施, 试作

不作, 于以观政教之成焉。

论述。

很显然, 它既以“
宗尚程、朱”为重( 所谓 “
重道”,

一、
“
崇儒重道”
、
昌明“正学”
的方针

“道”, 即 指道学, 也就是 理学) , 又 肯定对 汉学的 “
理
不 偏废 ”
, 虽 说对 两者 的地 位仍 有分 重轻 主次 的隐

“宋学”
与“汉学”并 为官学 的局 面, 在清前 期即

意, 但无疑都 纳入所当崇之“儒宗”
、所要昌明的 “
正

已形 成, 进入 晚清时期 以后在 一定时 间里仍 得以沿

学”之列, 特别是 都强调 要取其 能端士 习、
息 奇袤的

袭, 但随着 具体条件 的变化, 统 治者在宋、汉 两学并

实用, 防止误入空虚的歧途。这可以视为当时清廷的

用方面也自然要有所调适。概言之, 突出表现在进一

一种基本文化方针。至于宋、汉两学的功用 和关系,

步调和宋、汉两学, 淡化其门户分野, 将其统归 于“
儒

不妨借看《清史稿·儒林传》
编者的这样一 段评论:

宗”兼容并包, 既张扬“崇正”
, 又强调“求实”
, 以图更

综而论之, 圣人之道, 譬 若宫墙, 文 字训诂,

能 结 合 实 际, 为 维 护其 政 治 统 治服 务。同 治 元 年

其门径也。门径苟误, 踵步皆歧, 安能升堂入室?

( 1862 年) 的一则上谕于此体现得颇为典型:

学 人求道太 高, 卑视章 句, 譬 犹天际 之翔, 出于

我朝崇儒重道, 正学昌明。士子循诵 习传,

丰屋之上, 高则高矣, 户奥之间, 未实窥也。或者

咸知宗尚程、朱, 以阐圣教, 惟沿习既久, 或徒骛

但 求名 物, 不 论圣 道, 又若 终 年寝 馈于 门 庑之

道学 之虚名, 而 于天理民 彝之实 际, 未 能研 求,

间, 无复知有堂室矣。是故但立宗旨, 即居大名,

势且误入歧途, 于风俗人心大有关系。各直省学

此一蔽也。经义确然, 虽不逾闲, 德便出入, 此又

政等 躬司牖 迪, 凡校阅试 艺, 固宜恪遵 功令, 悉

一蔽也。

以程、朱 讲义为 宗, 尤 应将性 理诸书随 时阐 扬,

这恐怕也很符合当年清朝统治者 的认识。清统治者

使躬 列胶庠 者咸知 探濂洛 关闽之渊 源, 以格致

首重宋学, 正是因为它以阐扬封建纲常名教 为核心,

诚正 为本务, 身 体力行, 务求 实践, 不徒以 空语

而又不弃汉学, 则基于汉学在其名物训诂当 中, 恰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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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以探索礼制为要务的, 两者可以有机结合 , 相得

精劳 神, 无 裨实用”的积 习, 同 治元年 十二月 间发布

益彰。若是离开名 物训诂, 就失去了“登堂入室”
悟道

的上 谕说: “
翰林 院为储 材之地, 膺斯 选者必 须经术

的门径, 不能窥得其实际。而“但求名物, 不论圣道”,

淹通, 于古 圣贤性 理精义 讲明而切 究之, 确有心 得,

则 会陷入“终年寝馈 于门庑 之间”的迷误 境地, 根本

将 来扬 历中 外, 本其 平日 所身 体而 力行 者, 发 为经

不知有堂室可入。这两种蒙蔽都要不得。如此看两者

济, 著为事功, 方能名实相副……自 应将庶常馆课程

之间 的关系, 似可以 说是以 宋学为 体, 汉 学为用, 体

及散 馆旧章 量为变 通, 以 求实济。着 自明年 癸亥科

用结合, 并行不悖。这可视为晚清统治者兼容宋汉两

起, 新进士引见分别录用后, 教习庶 吉士务当课以实

学文化方针的学理基础。其 时重臣、
名臣曾国藩的有

学, 治经、
治史、治事及濂洛关闽诸儒学等书, 随时赴

关思 想认识的发 展成型, 可以 为此作 一个极 好的注

馆与庶吉士次第讲求, 辨别义利, 期于精研力践……

释。

俾 士 习 蒸 蒸 日 上, 贤 才 辈 出, 共 济 时 艰, 有 厚 望
曾国藩本来是 “一宗宋 儒”的, 但面 对越来 越严

焉。” 显然, 是强调 以教习 内容的“正”与“实”为指

重 的社会危 机, 他从 “
卫道 ”
而“
求 治”的现实 需要出

归, 戒除虚饰之习, 以符所谓“国家芸馆培英, 造就人

发, 很自然地成为宋、
汉兼容的倡 导者。他有一段总

才”之本意。

结性的话语:

更常见的是对学校系统和教 职官员的整饬。譬

乾嘉以来, 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 薄宋儒为

如就 在上述布谕 对翰林 院整饬 的同时, 清廷 也对从

空疏; 为性理之学者, 又薄汉 儒为支离。鄙意由

国子监到各级学校发出整饬谕令 。对于国子监, 主要

博乃 能返约, 格 物乃能正 心, 必从事于 礼经, 考

是针对其近来“专以文艺课士, 该祭 酒等既以是为取

核于三千三百之详, 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 , 然后

去, 而士子 复以是 为工拙”的弊 端, 强调说, “太学为

本 末兼 赅, 源 流毕 具, 虽 极军 旅、战 争、食货 杂

自古培植人才之地, 我朝振兴庠序, 加意教育”, 而国

凌, 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

子 监作为“四方观 瞻”之所, 有关人 等应“躬行实 践,

在曾国藩看来, “
盖古之学者, 无所谓经世之术 也, 学

讲 明正学, 以为表 率”
, 令其 “
嗣 后于课 诗文外, 兼课

礼焉 而已”
, 是把 礼视为 治国平 天下的不 二法门, 称

论策, 以经史性理诸书命题, 用觇实学” 。对各级学

道“圣清膺命, 巨儒辈出。顾 亭林氏著书, 以扶植礼教

校的 整饬立意 亦在于, “自来储 才养士, 必视 学校盛

为己任, 江慎修氏纂《
礼书纲目 》
, 洪纤毕举。而秦树

衰”, 必须“庠序修明, 敦崇实学”。对于学校中出现的

澧氏遂修《五礼 通考》, 自天文、地 理、军政、官制, 都

与此 相悖的种种 弊情, 清廷认 为主要 责任是 在教职

萃其中。旁综九流, 细破无内。
” 正是从推本礼教这

官员 失职, 并不按 朝廷旨 意认真训 课, 自身不正 , 要

一点上, 曾国藩认定“
可以通汉宋两家之结” 。

求“各省学 政务当 整躬率 属, 督 饬各教 官读书立 品,

曾 国藩 辈既 是当 时清 廷文 化 方针 的自 觉 贯彻

毋为士子所轻, 平时训导诸生总以躬行实践 为归, 勿

者, 又是其文化方针形成的积极促进者, 也是其文化

崇尚浮华, 勿虚应故事” 。尽管越 到后来学校的趋

方针学术理论基础的奠定者。而清廷 这种以融通宋

新变化越加显著, 但统治者始终力图坚持不违 “
圣教

汉 为学理基础、以崇 儒重道昌 明“正学”为主 旨的文

礼法”的前提性原则, 各类学校中都 把教习经书作为

化方针, 向社会贯彻的实践自然是多方面的、多途径

必修课程, 并强调课时保证, 严格限制。

的, 但归结起来无非是“
崇正”与“
辟 邪”
的结合 , 是正

二是奖励“正学”
成果, 刊印颁行钦定书籍。

面宣传教育与对反面经验汲取的结合。

对于学人士 子刻苦 淬沥、钻研 “正学”所获 著述

二、
正面宣传教育的措施
从其 正面宣 传教育 看, 起 码采取 了下述 一些措
施:

成 果, 可由 礼部 交由 南书 房审 阅, 乃至 选择 进 呈皇
帝, 经审读合意者, 给予奖赏。像这 方面事例屡有不
鲜。仅咸丰、
同治帝《圣训》
中就记载有多则, 如: 咸丰
元 年( 1851 年) 十二月, 有 上谕 奖称江 苏举 人、安徽

一是整饬文教机构, 以求培本端风。

黟县训导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一书, “引证尚为

翰林 院具有 国家文 化机关 的职能, 是高 级文士

赅洽, 颇于小学有裨”
, 对作者赏加国子监博 士; 福建

的荟萃之所, 对于国家文化方针的贯彻, 文化风习的

举 人林昌彝撰 就《
三 礼通释 》
进 呈, 经 南书房 校阅后

培养, 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清廷 时有整饬之令。譬

因有“较多脱误”
发还, 作者详加校改后再次 进呈, 于

如针对翰林院庶吉士专以诗赋“为揣摩进身之 阶, 敝

咸 丰 三年 ( 1853 年) 九月 被上谕 奖以 “
留 心经训,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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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详 明”
, 给予作 者以教 授归部 选用的奖 赏; 同治元

所嘉纳。同治二年( 1863 年) 国子监司业马寿金奏言

年四 月, 谕 奖广东举 人、
拣 选知县 桂文灿 所呈《经学

“宣讲圣训尤为化导之本, 请饬令 学臣实力奉行”, 上

丛书》四函, “各种考注笺注均尚详明, 《
群经补 正》
一

谕肯定了其意见, 令“
各省学臣督饬 教官实力宣讲圣

编于 近儒惠栋、戴震 、
段 玉裁、王念孙 诸经说 多所纠

谕, 考其勤惰, 分别劝惩”, 说是如 此“
庶几经 明行修,

正, 荟萃众 家, 确有依据, 具 见潜心研 究之国 功”
,并

邪慝不作” 。

特别训示: “
惟古人通经致用, 总以躬行实践为 归, 经

四是崇祀“圣哲贤儒”
, 维护“
正学”偶像。

师、人师 合为一致, 方 能羽翼圣 经, 无惭名 教……读

孔子及其他名儒为中国封建 统治者所神化利用

书明理必须体用兼备, 不徒以记诵训诂见长也。桂文

来 作为“正学”的偶像, 为 时久矣, 及至 晚清时代 , 当

灿既 能潜心训 诂, 不 蹈虚靡 之习, 务当益 加刻励, 身

政者不但没有放弃这一手段, 而且进一步强 化利用,

体力行, 勉为有体有用之学, 以备 国家任使。
”曾任内

把它起码在形式上推向极致。这由 对孔子的祭祀可

阁 中书的张应 昌所撰《春秋 属辞辨例 编》八十卷, 经

以醒目地显示出来。孔子祭典有两次升格变化。一次

南书房审读认为“原本宋儒, 兼及 众说, 间附按 语, 亦

是在明代嘉靖年间, 由群祀升为中祀。再一次就是在

颇 详 审”
, 同 治九年 ( 1870 年) 十月 有上 谕表扬 作者

晚清光绪末年, 由中祀升为大祀, 与 祭天等最崇之祀

“耆年好学, 甚属可嘉。”

并列起来, 这中间有一个逐步加尊的发展过程。清朝

鉴于经过太平天国、捻军事变, 有 关省区各府州
县 中“
旧 藏书籍大半 散佚, 经史板 片亦皆 毁失无 存”
的状 况, 同治六年 ( 1867 年 ) 五月 间清廷谕 令各直省
督抚转饬所属, “
将旧存学中书籍广 为补购”
, 特别要
将 “列圣 御纂 钦定 经史 各书 先行 敬慎 重刊, 颁 发各
学, 并准书 市刷印”, 旨在“以广 流传, 俾各省 士子得
所研求, 同敦实学” 。就特 别注重的所谓“
列圣御纂
钦 定经 史各 书”而 言, 据统 计仅 康熙、雍 正、乾 隆年
间, 清 内务 府所 刊定 的钦 定 诸书, 经 部 类有 27 种,
953 卷; 史 部 类 有 79 种, 5738 卷 ; 子 部 类 32 种,
12 479 卷; 集 部 类 19 种, 3 410 卷, 共 计 157 种,
22 580 卷。 昭 木连 在《啸亭 杂录 ·续 录》中 这样 述说
清帝 亲自审定 节目的事 情: “
列 圣万几之 暇, 乙览经
史, 爰命儒臣选择简编, 亲为裁定, 颁行儒宫, 以为士

顺治初年, 对孔子定称“
大成至圣 文宣先师”
, 承旧例
以颜渊、曾参、
子思、孟轲配祀( 习称“四配”
) 庙堂。两
庑 祀十 哲, 即 闵子 骞、冉 伯牛、冉 雍、宰 予、子贡、冉
有、子路、
子游、子夏、
子张。康熙五 十一年和乾隆三
年, 先后分 别将朱 熹、
有 若( 字子有) 升 哲享祀, 从祀
的“
先贤”、
“先儒”两类, 顺治初年分 别为 69 人和 28
人, 以后时有增删调改。及至咸丰十年( 1860 年) , 清
廷采纳礼部大臣建议, 明确如下原则: “
从祀 盛典, 以
阐 圣学、传道统 为断。余各 视其所 行, 分 入忠义、名
宦、乡 贤。至 名 臣硕 辅, 已 配 飨帝 王 庙 者, 毋 再 滋
议。” 同 治二 年, 更 订增 祀位 次, 各 按时 代 为 序排
列。至圣先 师孔子以及“
十二哲”外, 在两庑从祀的排
位, 列东庑 者为从 公羊高 到陆陇 其共 31 人, 列西庑

子仿 模规范, 实为 万世之 巨观也。” 清 帝之所 以如

者为从谷梁赤到汤斌共 30 人。并将此绘制图例颁布

此, 就是为 了只让符 合圣学圣 道的“纯正”之 书占领

各省。以后仍陆续有增列从祀者。与此同时, “
至圣先

文教阵地。这从乾隆帝直接 干预、
控制下编纂四库全

师”故里 山东曲 阜的孔 府、
孔 庙、
孔 林, 经不断扩 建,

书 的辑 录原 则也 可进 而得 以 印证, 即所 谓 “
离 经畔

规模也越来越宏大, 典制也越来越严整。

道、颠倒 是非者, 掊击 必严; 怀诈挟 私、
荧 惑视听 者,

晚清 这时对 圣哲贤 儒之辈 祀典的 愈发重视 , 决

屏斥必力” 。晚清皇帝 自然也不会放弃这种 原则,

不单单是一个礼仪形式问题, 更主要在于, 统治者面

此 番布 置购 补、刷印 书籍 的情 事, 即不 失为 一 个例

临“异端”
百出, “
圣学”陵夷的危机形势, 力图靠对若

证。

辈的进一步神化和张扬, 强化其“正学”
权威, 以利维
三是宣讲圣训儒经, 普及圣道教化。

护旧的文化形态和进行思想控制 。对孔子辈的崇祀

本 来 自清 前期 就有 定期 宣讲 《圣谕 广训 》的制

与对儒学典籍刊印推广是相辅相 成的。当然, 孔子作

度, 但“
奉行日久, 大半有名无实, 讲如不讲” 。针对

为中 国历史上杰 出的文 化大师, 留给 后世十 分丰富

这种情况, 晚清统治者屡欲扭转, 切实施行。咸丰初

的思想文化遗产, 其中有许多弥足珍贵的精 华内容。

年, 两江总 督陆建瀛 进呈新刊 刻的《御纂 性理精 义》

对其 人其学, 应该客观 公正实 事求是 地来认 识和对

和 《圣谕 广训 直解 》
, 并 附所 定选 讲章 程, 其中 拟议

待, 而晚清 统治者 对孔子、孔学 的利用, 自然 谈不上

“责成教官慎选朴实生员, 每月赴乡宣讲 ” , 为清廷

如此。

董丛林

晚清咸同年间官学文化 方针下的“
崇正辟邪”

三、
有的放矢地辟“
邪”、
伐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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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原! 凡读书识字 者, 又乌
可袖手安坐, 不思一为之所也!

道末 咸初酝 酿和爆 发, 历 时十余 年之久 的太平

这中间固然有为动员封建士 子起而投身镇压太

天国起义, 不但对清王朝的政治统治给予沉重 打击,

平天 国的策略宣 传成分, 把太 平天国 利用拜 上帝教

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造成使清朝统治 阶级惊呼不迭

指认为所谓“窃外夷之绪, 崇天主 之教”
亦不 准确, 但

的一场空前“奇变”
。

无论 如何, 鉴于太平天 国当时 对若辈 心目中 正统文

我们知道, 太平天国起义利用了拜上帝教。该教

化的破坏, 惊呼此乃“
名教之奇变 ”
, 已不仅仅是他个

并不 等于西方传 来的基 督教, 而是在 特定社 会历史

人的 一种观感, 而且可 以说也 是代表 清朝统 治阶级

条件下, 由具有特定主观条件的洪秀全, 利用他可能

发出的卫道社会动员。当时, 在这个方面清朝君臣上

利用 的基督教的 一些素 材, 结 合中国 传统宗 教和文

下呼应配合, 形成一种浓烈的政治文化氛围。清廷屡

化成分, 而创立的一个教种。对其宗教本身的真实面

屡发 布有关谕令, 下面举同 治二年( 1863 年) 岁末的

目, 清朝统治者并没有能认识得十分详确, 在很大程

一谕为例。当时正当 太平天国被镇压灭亡的前夕, 形

度上是有意无意歪曲了的。然而, 对于太平天国于清

势对清朝方面已十分有利, 清廷布谕说:

朝 统治者所认 定和极力 维护的 “
正学 ”
, 对传 统纲常

方今大 江南北 渐就肃 清, 一 切抚绥 安辑叠

名教的正面冲击, 他们是异常敏感和重视的。特别是

经 降旨, 责成地 方官吏 妥为办理, 教 养兼施, 使

太平 天国的前半 期, 这 方面的 声威与 其势如 破竹的

百姓革面洗心, 不致再为教匪邪说所煽惑。

武装斗争相配合, 也确实显示出颇为强大的冲击力。

显然, 是把辟“
邪”作为抚绥安辑的要事。

太平 军由起 义地北 进以及 定都天京 后西征、北

对所谓“教匪邪 说”者的 指称, 其范 围应该 说是

伐的 进军当中, 所到之 处不但 大量地 捣毁从 民间所

颇为 宽泛的, 不消 说太平 天国自在 其列, 同时, 也包

立乃 至为官方 致祭对象 的庙宇、偶像 , 而 且凡“学官

括中国土生土长的各种秘密会社 、
教派, 如不乏被利

正殿两庑木主亦 俱毁弃殆尽” 。在其都城天 京, 把

用来 组织反清 起事的 像白莲 教、
八 卦教、天地会 、
小

孔庙尽行折毁, 甚至把孔子牌位劈碎抛于马粪 堆里,

刀会等。即使对于在当时中国不断 加强势力的真正

地 主 文 人 因 有 “大成 牌 位 不 完 全, 委 地 搀 将 马 粪

的“
洋教”, 清方也 是存防 邪之心、辟邪 之意的, 只不

捐” 的感叹。清朝的原 江宁学宫被改作“宰夫衙”,

过不好公然宣明罢了, 情况比较特殊。

文圣之殿堂变为“椎牛屠狗”
的场 所。对于清朝以及

鸦片战争以 后, 西 方列 强把“传 教”作为侵 华手

历 代封建统治 者奉为“圣典”的 儒家经籍, 则 斥之为

段之一, 通过一系列有关不平等条约, 不断扩大攫取

“妖书”, 在“
尽 行焚除, 皆不 准买卖藏 读”之列, 甚至

在 华“
传 教”
特 权, 特别 是通过 第二次 鸦片战 争胁迫

曾 在辖区大规 模地进行 搜禁“妖书”的活 动, 出现所

清 政府订立《北京条 约》之后, 中国从 沿海到 内地都

谓“搜得藏 书论担挑 , 行 过厕溷 随手抛, 抛之 不及以

被迫 向外国传教 士开放, 但教 方所受 到的中 国绅民

火烧, 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 收者斩, 买者卖者一

的抵 制也是强 力的, 双方 冲突激烈, 教 案迭出, 不但

同斩” 的局面。当然, 这并不是一种 完全正确的文

给西 方列强方面 以羁绊 和打击, 而且 使清朝 统治者

化态 度, 其中 包含了对 传统文 化无分 析鉴别 地一概

陷于一种两难境地: 一方面, 不论从 有悖中国传统的

否定的简单和偏激。不过, 这种情况没有也不可能保

文 化观念还是 列强的借 教干政 来说, 他们对 “
洋 教”

持 太久, 很 快就有一 个宣布“孔孟 非妖书”的 根本转

都是宁愿认其“邪”
而不愿认其“正”的; 另一 方面, 由

变。尽管如此, 太平天国起义本身就足以让清朝统治

于 被迫在条约 中承认了 外国在 华传教 的“合法”性,

阶级深切地感觉到“名教之奇变”的忧惧和仇恨。湘

并且在办理教案的实践中越来越 体察到外国在华传

军首领曾国藩在《讨粤匪檄》
中就有这 么一番典型的

教的不可抗拒性, 又不得不遵约行事, 对“
洋教 ”
不但

话:

不能公开倡言“辟邪”
, 而且还要加意保护, 对反教臣
自唐虞 三代以 来, 历 世圣人, 扶持 名教, 敦

民进行限制乃至镇压。如果说, 他们试图在这两者之

叙人 伦, 君臣父 子, 上 下尊卑, 秩然 如冠履 之不

间 寻 求一 种折 衷调 和境 界的 话, 那么 “明保 暗防”、

可倒置, 粤匪窃外夷之绪, 崇天 主之教……举中

“不禁之禁”
之类的策略思想便应属之。

国数 千年礼 义人伦、诗书 典则, 一旦扫 地荡 尽。
此岂独我大清之变, 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 变, 我

同治年间清朝统治集团在关 于教案问题的大讨
论中, 上述策略思想表现得就颇典型。总理衙门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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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的供有关大员讨论的函件中就 强调: “自议款以

“正学”
的文化本位。

来, 传教已 奉明文, 欲于 此时禁 止, 势 万难行 ”
, 虽然

这个 时候, 外来文 化事物 对中国 传统文 化的冲

教方 迭生事端, 但亦 惟有“平日 联络绅民, 阳 为抚循

击, 并不仅 限于洋 教, 更 有从器 物、
技 艺到政 教层面

而 阴 为 化导, 或启 其 误, 或 破 其 奸, 是 亦不 禁 之 禁

的世俗性内容。正是 由于对此的反应不同, 遂有洋务

也” 。其时曾国藩持论 : “周孔之道万古不磨 ”
,“
但

派和顽固派的分野, 其间产生论争。像同治年间在同

使 中国修政齐 俗, 礼 教昌明 ”
, 夷教“虽百 计开拓, 亦

文馆问题上的论争即颇典型, 此事为人所熟 知, 不复

终 鲜尊 信者” 。李鸿 章则提出 “
明 为保护 , 密 为防

赘述。这个时期中体 西用思想已在雏型初具阶段, 并

闲”的原则。按其意思, “明为保护”
是 鉴于外国在华

且 在官 方主 持进 行的 洋务 运动 中开 始得 以实 际贯

传 教“
久 立专条”, 不 得违约, 只 好采取暗 中防范, 而

彻。总之, 当时官学文化所受到的冲击致变因素不仅

其要项之一便是要“崇礼明儒, 以资劝化” 。这是当

来自中国内部, 而且也来自外洋。不过, 这个时期西

时清朝统治集团中洋务派大员们 的典型观点。至于

学的 冲击层面还 相对表 浅, 冲 击力度 还不是 特别巨

顽固派官员们, 因为他们比较坚决地持守着“夷夏之

大, 而清朝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暂时挽 救“
内

辨”
, 以“
以 夷变夏”为大 防, 更 是明火 执仗地 反对洋

忧”
危机, 走向 所谓“中兴”的过 程中, 维护其 官学文

教, 高扬“
崇正辟邪”的旗帜, 甚至直接 充当反洋教的

化, 从主观到客观都还具备一定的现实 条件。而后,

倡率者。顽固派与洋务派在这方面的 表现上似乎大

随着 西学东渐势 头的不 断加强, 同时 传统官 学文化

相径 庭, 其 实, 从 真切政 治文化 观念上寻 根究底, 两

自身的“异化”
因素也在不断生发 , 到头来, 它无可挽

者间并没有根本性差异, 心里坚持的还都是“官学”、

回地走向没落, 对此, 拟另文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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