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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魏源经世致用思 想的树立, 得 益于湖湘文化的熏 陶、
江浙学 风的影响和师友的提 携。魏源将富

强国家作为经世致用的目标, 以兴利除弊为经世致用的主要途径。其思想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
魏源; 经世致用思想
〔中图分类号〕
K 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87( 2000) 02-0113-03

经邦治 国、济世利 民的 经世致 用思 想是 中国历 史上

道; 友天下士, 谋救时 方”
等 佳句。五年后, 作联 赠筠谷从

读书 阶层或 称士 大夫集 团的 产物, 赖这 个庞 大的知 识分

兄, 曰“能致用便为实 学, 识 时务不是愚 人”
。一 个人在青

子集团 而绵延不断。经世 致用思想作 为旧时代知 识分子

年时代能 接受一种较好 的、
较 进步的思想, 那怕 仅仅是较

集团的门 面, 长期起 着精神指 导作用, 影响着这个 集团中

进步的传 统思想, 往 往能关乎 其一生的命 运, 终 生受用无

的优秀分子。事实上, 经世致用思想和与其有密切关系的

穷。这一点 已为近代中国 历史中许许 多多的仁 人志士的

民本 思想共 同构 成中国 优秀 文化传 统的 核心, 是中 国传

行为所证明。魏源终生服膺经世 致用思想并以之为指导,

统文化之精华。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 旺盛的生命力, 之所

进行经世 致用的种种尝 试, 取 得了杰出的 成就, 其起点在

以有火风凰( 不死鸟) 的美誉。其原因 之一在于富有活力、

桑梓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

朴实的经世致用思想。它与我国历史 发展大势同潮共涌,

其 二, 江 浙地区 经世致 用学 风的影 响。魏源 自 1820

推动了历史车轮的前进。特别是在国 家、
民族面临危机的

年举 家迁江 苏, 1835 年定居 扬州, 直到 1857 年逝世 于杭

紧急 关头, 经世 致用这 面旗 帜往往 能感 召相 当一部 分人

州, 客居江浙达 37 年之久。他长 久地生活在江浙地区, 势

士挺身而出、济世救民。

必受江浙 地区思想文化 的影响, 尽管他有 心保护自 己, 免

在近代 历史初期, 魏源正 是这样一位 先进分子, 他丰
富了经世致用思想的内容, 其思想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一、
促成魏源经世致用思想的诸因素
魏源在 青年时期, 逐渐接 受了经世致 用思想, 并使之
成为其人 生的指导思想, 成为 其人生事业 的内在驱动 力。

遭 江浙文 化之熏 染, 所谓 “
来 自潇湘 清绝 处, 可曾楚 树让
» 事实 上, 他这颗“楚树”
吴烟”。
的确未让纤弱、萎靡、
奢华

之“吴烟”所熏染, 保 持了自己 独立人格, 但他又 确确实实
接受了江浙文化中那弥足珍贵的经世 致用思想。
自隋唐 以来, 随 着我国经 济中心的南 移, 江 浙地区日
渐繁荣、发达起来, 逐渐成为人文荟萃之地。至明清时代,

其成因是多方面的。
其 一, 湖湘 文 化 中经 世 致用 的 传统 培 养、造 就了 魏

江浙已是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广博宏大、
高屋建

¹ 湖湘 文化是一种 独特的区 域文化, 其重要特 征是充
源。

瓴的江浙文化全面浸润着魏源。其中, 经世致用思想对魏

分发 扬儒家的“
外 王之学”, 注 重经世致用, 以培养 士人积

源影响最 大, 一者因 魏源早已 接受这个思 想, 有 一个良好

极 关心国家民族前途 命运的“敢为天下 先”
的 气度。这对

的 根基, 另 一 方面, 经 世 致用 思想 在 江浙 文化 中 渊远 流

于魏源影响很大。自宋代湖湘学派形 成以来, 岳麓书院一

长, 在当时占有重要地位, 影响甚大。

直是湖湘文 化的 中心。魏 源自 小即 受曾 经“肄 业岳 麓书

魏源接 受江浙文化中 经世致用思 想主要表 现在三个

院”的二叔魏辅邦的熏陶。1813 年, 19 岁的魏源负笈岳麓

方面: 第一、魏源成为 常州学派今 文经学健将 。清乾嘉年

书院, 师从山长袁名曜, 研求经世之学。袁名曜, 湖南宁乡

间 今文经 学复活, 首 张其旗 帜的 是江苏 武进 ( 今 属常 州)

人, 官至翰林院 侍读。后返乡 职岳麓书院 山长, 从 事桑梓

人 庄存与, 其 甥刘逢 禄、宋翔 凤发扬 光大, 形 成有名 的常

教育事业, 讲授有用之学, 关注社会实际问题。º

州 学派。魏源服膺庄 存与, “奉之为 宗主”
, 对庄 氏心仪至

魏 源从岳 麓书 院中直 接、间接 地继承 了经 世致 用血

极。魏源曾 师从 刘逢 禄, 学习 今文 经学, “从问 《公羊》大

脉。他在 20 岁时为故宅的题联中就有“读古人书, 求修身

¼ 今文经 学家以阐发今文经“
义”。
微言大义”为宗旨, 以期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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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现实 政治服务。可以 说, 为 议政、
改 革提供理论 根据的

又出一个 道学家, 呈君、师、
道 分裂为三的 状况, 经术与现

今文经 学是入世、经世的桥 梁。第二、明末清初经 世致用

实政治、理论与 实践更加分 离。道学置身 于现实之 外, 玄

学者顾 炎武、
黄 宗羲对魏源 影响很大。顾 炎武, 江 苏昆山

虚空谈是求。

人; 黄宗羲, 浙江余姚人, 同为 江浙先贤, 清初批判 理学大

在魏源看来, 三代以上, 圣人治世。圣人有君之位、
师

师, 均有经世致 用思想。魏源 在编辑《皇朝经世 文编》时,

之德、智, 君师一体, 是为圣人治世。就是各种职官也都是

即 将顾黄 二人 列在第 一、二位, 并收 集了 他们大 量著 作,

“士之师表”
, 本 身都 是真 正的 知识 分子, 因 而, 作为 知识

较早肯 定二人在学术思 想方面的 贡献。魏源经世 致用思

分子 集团的 士并 不具有 独立 的特殊 功用, 并 不游离 于社

想的形 成, 自然 离不开顾黄 的影响。第三、浙东史 学的影

会 政治之外。自春秋 以降, 因 “
孔孟 出而有儒 者名”
, 即出

响。在乾嘉 时代, 浙 东史学在 考据学的坚 垒中破壁而 出,

现了儒家 的士集团, 有位之君 子不必要兼 有圣人之 德智,

一反 为考据 而考 据的治 史方 法, 该 派杰 出的 代表章 学诚

而将德、智之事交给了儒家学者。世袭君主往往丧失德智

明 确提出 “
史 学所以 经世”的 主张, 他的 很多 文章也 都收

或曰 不一定有德有智( 如冲龄幼 主) 诚 为封建社 会一大现

入 魏源精心编纂的《皇朝经 世文编》中。魏源本人 终生恪

象, 但决非儒者出才有的现象。事实是: 因世道衰微, 君不

守“
史学经 世”
的原则, 编著 历史, 比 如《
圣 武记》
, 《海国图

君、臣不 臣, 君或 贪或暴, 臣 不仁不 义, 世道 凌乱、道 德沦

志 》及《
元 史新编 》
等, 都 属经 世致用 的史 学著作, 有 明显

丧, 才出现孔子儒学的道德说教, 才有智、仁、
勇的提倡。

的经世救世倾向。
其 三, 魏 源友 朋交往 圈子 中有 一批具 有经 世致 用思

当 然, 魏 源确 实注 意到孔 孟以 后的时 代出 现了 一个
以弘道为职业的士集团, 兼君师之职。这个以弘道为职业

想和才 能的学者、大吏, 比如李 兆洛、
汤 鹏、
包 世臣、
姚 莹、

的儒士 集团 , 或曰 “政 事之 儒”尚 肩 负 经世 之 任, 辅君 治

贺长龄、陶澍、
林则徐等人, ½ 他们或者促进魏源经世致用

世, 孔、
孟、董 ( 仲 舒) 都曾 朝这方 面努 力, 并 有一 定成 就。

思想 的形成 和发 展, 或 者为 魏源经 世致 用思 想提供 实践

到了宋代, 出现 了道 学先 生, 以“明道 ”为业, 专 意阐 发道

机会。魏源 置身其中, 又外在 地规范、强化其经世 致用思

统, 直至 天理, 极 力论证 封建 等级伦 理制 度的合 理性、必

想, 使其沿着这条经世致用 之路走下去。1826 年, 替江苏

然性, 千方百计把人 们捆在这 个万古不移 的秩序链 条中,

布 政使贺 长龄编 《
皇 朝经世 文编 》
, 鸦片 战争 爆发后 又受

而忽视、放弃了把儒 家有用之 学引入到现 实中来, 偏离了

林 则徐之托编《海国图志 》
。他对河 、
漕、盐诸大政 予以极

“治国平天下”的现实 宗旨。至于乾嘉 时代的汉 学考据学

大 的关注, 原因 之一 在于他 曾是 贺长 龄、
陶 澍( 曾任 江苏

家 及东汉古文经学 家只能算“治经之 儒”
。“治经之儒 ”
与

巡抚、两江总督) 的幕友, 有机会参幕经世致用之事。

“明道之儒”
均偏离先秦两汉时“政事之儒”
的传统。

就 魏源个 人品 格来讲, 其 勤敏、执 着的 个性, 关 心百

因此 , 魏源认 为, 今日 之学者应 恢复“政事之儒”的治

姓疾苦的 情怀等都有利 于形成经世 致用思想, 或者说, 有

学 方向和方法, 积极参与现 实政治, “
以 经术为治术 ”
、“
通

利于他从各个方面接受经世致用思想, 并努力践诸行动。

经致用”, 再 不要 在“治 经”
、“明 道”问题 上绕 弯弯。 他写

二、
魏源经世致用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道:

1. 以经术为治术、通经致用

曷谓道之器? 曰“
礼乐”; 曷谓道之断? 曰“
兵刑”;

从根本 上来讲, 儒家经典是 读书人“修身齐家 治国平

曷谓道之资? 曰“
食货”。道 形诸事谓之治; 以其事笔

天 下”
的 理论 指导, 只是 宋明 理学家 一味 追求修 身养 性,

之 方策, 俾天 下后 世得 以求 道而 制事, 谓 之经; ……

或悟证天 理, 或悟求 良知, 特别是陆王 心学一派到 后来几

士 之能九 年通 经者, 以淑 其身, 以 形为 事业, 则 能以

近狂 禅, “束书不观, 游谈无根 ”
, 仿效不立 文字的禅宗, 把

《周易》
决疑, 以《
洪 范》占变, 以《春秋》断事, 以《礼》、

儒家 原始经典抛诸脑 后。这样一来, 就把儒 家“
治 国平天

《乐》服制 兴教化, 以 《
周 官》致太 平, 以 出使 专对, 谓

下”这一重要内容 去掉了, 实际上也把 经世致用思 想抛弃

之以 经 术 为 治 术。 曾 有 以 通 经 致 用 为 诟 厉 者 乎?

了。清乾嘉时代盛极一时的 考据学虽然不再“
束书不观”,

…… ¿

但又走向 另一个极端, 即钻入 故纸堆中进 行繁琐考证, 只

固 然, 魏 源恪 守的 是今文 经家 法, 但是, 他 又实 在认

求 训诂、辨 音、补 佚、证伪, 而 回 避 经典 中 的经 世 致用 思

识到 应将经 书与 现实社 会的 实际问 题相 联, 这是十 分难

想, 远离“
修齐治平”之宗旨。有见于此, 魏源也力主“
通经

得的。在 没有新理论出 现以前, 返求古代 经典以“经世致

致 用”、
“以经 术为治 术”
, 以 期弥补 长期 以来 学术发 展的

用 ”实出 无 奈, 较纯 治经 、明道 之儒 来 讲, 又确 实 高明 许

缺撼。他感叹历史 之变迁, 悲叹“政事之儒”
与“治经之儒”

多。

和“明道之儒”
的泮然相分。¾
魏源 认为, 三 代以上, 道统与治 统、
经 术与治术, 两者

2. 以富强国家为经世致用的目录
国 家 富强是 儒家 “
治 国平天 下”的内 在要求 , 但 往往

都是统一 的, 统一 于礼乐之 教化, 到 后来, 君与师、经术与

被后世儒师、道学先生们所忽视。魏源接受了荀子“王道”

治术分 裂开来, 不再合二为 一。再到宋明 以降, 儒 者之外

之治、足食足兵的国 富民强思 想, 认为 国家富强 与王道之

孙功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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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是一 致的, 而经 世致 用的目 标亦 正在于 国家 富强。他

国家 强盛兴 旺之 路, 走 了一 条致力 于国 家富 强的经 世之

讲:

路。
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 无不富强之王道。王伯之

3. 以除弊兴利为经世致用的主要途径

分, 在其心不在其迹也。心有公私, 迹无胡越。《易》
十

封建专 制王朝作为极 不合理的政 治制度本 身就内在

三卦 述古圣人制 作, 首 以田渔、耒耜、市易, 且 舟车致

地决定 其弊政的存在。其 庞大的官僚 集团似一 群无约束

远 以通之, 击 拆弧矢 以卫 之; 禹平 水土, 即 制贡 赋而

的 虎狼 一 样, 侍机 肆意 残 暴小 农, 一 切弊 政也 就 不可 避

奋 武卫; 《洪范 》
八 政, 始食货 而终 宾师; 无 非以 足食

免。每到封建王朝中 期, 朝 纲大坏, 腐败 蔓延, 百弊丛 生,

足 兵为治天下 之具。后儒特因 孟子义利、王伯之 辨,

中 饱贪墨 之吏 侵蚀社 会机 体, 侵耗民 财, 截断国 家税 源。

遂 以兵食 归之 五伯, 讳而 不言, 曾 亦思 足民、治 赋皆

所以, 除弊便能 兴利。魏源实 在将清朝弊 政看得很 清楚,

圣门之事, 农桑、
树畜即孟子之言乎? 抑思屈原志《
三

且敏锐地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只 有除弊才能兴利, 只有除

后》
之纯粹, 而亦曰 “
惜往 日之曾信兮 ”
、“
国富 强而法

弊才能实现“利出于一孔”
。当时“
中饱蠹蚀之权”, 即大大

立”孔明王佐之才而自比管、
乐乎? 王道至纤至悉, 井

小小 的贪官 污吏 将社会 财富 的大部 分装 入自己 的腰 包,

À
牧、徭役、
兵赋, 皆性命之精微流行期间。

并破坏、断绝 了国家税源, 农、工、商百业不振, 商疲 民困,

魏 源 从“治国平 天下”的 儒家思 想出 发, 着眼于 富强

使 清朝政 府首 先遇到 财政 危机, 兵饷、河 费、漕粮无 法保

国家 这个经 世致 用的总 目标, 从原 始儒 学中 寻找理 论依

证。要改变衰败的局面, 非除弊不可。除弊是现实社会第

据, 确实有相当说服力。圣人尚且不空谈心性, 讲求事功,

一 要务, 是 救 治现 实社 会 第一 良方 , 而后 实现 利 出于 一

难道后 世儒师儒士比圣 人还高明 吗? 大禹以治水 之功德

孔, 即国 家税 收主渠 道, 而不 是由官 府、贪墨 之吏及 走私

成 其圣, 后辈 儒师谁 人不 是圣 人的门 徒, 奈何坐 视河 烂、

贩 私之人三方( 三孔) 来瓜分。利 出一孔, 吏治得以 澄清,

漕困、百姓生计 维艰呢? 国家 不富强王道 又怎能实现 呢?

官民交困的局面得以改变。

魏源 进而批评那些腐儒 、
汉学 家及“骚墨之士”, 认 为彼辈

除 弊兴利 便是 最现实 的经 世致 用, 也 是经 世致 用最

均 偏离富 强国 家、
经 世致 用的 宗旨, 不切 实际, 无补 于国

现实的途径。除弊兴利、化繁就简是解决封建社会难题的

计民生。

一般方法, 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魏源积极倡导除弊兴

魏源在 中年以前这 段时间, 以挽救社 会危机, 把主要

利, 撰著 《
筹 漕篇》、《
筹 鹾篇 》等方 案, 本人 亦亲 自进 行盐

精 力 用 在“河、漕、盐、兵”四 大 政上, 谋 求 国家 富 强的 出

法改 革又已 体现 其务实 的经 世致用 思想, 反 映其务 实精

路。继之, 又更多地侧重研究“边疆”
防务与开发。最后, 在

神, 实践精神。这是魏源经世致用思想的最大特点。

民 族危机 的关 键时刻, 忧 愤忧 思, 倾 全力 研究海 防,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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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 Yuan's thought on administration and pragmatism
SU N Gong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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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 ei Yuan's thought on administr at ion and pragm atism w as the outcome of t he infl uence ex ercised on him by Hunan -Jiangsu -Zhejiang cult ure and his t eachers and fr iends . He st ressed t he
pr act ical applicat ion of learning w it h t he aim t o prom ot e w hat w as benef icial and abolish w hat w as
har mf ul so as t o m ake his co unt ry st rong and prosper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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