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期

南洋中华文学与文化学报

2022 年 5 月

Nanyang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No. 2
May 2022

a

中古文献的三副面孔
——以南朝经学家刘瓛为例
程章灿
( 南京大学文学院，南京 )

摘

要：刘瓛是南朝最为重要的经学家之一，他以博通五经著名，尤精礼学，聚徒讲授

经学，门生众多，对齐梁二代儒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他的经学特点与儒学专长，《南齐
书 》、《南史 》、当时人的诗文以及其他文献，各有不同的记述。通过比对诸种不同文献的记
载，可以更好地理解刘氏之生平及其贡献，更好地理解不同类别中古文献的叙述重点与特点。
关键词：刘瓛

南朝

经学 《南齐书》《南史》

研究中古的历史，无论是经学史还是文学史，都不可避免遇到文献不足的问题。因为文献不足，
所以不免跨界去发掘新的文献资料。研究经学史问题，有时候要用到集部文献；而研究文学史问题，有
时候也要用到经部文献；至于研究经学和文学的问题都要用到史部文献，更是不用多说了。从体量上
看，中古史部文献可能是最为可观的。不同类型的文献自有不同的特点，有着各自不同的面孔与表情，
反映出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也有所不同。例如，南朝著名经学家刘瓛（434-489）的形象，在不同类
型的文献史料中，就呈现出不同的形象。只有将各种不同类型的文献细心比较，融汇贯通，才能对经
学家刘瓛其人其学有比较准确、全面的了解。当然，从这种比较中，也可以更好地理解诸种中古文献
史料的特点，这对于其他专题的中古研究也是有启发的。
阅读南朝文献，我们得到的刘瓛形象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孝子形象，主要见于他的正史本传。第
二种是大儒形象，见于刘瓛的经学著述，以及其他相关史传对他经学研究的记载。第三种是学者形象，
这主要见于同时代人所写的六首怀念刘瓛的诗篇之中。下面依次解读分析。

作者信息：程章灿，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Email: zccheng@n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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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史本传中的孝子形象
关于刘瓛的生平事迹，史传记载比较简单，最重要的文献是《南齐书》卷三十九《刘瓛传》，其
次是《南史》卷五十《刘瓛传》。宋以前的其他史部文献，例如《资治通鉴》也有一些片断记载，但基
本上都转钞自《南史》。a《南齐书·刘瓛传》云：
刘瓛字子珪，沛国相人，晋丹阳尹惔六世孙也。……少笃学，博通《五经》。聚徒教授，常有
数十人。丹阳尹袁粲于后堂夜集，瓛在座，粲指庭中柳树谓瓛曰：
“人谓此是刘尹时树，每想高风；
今复见卿清徳，可谓不衰矣。”b
刘瓛祖籍沛郡相（今安徽濉溪西），是东晋丹阳尹刘惔六世孙。刘惔是东晋清谈名士，曾任丹阳尹，
政治地位很高。
《世说新语》中称刘惔为“刘尹”c，《南齐书》中袁粲也称之为“刘尹”，无论袁粲言语之
中，还是史臣行文之际，对刘惔皆充满尊重。柳树是一种高度六朝化的文化符号 d，袁粲见到庭中柳树，
就想起刘惔当年的风姿，紧接着便联想到刘瓛，可见刘惔声名垂远，虽隔六世，依然很有影响。自东
晋南渡以来，刘惔子孙主要生活在建康，所以刘瓛算是建康人。南宋景定（1260-1264）年间编定的南
京方志《景定建康志》，也给刘瓛立了传，并将其列为《古今人传·儒雅传》的第一人。e 比对文字可知，
《景定建康志》的叙述也主要钞自《南史》。归根结底，只有《南齐书》和《南史》中的两篇传记是最值
得重视的基本文献。
从事南朝研究的学者都知道，对于这一时期的史部文献，既要重视南朝的《宋》
《齐》
《梁》
《陈》四
书，也要参考北朝的《魏》
《齐》
《周》
《隋》四书，此外还要比照《南史》
《北史》两部史书。将《南史》
与《宋》
《齐》
《梁》
《陈》四书中相关的部分进行比对，将《北史》与《魏》
《齐》
《周》
《隋》四书中的
相关的部分进行比对，都会发现不少异文。这些异文有的是语助字词的增减，相当于白话文写作中增
f
删一些“的地了呢”，大多数无足轻重；但也有一些异文意味深长，需要“十目一行”地细细体会。

对读《南齐书》与《南史》的两篇《刘瓛传》，至少有四条异文值得重视。先看第一条异文：

a [宋] 司马光撰，[元]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 》卷一百三十五，北京：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4226 页。详细
引文见下文。
b [南朝梁] 萧子显撰《南齐书 》卷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2017 年版，第 753 页。
下引《南齐书》除特别说明外，均出自修订本。
c [南朝宋] 刘义庆著，[南朝梁] 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余淑宜、周士琦整理《世说新语笺疏》（修
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5 页、第 108 页等。
d 参看程章灿《树立的六朝：柳树与一个经典文学意象的形成》，《北京大学学报》2011 年第 2 期。
e [宋] 周应合撰，王晓波、李勇先、张保见、庄剑点校《景定建康志 》卷四十九，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081-2083 页。
f 借用清人阮元语，出自阮元《题严厚民杰书福楼图 》诗：“ 严子精校雠，馆我日最长。校经校文选，十目
始一行。” 见 [清] 阮元撰，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1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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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高帝践阼，召瓛入华林园谈语，问以政道。答曰：“政在《孝经 》
。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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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之是也。”帝咨嗟曰：
“儒者之言，可宝万世。”又谓瓛曰：
“吾应天革命，物议以为何如？”瓛曰：
4

4

4

4

“陛下戒前轨之失，加之以宽厚，虽危可安；若循其覆辙，虽安必危。”及出，帝谓司徒褚彦回曰：
“方直乃尔。学士故自过人。”敕瓛使数入，而瓛自非诏见，未尝到宫门。（《南史 》卷五十《刘瓛
传》）a
按照《南史》此处的记载，萧道成与刘瓛之间有两次问答，一次关于为政之道，一次关于舆论对萧齐代
宋的看法，前者较虚，后者较实，但严格说来，两个问题都很微妙，不易作答。刘瓛对第一个问题的
回答是：“政在《孝经 》。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这个回答很重要，虽然寥寥数语，但意蕴
深微，其内涵甚至可以覆盖他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五记：
“帝问为政于前抚军
行参军沛国刘瓛，对曰：‘政在《孝经 》
。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车之失，
加之以宽厚，虽危可安；若循其覆辙，虽安必危矣。’帝叹曰：
‘儒者之言，可宝万世！’”b 很明显，《资
治通鉴》此处是以《南史》为蓝本，而将《南史》中的第二个提问省略，将两条回答拼合为一。可见，
在《资治通鉴》看来，第二个提问的根本亦在“为政之道”，可以被第一个提问所涵盖。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同一段叙述中，《南齐书·刘瓛传 》其它的内容都不缺，却缺少了关于“政
c
在《孝经》”的回答。

萧子显《南齐书》成书于南朝梁代 d，而李延寿《南史》成书则已到唐朝 e，《南齐书》早于《南史》
是无可置疑的，然则是否应该只相信《南齐书 》，认为年代较早的文献更为可靠，而把《南史 》“政在
《孝经》”的记载看作是唐朝人的附益呢？退一步说，即使承认是唐人附益，那么，唐人的附益难道没有
f
其依据吗？张齐明最早提出这一问题，并进行了专门讨论，很有意义。
张齐明认为，《南史》所书“政

在《孝经》”是可靠的，有文献依据。至于《南齐书·刘瓛传》为什么不书“政在《孝经》”，他推测可
能有如下四方面的原因。
第一，为刘宋讳。刘宋皇室子孙互相屠戮，是造成宋室灭亡的重要原因，也给后人留下深刻印象。
清人赵翼《廿二史劄记》中便专门有“宋子孙屠戮之惨”g 一条。刘瓛认为，如果刘宋皇室读了《孝经》，
就不会彼此杀伐，制造人伦惨剧了。萧道成临终也曾告诫其子萧赜，“宋氏若不骨肉相图，他族岂得乘
其衰弊，汝深戒之”。h 但是，萧子显可能不认同对刘宋灭亡的这种解释，故不载录“政在《孝经》”这段
a [唐] 李延寿撰《南史》卷五十，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1236 页。
b《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五，第 4226 页。
c《南齐书》卷三十九，第 754 页。
d 萧子显撰《南齐书 》，始于梁武帝天监中，约在梁普通年间撰成进献，详见点校本《南齐书 》修订组，《点
校本南齐书修订前言》，《南齐书》修订本卷前，第 3 页。
e 《南史 》撰于唐太宗贞观年间，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开始流传，见《〈南史 〉〈北史 〉出版说明 》，点校
本出《南史》卷前第 1-2 页。
f 张齐明《〈南齐书·刘瓛传〉不书“政在〈孝经〉”申说》，中国人民大学主办《国学学刊》2017 年第 3 期。
g [清] 赵翼撰《廿二史劄记》卷十一，北京：中国书店 1987 年版，第 150 页。
h《南齐书》卷三十五《高十二王传》，第 6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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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第二，为萧齐讳。萧齐皇室之间同室操戈，最终给萧衍以可乘之机，而重蹈了刘宋灭亡的覆辙。
刘瓛对齐高帝所说的“政在《孝经》”一席话，齐高帝口口声声“儒者之言，可宝万世”，其实何曾听进
去，其子孙如齐武帝、齐明帝等又何曾真正记住。齐竟陵王萧子良是如何被杀的，齐明帝萧鸾又是如
何上台的，萧子显心知肚明。作为萧齐宗室，萧子显对齐高帝、齐武帝等多有回护，因此有意不书“政
在《孝经》”一事。
第三，为萧梁讳。萧梁代齐，是萧子显亲历的当代史。《南齐书 》成书于萧梁时期，不能不为萧梁
政权有所隐讳。
“梁武帝萧衍与萧齐宗室是绝服而同宗的关系”，梁武帝处心积虑地诛杀齐武帝诸子，清
除萧齐宗室势力，终于以梁代齐，其行径皆是完全违反《孝经 》的。所以，“萧子显《南齐书 》不仅为
齐讳，更要为梁讳”。如果《南齐书》写“政在《孝经》”一节，可能会引起梁武帝的猜疑，认为萧子显
有意指桑骂槐。萧子显为自保计，自然要略去“政在《孝经》”一节。
第四，不认同刘瓛说。张齐明最后倾向于认为，“萧子显本人可能不太认同刘瓛关于刘宋政治教训
的总结”。a
综上所述，前三种推测牵涉的主要是宋、齐、梁三朝历史，而第四种推测则与刘瓛个人相关。这
四条推测究竟哪一条更合理，抑或四条都有一定道理，这里暂不置论，因为它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本文想要论证的是，《南史》之所以记录“政在《孝经》”一说，是因为它有着不同于《南齐书》的写作
动机与目的。
《南史》的书法与《南齐书》在很多方面不一样，其中很突出的一点，正如赵翼《廿二史劄记》所
指出的，是“《南史》于《宋书》，大概删十之三四，……于《齐》不惟不删，且大增补”，赵翼已摘录
了不少例子。b 此处再补充一个有关刘瓛之弟刘琎的例子，涉及两史《刘瓛传》的第二条异文。
《南齐书·刘瓛传》记：
c
（琎）与友人孔澈同舟入东，澈留目观岸上女子，琎举席自隔，不复同坐。

在《南史·刘瓛传》中，相关记载更丰富，一段故事变成了两段故事：

与友人会稽孔逷同舟入东，于塘上遇一女子，逷目送曰：“美而艳。”琎曰：“斯岂君子所宜言
乎，非吾友也。”于是解裳自隔。或曰：与友孔彻同舟入东，彻留目观岸上女子。琎举席自隔，不
4

4

复同坐。d

a 此处四点推测及引文，详参张齐明《〈南齐书·刘瓛传〉不书“政在〈孝经〉”申说》。
b《廿二史劄记》卷十“《南史》增《齐书》处”条，第 128-132 页。另参同书卷十“《南史》与《齐书》互异处”
条，第 132-133 页。
c《南齐书》卷三十九《刘瓛传》，第 756 页。点校本《南齐书》校订本校勘记：“‘孔澈’，汲本、《南史》卷
五〇《刘瓛传》、《建康实录》卷一六、《册府》卷九一六《总录部》并作‘孔彻’。下同。”第 764-765 页。
d《南史》卷五十《刘瓛传》，第 12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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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史》这段文字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或曰”一词。“或曰”之前是《南史》新增的史料，“或曰”
之后是已见于《南齐书 》的史料，两种说法虽然细节不同，甚至所叙当事人名字也有差别，但都有其
文献出处。显然，在《南史 》看来，前者更为重要，后者则是附见。这样的二说并存，是《南史 》在
《南齐书》基础上进行增补的一种特殊形式。
《世说新语》旧注也常用“或曰”“一说”等语，提示两说
并存的文献形态。a 从这一方面来看，《南史》和《世说新语》的这种做法都类似六朝文献中常见的“合
本子注”。b
《南史》不仅对《南齐书》多有增补，对《梁书》也多有增补，尤好增补琐言碎事。c 例如，将《南
史·江淹传》与《梁书·江淹传》对读，就会发现《南史·江淹传》增加了不少江淹的“琐言碎事”，包
括脍炙人口的“梦笔生花”
“江郎才尽”等故事。d 可以说，《南史》对“琐言碎事”情有独钟，这不仅是
因为“李延寿修史，专以博采异闻、资人谈助为能事 ”，而且因为他追求叙事生动，“以奇动人 ”“以骇
观听”
。e 换句话说，他的兴趣不仅在于史料，更在于叙事文笔。
《南史》叙事追摹司马迁，每一篇都设有
主题，而“孝”字正是《南史·刘瓛传》的主题，塑造刘瓛的“孝子”形象，便是其主要目的。下面从
这篇传记的开头、中间、结尾分别举例说明。
传首：瓛素无宦情，自此不复仕。……齐高帝践阼，召瓛入华林园谈语，问以政道。答曰：
“政在《孝经》。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
传中：后以母老阙养，拜彭城郡丞……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请为征北司徒记室，瓛与张融、
王思远书曰：“……中以亲老供养，褰裳徒步，……又上下年尊，益不愿居官次废晨昏也。……而
幸无职司拘碍，可得奉温清，展私计，志在此耳。”
传尾：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经年，手持膏药，渍指为烂。母孔氏甚严明，谓亲戚曰：“阿称便
是今世曾子。
”称，瓛小名也。年四十余，未有婚对。建元中，高帝与司徒褚彦回为瓛娶王氏女。
王氏穿壁挂履，土落孔氏床上，孔氏不悦。瓛即出其妻。及居母忧，住墓下不出庐，足为之屈，
f
杖不能起。此山常有鸲鹆鸟，瓛在山三年不敢来，服释还家，此鸟乃至。

传首说刘瓛“素无宦情 ”，很早就不再出仕。萧道成即位之后，专门向刘瓛请教为政之道，刘瓛答

“王大将军年少时”条敬胤注：
“或曰：敦尝坐武昌钓台，闻行船打鼓，嗟称其能……。
”
a 如《世说新语·豪爽》
又如《世说新语·伤逝》
“王戎丧儿万子”条刘孝标注：
“一说是王夷甫丧子，山简吊之。”见《世说新语笺疏》，
第 594 页，第 637 页。
b 陈寅恪先生首次提出“合本子注 ”问题，其说见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 》，《金明馆丛稿初编 》，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61 页。参看于溯《陈寅恪‘合本子注’说发微》，《史林》2011 年第 3 期。
，
c 参看《廿二史劄记 》卷十“《南史 》增《梁书 》有关系处 ”条，卷十一“《南史 》增《梁书 》琐言碎事 ”
第 134-137 页，第 137-141 页。
d《南史》卷五十九《江淹传》，第 1451 页。
e《廿二史劄记》卷十一“《南史》增《梁书》琐言碎事”，第 140 页。
f《南史》卷五十《刘瓛传》，第 1236 页，第 1236-1237 页，第 12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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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在《孝经》”。这是一个聪明的回答，很能体现刘瓛的政治敏感。每个朝代都有一套对“忠”的定义，
于前朝为忠臣者，在新朝必为逸民，在改朝换代频仍的六朝时代，确认“忠”的标准尤其困难。相对而
言，孝的标准则明确得多，在任何时代提倡孝道，于政治上都是安全的。刘瓛不出仕，理由就是要尽
孝，母亲岁数大了，需要他在家里照顾。
传中讲刘瓛被迫出来做官，也是因为没钱赡养母亲：
“后以母老阙养，拜彭城郡丞。”萧子良请他出
任记室，刘瓛也婉言推辞，表示“上下年尊，益不愿居官次废晨昏也”a，宁愿在家伺养母亲，也不肯再
出仕。
传尾写到刘瓛尽孝的两件事，一件是伺奉祖母之病，一件是侍奉母亲，都非常尽心，甚至有些
走向极端。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b 刘瓛因尽孝而耽误婚事，以致四十多岁未娶，娶亲后
又为一件琐事而不惜出妻。尽管这么做有些过分，但是其母很欣赏他，称赞“阿称便是今世曾子 ”。
阿称是刘瓛的小名，六朝家人亲近之间常用小名相称，此句颇有令读者重临历史现场的生动性。总
之，《南史 》的书写目的是要我们相信刘瓛是个大孝子，为了做孝子，可以不结婚，甚至结了婚也可
以为孝出妻。
《南史 》与《南齐书 》中的两篇《刘瓛传 》，同样通过叙事来塑造刘瓛的孝子形象，但相关文字还
有一些歧异。记同一事，《南史》作“及居母忧”，《南齐书》作“及居父丧”，就史实而讲，二者必有一
是，也必有一误，就修辞效果而言，似乎二者相同，难分高下。也许，从上下文叙事线索的连贯性来
看，《南史》作“及居母忧”稍胜一筹。此外，《南齐书》比《南史》少了这样一段故事：“此山常有鸲
鹆鸟，瓛在山三年不敢来，服释还家，此鸟乃至。”这个例子再次证明，在“以奇动人”
“以骇观听”方
面，《南齐书》较之《南史》确实相形见绌。
把一个人塑造为孝子，在任何时代都是政治正确的。在萧道成面前，刘瓛把自己塑造成《孝经》的
阐扬者和孝道的推崇者，不仅合乎大儒身份，也能确保自己的政治安全。忠臣出于孝子，不熟读《孝
经 》，安能行孝道，孝道之不行，焉能成为忠臣？从汉到魏，从魏到晋，从晋到宋，从宋到齐，政权更
迭频繁，孝子不乏，忠臣罕觌。
《世说新语》第一篇即为《德行》，其中所记汉末魏晋人之德行，大多数
为孝行，就是这种历史现实的反映。齐梁王室也一再强调孝道。《南史·齐高帝诸子传》：“武帝时，藩
邸严急，诸王不得读异书，《五经》之外，唯得看《孝子图》而已。”c 永明三年，齐文惠太子“于崇正殿
讲《孝经》，少傅王俭以擿句令太子仆周颙撰为义疏”。d《金楼子》说梁武帝是大孝子，“每读《孝子传》，
未曾终轴，辄辍书悲恸。”梁武帝对《孝经》研寻有得，遂作《制旨孝经义》
，e 中大通四年（532）三月，
a“上下 ”是六朝人对父母尊长的称呼。《南史 》卷五十校勘记二：“六朝时似称人之母为‘尊上下 ’，而自称
其母为‘上下 ’。
”见第 1255 页。按：[唐] 颜师古撰、严旭疏证《匡谬正俗疏证 》卷八：“王逸少父子与人书，
每云‘上下数动静’，‘上下咸宜’。‘上’者属于尊亲，‘下’者明谓子弟。为论及彼之尊上，所以‘上’字皆
为县阙。而江南士俗近相承，与人言议及书翰往复，皆指父母为‘上下 ’，深不达其意耳。”北京：中华书局
2019 年版，第 453-454 页。
b《孟子·离娄章句上》，[宋] 朱熹注，王浩整理《四书集注》，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05 页。
c《南史》卷四十三《齐高帝诸子传》，第 1088 页。
d《南齐书》卷二十一《文惠太子传》，第 447 页。
e [南朝梁] 萧绎撰，许逸民校笺《金楼子校笺》卷一，北京：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2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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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中、领国子博士萧子显上表，请“置《制旨孝经》助教一人，生十人，专通高祖所释《孝经义》”a，可
见当时对《孝经 》的重视。南宋诗人林同所撰《孝诗 》中，有一首专咏刘瓛，诗云：“先生天下士，偶
迫诏书行。勿谓无奇对，惟言在《孝经》。”b 萧道成临时召对，刘瓛于仓促之中出此“奇对”，不仅展示
了作为经学大师的身份特色，也为自己塑造了孝子的形象。
总之，从《南史·刘瓛传》尤其是其与《南齐书》的异文中可以看出，《南史》发现了刘瓛“政在
《孝经》”之对答的重要性，并围绕“孝”之中心，着力塑造刘瓛“孝子”的形象。

二、史传目录中的大儒形象
对于刘瓛作为当代大儒这一最重要的身份，《南齐书》和《南史》的两篇本传是怎样描写的呢？《南
齐书·刘瓛传》称：
“瓛姿状纤小，儒学冠于当时，京师士子贵游莫不下席受业。”c《南史·刘瓛传》改
“儒学”为“儒业”，改“京师”为“都下”，词异而意同，无足轻重。值得注意的是《南齐书·刘瓛传》
史臣论曰：
d
刘瓛成马、郑之异，时学徒以为师范。

此处中华书局校点本原作：
“刘瓛承马、郑之后，一时学徒以为师范。
”e 修订版此处有校记云：
“‘成’
，南监本、北监本、汲本、殿本、局本作‘承’
。
‘异时’
，南监本、北监本、殿本作‘后一时’
，局
本作‘后’
。
”f 大致来说，校点本采用的是监本的文字，而修订本没有采用。
“刘瓛承马、郑之后”比较容
易理解，“刘瓛成马、郑之异 ”则较难理解。校勘学上有一条原则，在两条或多条异文中，较难理解的
g
一条可能是对的（lectio difficilior praeferenda）
。
如果按照这条原则，那么，或许修订本的选择是对的。

无论是“承马、郑之后”
，还是“成马、郑之异”
，刘瓛都跟“马郑”联系在一起。显然，这代表了
萧子显对刘瓛的历史定位。与萧子显差不多同时的梁元帝萧绎，在其《金楼子·兴王 》中称赞其父梁武
h
帝好学，
“沛国刘瓛，当时马、郑，上每析疑义，雅相推揖”
。
这里，萧绎也将刘瓛比作“当时马、郑”
，

为萧子显的说法提供了一条佐证。可见，对刘瓛为“当时马、郑”的定位在齐梁之世是比较流行的。
但问题出在《南史》又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异文。在描绘刘瓛形象并概述其经学地位（“瓛姿状纤小，
儒业冠于当时，都下士子贵游，莫不下席受业。”）之后，《南史》又增补了一句：

a [唐] 姚思廉撰《梁书》卷三《武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 2020 年版，第 86 页。
b [宋] 林同撰《孝诗》，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c《南齐书》卷三十九《刘瓛传》，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修订本，2017 年版，第 755 页。
d《南齐书》卷三十九《刘瓛传》，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修订本，2017 年版，第 763 页。
e《南齐书》卷三十九《刘瓛传》，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72 年版，第 687 页。
f《南齐书》卷三十九《刘瓛传》，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修订本，2017 年版，第 767 页。
g 参看苏杰编译《西方校勘学论著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7 页，第 119-120 页。
h《金楼子校笺》卷一，第 2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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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曹、郑。a
4

4

44

4

“马、郑 ”指的是马融、郑玄，“曹、郑 ”指的是曹襃、郑玄。虽然曹褒与马融都是后汉经学名家，但
“曹、郑”与“马、郑”毕竟不同。《后汉书》卷三十五《张曹郑列传》：

曹襃字叔通，鲁国薛人也。父充，持《庆氏礼》。……襃少笃志，有大度，结发传充业，博雅
疏通，尤好礼事。常憾朝廷制度未备，慕叔孙通为汉礼仪，昼夜硏精，沉吟专思，寝则怀抱笔札，
行则诵习文书，当其念至，忘所之适。b
从这篇曹襃的传记可以看出，曹褒一生的贡献集中于礼学方面，是一个道地的礼学家：

会肃宗欲制定礼乐，……褒知帝旨欲有兴作，乃上疏曰……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诣嘉徳门，
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 》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使
可施行。于南宫、东观尽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 》谶记之文，
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
众论难一，故但纳之，不复令有司平奏。会帝崩，和帝即位，褒乃为作章句，帝遂以《新礼 》二
篇冠。c
他受到汉章帝与汉和帝的信任，为汉家制定“冠婚吉凶终始制度”，推广了家传《庆氏礼》，并确立了自
身在礼学史上的地位：

褒博物识古，为儒者宗。……作《通义》十二篇，演经杂论百二十篇，又传《礼记》四十九篇，
教授诸生千余人，庆氏学遂行于世。d
刘瓛的生平行事，他在经学尤其礼学方面的专长，他教授诸生数量之多，影响之广，与曹褒如出
一辙。《南史》载时人把刘瓛比作“当今曹、郑”，是恰当的。下面从四个方面举例论证。
（一）讲《礼》

a《南史》卷五十《刘瓛传》，第 1237 页。
b [南朝宋] 范晔撰，[唐] 李贤等注《后汉书 》卷三十五《张曹郑传 》，北京：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12011202 页。
c《后汉书》卷三十五《张曹郑传》，第 1202-1203 页。
d《后汉书》卷三十五《张曹郑传》，第 12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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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南齐书》本传称刘瓛“聚徒教授，常有数十人”，“儒学冠于当时，京师士子贵游莫不下席受业”。

这里所谓“贵游”，包括了王室成员和世族子弟。《南史》卷四十二《齐高帝诸子传上》：

（齐）武帝尝问临川王映居家何事乐，映曰：
“政使刘瓛讲《礼》，顾𢝔讲《易》，朱广之讲《庄》、
b
《老》，臣与二三诸彦兄弟友生时复击赞，以此为乐。”上大赏之。

又《南史》卷四十三《齐高帝诸子传下》：

建元二年，（武陵昭王晔）为会稽太守，加都督。上（齐高帝）遣儒士刘瓛往郡，为晔讲
《五经》。c
临川王萧映特别点出“刘瓛讲《礼》”，说明讲《礼》确是刘瓛的特长。将这两条材料合而观之，可以推
断刘瓛为武陵王萧晔讲《五经》，《礼》应当是其中的重点。
刘瓛讲《礼》，不只是面向王室成员，也在世族门第与同行的圈子里讲《礼》。《南史·吴苞传》：

吴苞字天盖，一字怀德，濮阳鄄城人也。儒学，善《三礼 》及《老 》、《庄 》。宋泰始中过江，
聚徒教学。……与刘瓛俱于褚彦回宅讲授。瓛讲《礼 》，苞讲《论语 》、《孝经 》，诸生朝听瓛，晚
d
听苞也。

吴苞年辈略晚于刘瓛，二人都曾在褚渊家讲授，刘瓛所讲仍是其最擅长的《礼 》。本传称吴苞“善《三
礼》”，刘吴二人同场“竞技”，吴苞没有讲他擅长的《三礼》，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刘瓛《礼》学不在吴
苞之下，很可能更胜一筹。
（二）制礼

《南齐书》卷九《礼》上：

建元二年，太祖亲祀太庙六室，如仪，拜伏竟，次至昭后室前，仪注应倚立，上以为疑，欲
使庙僚行事，又欲以诸王代祝令于昭后室前执爵。以问彭城丞刘瓛。瓛对谓：“若都不至昭后坐
前，窃以为薄。庙僚即是代上执爵馈奠耳，祝令位卑，恐诸王无容代之。旧庙仪诸王得兼三公亲

a《南齐书》卷三十九《刘瓛传》，第 753 页，第 755 页。
b《南史》卷四十二《齐高帝诸子传上》，第 1064 页。
c《南史》卷四十三《齐高帝诸子传下》，第 1081 页。按：中华书局校点本校勘记指出，“建元二年”，《南齐书》
作“三年”。
d《南史》卷七十六《吴苞传》，第 18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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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谓此为便。”从之。a
齐太祖萧道成亲往太庙祭祀，遇到礼仪问题，犹疑不决。这看似简单的仪注细节，实际上关乎礼
义的阐释理解。刘瓛的建议合情合理，故为萧道成采纳。前引《金楼子 》中所谓“沛国刘瓛，当时马、
郑，上每析疑义，雅相推揖 ”，看来，不仅梁武帝向刘瓛请教析疑，齐太祖早就这么做了。刘瓛的礼学
实践，由此可见一斑。
（三）礼学著述

《南齐书 》本传称刘瓛“博通《五经 》”，从《隋书·经籍志 》的著录来看，刘瓛至少精研《易 》、
《诗》、《礼》三经。
刘瓛《易》类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三种：
《周易乾坤义》一卷、《周易四德例》一卷、《周易
b
系辞义疏》二卷。
遗憾的是，这些书现在无一传世，清人张惠言、马国翰等尝试做过辑佚，c 今人亦试
d
图通过残篇佚句来分析刘瓛的易学特点。

刘瓛《诗》类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一种，“《毛诗序义疏》一卷，刘瓛等撰，残缺。梁三卷。
梁有《毛诗篇次义》一卷，刘瓛撰”。e
刘瓛《礼》类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一种：
“《丧服经传义疏》一卷，刘瓛撰。”f 另有《丧服
g
经传义疏》五卷，旧题作者为“齐散骑郎司马瓛”，据姚振宗考证，作者当是“齐散骑郎司马宪”，
与刘

瓛无关。
此外，《隋书·经籍志》还著录有《尚书义》三卷，称“刘先生撰”。此处之“刘先生”，朱彝尊以
h
为非刘炫（光伯）即刘焯（士元），姚振宗以为可能是刘焯。
但无论刘炫、刘焯，传世文献中皆未见“刘

先生 ”之称，反而刘瓛卒后，得谥“贞简先生 ”，任昉为刘瓛夫人撰写墓志，亦称其为《刘先生夫人墓
志》。i 陈鸿森先生曾做过专题考索，论定《尚书义》一书为刘瓛所撰。j

a《南齐书》卷九《礼上》，第 140-141 页。
b [唐] 魏徵等撰《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北京：中华书局 2019 年版，第 1031-1032 页。
c [清] 张惠言撰《易义别录》卷十三，《皇清经解》第 146 种，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641 页；[清]
马国翰辑《玉函山房辑佚书》，扬州：广陵书社 2004 年版，第 252-253 页。
d 参看张轶《刘瓛易学与宋齐之际易学的转型 》，《北方工业大学学报 》第 21 卷第 4 期（2009 年 12 月）；谷
继明《南朝经师刘瓛学行系年及〈易疏〉补笺》，《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二十二辑，第 77-100 页；吕冠南《刘
瓛〈易〉类著作辑考》，《周易研究》2020 年第 4 期。
e《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第 1038 页。参看姚振宗撰《隋书经籍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本，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5089 页。
f《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第 1041 页。
g 参看姚振宗撰《隋书经籍志考证》，第 5098 页。
h 参看姚振宗撰《隋书经籍志考证》，第 5080 页。
i 《南齐书 》卷三十九《刘瓛传 》，第 756 页；[南朝梁] 萧统编，[唐] 李善注《文选 》卷五十九，北京：中华
书局缩印胡刻本，1977 年版，第 824-825 页。
j 参看陈鸿森撰《隋志所载刘先生〈尚书义〉作者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九本第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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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考证可知，刘瓛于《易 》《书 》《诗 》
《礼 》皆有著述，史称其“博通五经 ”，看来名不虚
传，但其礼学专书传世不多。
《南齐书》本传说他“所著文集，皆是《礼》义，行于世”，a 可见刘瓛《礼》
学专论甚多，当时亦流行于世，可惜的是，今天都已亡佚不传。只有少数零星的佚文，如《隋书·牛弘
传》引刘瓛对《明堂月令》的评论 b，《经典释文》亦引录他对《礼记·缁衣》的看法，认为是“公孙尼
c
子所作也”。
《太平御览》卷五八二和《乐府诗集》卷十六皆引录刘瓛《定军礼》。d《定军礼》很可能是

其文集中关于《礼》义的篇章之一。
刘瓛亦擅《孝经》，从其答萧道成之问中即可看出。其诠释《孝经》之佚文，尚有见于邢昺《孝经
e
注疏》者，可见其书北宋之世尚可得见。
刘炫《孝经述议》对此也有过徵引与批评。f

（四）传授门生

g
，其中传其礼学者最多。以下八位门生是比较重要的。
《南齐书》本传说刘瓛“聚徒讲授，常有数十人”

第一个门生是何胤，其传记见于《梁书》卷五十一：

既长好学，（胤）师事沛国刘瓛，受《易》及《礼记》
《毛诗》；……而纵情诞节，时人未之知也，
唯瓛与汝南周颙深器异之。……注《易》，又解《礼记》，于卷背书之，谓为《隐义》。……胤注《百
法论》、
《十二门论》各一卷，注《周易》十卷，《毛诗总集》六卷，《毛诗隐义》十卷，《礼记隐义》
二十卷，《礼答问》五十五卷。h
可见，何胤从刘瓛受《易》
《礼》
《诗》学，皆有心得，并有著述。他于《礼》学尤有清深造诣，曾
向梁武帝建议正郊丘、铸九鼎、树双阙，颇有叔孙通之志。何胤于经既博通，又专精，刘瓛特别器重
他不是没有原因的。

1998 年，第 827-840 页。
a《南齐书》卷三十九《刘瓛传》，第 756 页。
b《隋书》卷四十九《牛弘传》，第 1468 页。
c《礼记正义》卷五十五，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3575 页。
d [宋] 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五八二，北京：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2625 页。[宋] 郭茂倩编《乐府诗集》
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223-225 页。
e 今辑录如下：卷一《开宗明义章 》邢疏：“刘瓛述张禹之义，以为仲者，中也；尼者，和也。言孔子有中
和之德，故曰仲尼。”卷一《天子章 》“盖天子之孝也 ”邢疏：“刘瓛云：盖者，不终尽之辞。明孝道之广大。
此略言之也。”卷二《士章 》邢疏：“刘瓛曰：父情天属，尊无所屈，故爱敬双极也。”卷三《庶人章 》“故自
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邢疏：“刘瓛云：礼不下庶人。若言我贱而患行孝不及已
者，未之有也。此但得忧不及之理而失于叹少贱之义也。”分别见《孝经注疏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嘉
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5525 页，第 5527 页，第 5539 页，第 5542 页。
f 详参 [日] 林秀一著，乔秀岩、叶纯芳、顾迁编《孝经述议复原研究 》，武汉：崇文书局 2016 年版，第
366-367 页。
g《南齐书》卷三十九《刘瓛传》，第 753 页。
h《梁书》卷五十一《何胤传》，第 815 页，第 8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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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门生是范缜，也是南朝重要学者，今人多知其所撰《神灭论》独持己见，而不知其亦精《三
礼》。《梁书》卷四十八《儒林传》：

年未弱冠，闻沛国刘瓛聚众讲说，始往从之，卓越不群而勤学，瓛甚奇之，亲为之冠。在瓛
门下积年，去来归家，恒芒屩布衣，徒行于路。瓛门多车马贵游，缜在其门，聊无耻愧。既长，
博通经术，尤精《三礼》。a
4

44

4

44

《隋书·经籍志》载其有集十一卷，其中当有不少关于《三礼》的著述，可惜今皆散佚。b
第三个门生是严植，亦称严植之。《南齐书》卷三十九《刘瓛传》：

初，瓛讲《月令》毕，谓学生严植曰：“江左以来，阴阳律数之学废矣。吾今讲此，曾不得其
髣髴。”时济阳蔡仲熊礼学博闻，谓人曰：“凡钟律在南，不容复得调平。昔五音金石，本在中土；
今既来南，土气偏陂，音律乖爽。”瓛亦以为然。c
《礼记·月令》涉及不少“阴阳律数之学”，包括钟律之学，由于置身江左，时空环境改变，这一套玄妙
学问更难讲得清楚。刘瓛向严植传授《月令》之学时，对此是有自知之明的。据《南齐书》校勘记，此
d
处之“严植”即“严植之”之省写。
《梁书》卷四十八《儒林传》：

《周
植之少善《庄》、
《老》，能玄言，精解《丧服》、
《孝经》、
《论语》。及长，遍治郑氏《礼》、
4

4

4

4

4

e

易》、《毛诗》、《左氏春秋》。

严植之“遍治郑氏《礼》、
《周易》、
《毛诗》、
《左氏春秋》”，仍存乃师“博通五经”之典型，可谓刘瓛之
高足弟子。
第四个门生贺玚，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其传记亦见于《梁书》卷四十八《儒林传》。本传
称其“善《三礼》”，又说他“少传家业”，“于《礼》尤精”，似乎其《礼学》乃源自家传，实际上，他
也受教于刘瓛：

齐时沛国刘瓛为会稽府丞，见玚深器异之。尝与俱造吴郡张融，指玚谓融曰：“此生神明聪
敏，将来当为儒者宗。”瓛还，荐之为国子生。举明经，扬州祭酒，俄兼国子助教。……天监初，

a《梁书》卷四十八《儒林传》，第 738 页。
b [唐] 魏徵等撰《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北京：中华书局 2019 年版，第 1223 页。参看姚振宗撰《隋
书经籍志考证》，第 5837-5838 页。
c《南齐书》卷三十九《刘瓛传》，第 756 页。
d《南齐书》卷三十九《刘瓛传》，第 764 页校勘记第八条。
e《梁书》卷四十八《儒林传》，第 7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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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为太常丞。有司举治宾礼。召见说《礼 》义，高祖异之。诏朝朔望，预华林讲。四年，初开五
馆，以玚兼《五经 》博士，别诏为皇太子定礼，撰《五经义 》。玚悉礼旧事，时高祖方创定礼乐，
玚所建议，多见施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领《五经 》博士。九年，……卒于馆，时年五十九。
所著《礼》、
《易》、
《老》、
《庄》讲疏，《朝廷博议》数百篇，《宾礼仪注》一百四十五卷。玚于《礼》
尤精，馆中生徒常百数，弟子明经对策至数十人。a
据天监九年（510）贺玚 59 岁推算，当建元二年（480）刘瓛在会稽为武陵王萧晔讲经时，贺玚 29 岁。
如果没有刘瓛的极力揄扬推荐，贺玚也许还困在家乡会稽，不会那么快登堂入室，受聘为朝廷礼仪专
家，成为众多后生仰望的“儒者宗”。贺玚不仅“悉礼旧事”，为朝廷定礼，还善于讲说《礼》义，著书
立说，不愧是刘瓛门下出类拔萃之才。由此可见，刘瓛察人的水平是很高的。
第五个门生是司马筠。《梁书》卷四十八《儒林传》：
筠孤贫好学，师事沛国刘瓛，强力专精，深为瓛所器异。既长，博通经术，尤明《三礼》。b
司马筠在经学上深受刘瓛器重，他不仅“博通经术、尤明《三礼》”，而且在梁武帝时代议定皇子慈
母之服制度，也颇有其师当年之风概。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范缜、严植、贺玚、司马筠四人皆列名于《梁书·儒林传 》。此类传共有传主
15 人（包括附传二人），而其中 4 人为刘瓛门生，占四分之一强，这个比例是相当可观的。
第六位门生是杜栖。杜栖是杜京产之子，吴郡钱唐（今浙江杭州）人，父子二人从刘瓛受学，始于
刘瓛在会稽讲学之时。《南史》卷七十五《杜京产传》：

（京产）于始宁东山开舍授学。齐建元中，武陵王晔为会稽，齐高帝遣儒士刘瓛入东为晔讲，
瓛故往与之游，曰：
“杜生，当今之台、尚也。”京产请瓛至山舍讲书，倾资供待。子栖躬自屣履，
为瓛生徒下食。c
可见，杜氏父子与刘瓛关系颇为密切，而真正传承刘瓛《礼 》学的是杜栖。《南齐书 》卷五十五《杜
栖传》：

杜栖字孟山，吴郡钱唐人，征士京产子也。……栖出京师，从儒士刘瓛受学。善清言，能弹
琴饮酒，名儒贵游多敬待之。……竟陵王子良数致礼接。国子祭酒何胤治礼，又重栖，以为学士，

a《梁书》卷四十八《儒林传》，第 746-747 页。
b《梁书》卷四十八《儒林传》，第 748 页。
（第 1038 页）与此略同，
c 《南史 》卷七十五《杜京产传 》，第 1881 页。按：《南齐书 》卷五十四《杜栖传 》
惟少“瓛故往与之游，曰：‘杜生，当今之台、尚也’”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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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婚冠仪。a
国子祭酒何胤负责整理礼仪，特别器重杜栖之才学，任命其为学士，令其掌管婚冠礼仪。这一方面是
因为杜栖精通礼仪，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二人有同门之雅，作为前辈的何胤乐于提携同门后进。
第七位门生是刘绘。《南齐书》卷四十八《刘绘传》：

绘苦求外出，为南康相。郡事之暇，专意讲说。……征还为安陆王护军司马，转中书郎，掌
b
诏诰。敕助国子祭酒何胤撰治礼仪。

刘绘原任南康相，他的主要兴趣不在行政而在讲学，所以调回建康，帮助国子祭酒何胤撰治礼仪，同
门师兄弟携手共事，正是得其所哉。永明七年（489）刘瓛生病，“子良遣从瓛学者彭城刘绘、从阳范
缜将厨于瓛宅营斋”
。c 这是说刘绘、范缜二人旧曾从学刘瓛，而不是说永明七年刘绘还在从学阶段。总
d
之，刘绘曾从学刘瓛是没有疑问的，谷继明怀疑刘绘营斋之事的真伪，
大可不必。

第八位是萧衍。在南朝皇帝中，萧衍最称博学。
《南史·刘瓛传》说梁武帝“少时尝经伏膺”，天监
e
元年（502）即位后，即“下诏为瓛立碑，谥曰贞简先生”，就是他的“伏膺”之情的落实与体现。
前引

《金楼子》也说梁武帝曾与刘瓛“每析疑义，雅相推揖”。《梁书》卷三《武帝纪》：

天监初，则何佟之、贺瑒、严植之、明山宾等覆述制旨，并撰吉凶军宾嘉五礼，凡一千余卷，
高祖称制断疑。于是穆穆恂恂，家知礼节。f
梁武帝听取何胤等人的建议，立学馆，制礼乐，树双阙，造漏刻。对当代礼学专家编撰的五礼著作，
他也能够“称制断疑”，这与他早年常与刘瓛析疑讲论礼学是分不开的。
g
谷继明曾为刘瓛编写了一个简单的学行系年，列举刘氏门生，上述八人之名皆在其列。
本文在谷

文基础之上，着重考证这八个门生的礼学造诣，意在说明刘瓛所传授之礼学对他们的影响。刘瓛对儒
h
学经典的研究中，礼学造诣最深，聚徒讲《礼》最多，礼学门生也最出众，对宋齐儒学复兴贡献最大。

换句话说，透过讲学与门生传授，刘瓛的礼学主导了齐梁时代的礼学体系与礼制建设。这是本节论述
所要强调的一点。
a《南齐书》卷五十五《杜栖传》，第 1068 页。
b《南齐书》卷四十八《刘绘传》，第 931 页。
c《南齐书》卷三十九《刘瓛传》，第 755 页。
d 参看谷继明《南朝经师刘瓛学行系年及〈易疏〉补笺》，第 89 页。
e《南史》卷五十《刘瓛传》，第 1238 页。
《通志》卷十三皆无，而《册
f《梁书》卷三《武帝纪》，第 106-107 页。按：此段引文中“则”字，《南史》卷七、
府元龟》卷一百九十二作“敕”，似可从。
g 参看谷继明《南朝经师刘瓛学行系年及〈易疏〉补笺》，第 77-100 页。
h 参看成林《刘瓛与南朝宋齐之际儒学复兴》，《江西社会科学》2008 年第 12 期。

南洋中华文学与文化学报

123

2022 年 5 月

综上所述，南朝人对于刘瓛的评价主要有两种，《南史》将其比作“曹、郑”，较之《南齐书》《金
楼子》比为“当时马、郑”，似更为准确。“曹、郑”准确指明刘瓛儒学的两个来源，一是曹褒的礼学，
另一个是郑玄的易学。刘瓛的《易 》学源自郑玄，a 而其在礼学方面的地位与贡献，特别类似曹褒。具
体说来，刘瓛礼学的建树倾向于实践，以讲学、制礼居多，在这一方面与曹褒尤其类似。至于后人不
太说“曹、郑”而说“马、郑”，主要是因为马融的名气比曹褒更大，“马、郑”连在一起出现的频率更
多，久而久之，人们也就习以为常了。这是本节论述所要强调的另一点。

三、诗歌文献中的学者形象
从刘宋开始，墓地作为文化场域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不仅在礼仪场合越来越引人注目，也越来越
b
多地成为诗人文士兴发吟咏感动的重要触媒。齐梁时代，这一趋势方兴未艾。
萧齐藩王萧子隆、萧子

良兄弟与当世四位诗文名家同题共作的六首《经刘瓛墓下诗》，为研究刘瓛及南朝经学提供了重要文献。
这六首诗或为 10 句，或为 12 句，或为 14 句，其句数范围在南朝五言古诗中是中规中矩的，c 其创作情
境则颇有特异之处。
这组《经刘瓛墓下诗》可以说是由南齐随郡王萧子隆发起的一次同题创作的成果。萧子隆经过刘瓛
墓地，写下《经刘瓛墓下诗》，共 10 句：
4

升堂子不谬，问道余未穷。如何辞白日，千载隔音通。山门一已绝，长夜缅难终。初松切暮
4

4

4

4

44

4

4

4

4

44

d
鸟，新杨摧晓风。榛关向芜密，泉途转销空。

刘瓛卒于永明七年（489），那时萧子隆（474-494）才 16 岁。除了这首诗，目前还没有其他文献可以证
实萧子隆与刘瓛之间的关系。这首诗前两句突出刘瓛的经师身份，中四句以抒情为主，后四句以写景
为主，入于情景交融之境。
《南齐书》
《南史》本传都说萧子隆能文，这首诗说明他确有不俗的文学才华。
萧子隆将此诗寄给其兄萧子良，萧子良适有登望钟山之役，遂作《登山望雷居士精舍同沈右卫过刘
先生墓下作并序》。诗序云：

沛国刘子珪，学优未仕，迹迩心遐，履信体仁，古之遗徳。潜舟迅景，灭赏沦辉。言念芳猷，
式怀嗟述。属舍弟随郡有示来篇，弥缜久要之情，益深宿草之叹。升望西山，率尔为答。虽因事
雷生，实申悲刘子云尔。e

a 详参张轶《刘瓛易学与宋齐之际易学的转型》。
b 参看程章灿《冢墓：作为刘宋的文化场域》，《中国文化》2021 年春季号（第 53 期）。
c 详参吴小平著《中古五言诗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
d [ 南朝齐 ] 谢朓撰，曹融南校注集说《谢宣城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91-292 页。
e《谢宣城集校注》，第 2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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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诗题和诗序来看，萧子良此诗不仅作于萧子隆之后，也作于沈约之后。刘瓛生前，竟陵王萧子良
与之交往颇多。《南齐书》刘瓛本传：

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请为征北司徒记室。……除步兵校尉，并不拜。……住在檀桥，瓦屋数
间，上皆穿漏。学徒敬慕，不敢指斥，呼为青溪焉。竟陵王子良亲往修谒。七年，表世祖为瓛立
馆，以扬烈桥故主第给之，生徒皆贺。瓛曰：“室美为人灾，此华宇岂吾宅邪？幸可诏作讲堂，犹
恐见害也。”未及徙居，遇病，子良遣从瓛学者彭城刘绘、从阳范缜将厨于瓛宅营斋。a
萧子良对刘瓛极为爱重，即使刘瓛没有答应出任他的记室，他仍然尽心竭力，关心照顾刘瓛的生活，
改善他的生活条件和讲学环境。从序中也可以看出，萧子良对刘瓛怀有深厚的感情，评价也很高。诗
题中称刘瓛为“刘先生”，诗序中称为“沛国刘子珪”“刘子”，皆不称名，足见萧子良的崇敬之意。当
萧子良读到萧子隆怀念刘瓛之诗，又瞻望雷次宗讲学之精舍，百感交集，遂有此诗。
诗题中的“雷居士 ”以及诗序中的“雷生 ”，即雷次宗（386-448)。“次宗，字仲伦，豫章南昌人。
少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笃志好学，尤明三《礼 》、《毛诗 》。隐退不受征辟。宋元嘉中至都下，开馆
鸡笼山，聚徒教授。朝廷寻又为筑室钟山西岩下，谓之招隐馆。殁于钟山。见《南齐书 》、《南史 》本
传。”b 雷次宗年辈较刘瓛早，而学术经历相近。萧子良诗共 12 句：
汉陵淹馆芜，晋弥洙风阙。五都声论空，三河文义绝。兴礼迈前英，谈玄踰往哲。明情日夜
4

4

4

4

44

4

4

4

4

44

c
深，徽音岁时灭。垣井总已平，烟云从容裔。尔叹牛山悲，我悼惊川逝。

“汉陵淹馆芜”和“兴礼迈前英”两句强调的都是礼学。第一句说汉朝已经陵夷，淹馆也已荒芜。
“淹馆”
是汉朝的礼学之馆，就是《汉书·艺文志》说的“《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d“兴礼”不必说，“迈
前英”与“踰往哲”，曹融南认为是互文见义，也可以读成“兴礼踰往哲，谈玄迈前英”。本文要强调的
是，“前英”
“往哲”是包括雷次宗在内的。萧子良在这首诗中想要突出刘瓛的经学尤其《礼》学成就超
过了雷次宗。
第三首是谢朓的诗《奉和竟陵王同沈右率过刘先生墓》，全篇 12 句：
4

嘉树因枝条，琢玉良可宝。若人陵曲台，垂帷茂渊道。善诱宗学原，鸣钟霁幽抱。仁焉徂宛
4

4

4

4

44

4

4

4

4

4

洛，清徽夜何早！岁晚结松阴，平原乱秋草。不有至言扬，终滞西山老。e

a《南齐书》卷三十九《刘瓛传》，第 754-755 页。
b《谢宣城集校注》，第 294 页。
c《谢宣城集校注》，第 293-294 页。
d [汉] 班固撰，[唐] 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710 页。
e《谢宣城集校注》，第 300-3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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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两句写刘瓛的家世出身，让人联想到《南齐书 》刘瓛本传中袁粲所指的“庭中柳树 ”，以及《世说新
语》中谢玄说的“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a 芝兰玉树是谢家典实，对谢朓来说应该是特别
耳熟能详的。“琢玉良可宝 ”隐喻刘瓛的名字。刘瓛字子珪，《说文解字 》玉部：“桓圭，公所执，通作
桓。”b 可见瓛就是玉。此句用典贴切，含蓄优雅。
第四首，沈约《奉和》诗共 12 句：

表闾钦逸轨，轼墓礼贞魂。化塗终眇默，神理暧犹存。尘经未辍幌，高衡已委门。日芜子云
4

4

4

4

c

舍，徒望董生园。华阴无遗市，楚席有虚樽。玄泉倘能慰，长夜且勿论。
44

4

4

4

4

4

“日芜子云舍，徒望董生园”二句，上句把刘瓛比作扬雄，下句将其比作董仲舒。
“华阴无遗市”说的是
后汉张楷（公超），他隐居华阴山偏僻之地讲学，那里原本人烟稀少，因为很多人闻讯来听他讲学，居
然成市，这就好像刘瓛虽然居住在檀桥瓦屋之中，但生徒仍然充满敬慕地来集于此。诗句与史传描写
可以印证。
第五首是虞炎《奉和》，共 10 句：
4

下帷闻昔儒，窥园信且逸。聚学丛烟郊，栖遁事环荜。戢景谢归年，税驾空悠日。庭露已霑
4

4

4

4

44

4

4

4

4

44

d
衣，松门向萧瑟。悯悯神念周，依依惠言密。

首二句用的也是董仲舒的典故，用典贴切。刘瓛与董仲舒相似点甚多，两人一样读书用功，持之以恒；
董仲舒门生多，刘瓛门生也多；最重要的是，两人皆是大儒。这两句更多是在强调刘瓛大儒的身份。
《南
齐书》
《南史》刘瓛本传都没有将其比作董仲舒，沈、虞二诗却共同选择了董仲舒之典，诗人与史家的眼
光明显不同。“环荜”即“环筚”，典出《礼记·儒行》：
“环堵之室，筚门圭窬。”e 用典贴近《礼》学。
最后是柳恽的《奉和》，共 14 句：
4

西河寂高业，北海望清尘。 曾徽谁与寄？尚德在伊人。遗文重昭晣，绝绪复纷纶。露华白
4

4

4

4

44

4

4

4

4

44

4

4

朝日，兰生无久春。芳猷动渊思，抚轼履高辰。山风起寒木，野雀乱秋榛。垄草时易宿，素轨
邈难遵。f
西河指子夏，北海指郑玄，前面都出现过。柳恽诗里用典最精到的是“绝绪复纷纶 ”一句。“纷纶 ”一

a《世说新语笺疏》，第 145 页。
b [汉] 许慎撰，[清] 段玉裁注，许惟贤整理《说文解字注》，南京：凤凰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0 页。
c《谢宣城集校注》，第 299 页。
d《谢宣城集校注》，第 296 页。
e《礼记正义》卷五十九，第 3624 页。
f《谢宣城集集校注》，第 297-2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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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用字相当讲究，不仅与上句的“昭晣 ”构成双声与叠韵之对，而且因为此词出自《后汉书·井丹传 》
“五经纷纶井大春”，“纷纶”其实是“五经纷纶”的缩略，更显工切。刘瓛“博通五经”，与“五经纷纶”
的东汉经学家井大春可以媲美，这个比拟绝非无的放矢。
上述六诗见证了南朝诗坛可谓盛况空前的一次同题共作活动，因其牵涉宋齐两位经学家，又有齐
梁两代六位文学名家参与，格外引人注目。诗人通过用典，将经学史上的很多名人胜事编织其中，描
绘了自己心目中的刘瓛形象，抒发了对刘瓛的怀念之情。由于文体与文献类型的不同，诗歌与史传对
于刘瓛的比拟形容也各有不同。
再放大一点说，不同文体或文献对于历史文献资源的调用，也各有长短。除了史传和诗歌，不妨
再看一看墓志。
《刘先生夫人墓志》是入编《文选》的惟一一篇墓志，全篇只有 24 句四言，编者没有选
a
录墓志散体叙事的前半部分，而只选录其后半有韵铭文的部分。
其墓主就是刘瓛夫人王氏，除了赞扬

王氏的“阃德”，也不可避免地写到刘瓛：
4

既称莱妇，亦曰鸿妻。复有令徳，一与之齐。实佐君子，簪蒿杖藜。欣欣负载，在冀之畦。
4

4

4

4

4

4

4

4

居室有行，亟闻义让。禀训丹阳，弘风丞相。籍甚二门，风流远尚。肇允才淑，阃徳斯谅。
4

4

4

4

4

4

4

4

芜没郑乡，寂寞杨冢。参差孔树，毫末成拱。暂启荒埏，长扃幽陇。夫贵妻尊，匪爵而重。b
“既称莱妇”隐喻刘瓛是个像老莱子那样的孝子，“亦曰鸿妻”隐喻王氏是像孟光那样的贤妻。这篇墓志
提示我们，要建构刘瓛的形象，不能只看《南齐书》和《南史》中的刘瓛本传，还要结合其夫人的这篇
墓志。
“芜没郑乡，寂寞杨冢”，将刘瓛比作郑玄和扬雄，这两个历史人物在前引诗篇中都出现过，郑玄
在史传中也出现过。同一时代的作者，使用不同文体来描述同一个历史人物时，会调用不同的历史故
事，并形成不同的文献类型。不同的文体，不同类型的文献，有如不同的镜子，有着不同的反射角度，
而不同的历史故事适应不同的镜像。

四、小结
研究经学史，既要使用经籍文献，也要使用史传文献和文学文献。不同的史传文献，其文字与描
写容有歧异，有必要细加比勘，相互参证。不同部类的文献，在不同解读目光的照射之下，也呈现不
同的面孔，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经学研究不仅涉及学术理论，也涉及现实政治，礼学研究尤其如此。礼学的实践性特别突出，关
于礼学问题的讨论，不仅关乎礼义的学术史理解，也关乎具体的历史语境认知。后代研究者脱离了历
史现场，要做到对历史语境的同情理解殊为不易。每个时代的经学都与政治有关，没有脱离政治的经

a 参看程章灿《读任昉〈刘先生夫人墓志 〉并论南朝墓志文体格——读〈文选 〉札记 》，《〈昭明文选 〉与中
国传统文化：第四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1 年版。
b《文选》卷五十九，第 824-8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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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经学与政治的互动，经学与皇权的纠缠，具体地说，经学家与皇帝及其他权力之间的互动是非常
微妙的。《南史 》与《南齐书 》的两篇刘瓛本传，一篇有“政在《孝经 》”之对答，一篇没有，一篇要
突出“孝 ”字，一篇不欲突出“孝 ”字，其中就有政治因素在起作用。而史传文献与诗歌文献，一边
讲“曹郑”或“马郑”，另一边则讲“扬郑”，则有文体因素在起作用。不同文献的不同书法，背后也有
政治力量的影响。在被塑造的刘瓛形象背后，其实有齐梁二代错综复杂的政治话语和迫切的文化需求。
在诗史两种不同的文献类型中，刘瓛被比拟为西汉的董仲舒、扬雄，或者被比拟为东汉的曹褒、郑玄、
马融，其比拟对象虽有不同，却都反映了齐梁两代共同的呼唤并塑造一代经学大师的迫切的时代需求。
在南朝经学史上，刘瓛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本文试图从三种不同的视角，透过诸种文献类型，
一步步解析信息，还原史实。今天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只能基于能够接触到的文献材料，然而不同当
事人、不同文献类型对历史人物的记述评价，多多少少带有装饰性或表演性，如何解析这些记载，挑
战着我们的研究能力。今人与南朝相隔一千多年，如何才能深入理解南朝人？如何才能读懂他们留下
来的史籍诗文，了解他们的心理与想象？探幽抉微，钩沉索隐，何其难也！史传中的比拟，诗文中的
用典，虽然采取了曲折隐晦的方式，终究透现出一些言说者的内心，这声音也许很含糊，很低弱，但
我们可以努力地靠近，尽量地靠近，争取看得清楚一些，听得清晰一些，挖掘出一点言外之意，把握
住几张历史的面影。

Three Aspects of the Historical Text in Medieval China:
Taking Liu Hua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Confucian Scholar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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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fucian scholars, Liu Huan was famous for his erudite
scholarship of the Five Confucian Canon, especially good at the study of the Ritual Canon. Many students he
taught had occupied a promine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onfucianism in Qi and Liang Dynasties. However,
as for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pecialty of Liu Huan’s Confucian scholarship, The History of Southern Qi
Dynasty, The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the essay and poems by his contemporary have made different
description and evaluation. To compare one historical text with another, would help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areer and contribution of Liu Huan, and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mphasis and specialty of the narration of
various historical texts.
Keywords: Liu Hua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the Confucian Canon, The History of Southern Qi Dynasty,
The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