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蟹宴招待小时的同门! 先祖

母让先父拿出众多收藏给大

家看! 那是先祖母保存了一辈

子的先祖父手稿 " 分类清楚 #

收藏丰富 #保存完好 "仲荦先

生等人看了大喜 "更坚定了出

版的决心! 仲荦先生在苏州又

会见了吴门章氏同门朱季海 #

沈延国#王乘六等"共商出版大

计! 旋又回上海 "请了山大殷

孟伦 #南师大徐复 #杭大蒋礼

鸿这些先祖父弟子来上海 "与

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专家 "

共同拟定了 $关于整理出版

%章太炎全集 & 的几点意见 '"

拟定了 $整理体例 '"并作了整

理校点人员分工 "组成了三十

人的整理校点团队" 其中三分

之二皆是先祖父门下弟子 "还

有一些知名专家学者" 我也忝

列其中!

离开上海前" 他到我家专

程看望了我母亲! 我当时从师

范毕业后 "在小学 #中学 #少年

宫教书"没有多大学问"但是家

中唯一从文的人!(文革)结束"

我有了规划自己人生的机会 !

而此时正值先祖父全集工作上

马" 先祖父弟子们希望有个家

属代表参与工作"留个传人!我

也有参与全集的意愿" 这个意

愿完全是出于对先祖父的崇

敬"根本不知道工作的艰巨性"

就这样参与到这项中作中去

了! 我先是借调到上海人民出

版社" 后又转到上海社科院历

史研究所工作!这是 !"#" 年底

前的事!

仲荦先生跟我说"不要急"

一点点做"边学边做"先祖父学

问涉及面广"样样都要学"要你

马上参加点校是不行的" 先从

熟悉祖父历史与学问着手 "收

集他的讲演与医学等等! 后来

他给我寄来了他当年听先祖父

讲演的笔记 "$尚书略说 ' $书

序'$古文尚书详说'"洋洋洒洒

四大本*$详说'是上下册+! 虽

然都是过录诸祖耿先生的记

录" 但却是认认真真一字一句

过录" 以他清秀略带隶体的小

楷"足足过录了四大册"足见他

用功之深#问学之严!他做学问

就是这样 "一部 $资治通鉴 '读

了二十多遍"一篇$西崑酬唱集

注'反复打磨了四十年"以持之

以恒著称!

在社科院从事先祖父全集

编订的工作也让我走上了漫长

的治学道路!开始我痛苦极了"

孤立无助"无从着手"体会到在

高等学府从事研究工作的种种

困顿! 我少不了向仲荦先生抱

怨" 留下了几十通这类往来信

件!但在重重压力之下"我反而

学得了很多"先后完成$章太炎

演讲集' 上下册#$章太炎医论

集'"完成了$我的祖父章太炎'

$我所知道的祖父,,,章太炎'

$章太炎与上海'等专著及编著

多册" 也算是没有给仲荦师伯

丢脸!

$全集 '虽然没有设主编 "

但仲荦先生实际起到了主编作

用! 他是学术界各方都可接受

的人 "他默默推动着 $全集 '的

进程"协调了各方关系"他也以

身作则完成他点校的 $齐物论

释'及$齐物论释定本'! 但他在

!"$% 年 & 月 ' 日突然溘然长逝

了! 此后再有十天"纪念太炎先

生逝世五十周年大会与国际学

术研讨会将在杭州举行" 这是

先祖父逝世五十年后师门的一

次隆重聚会" 仲荦先生却很遗

憾地缺席了!

为太炎先生辩诬

一个再伟大的历史人物难

免有不足之处 "但有些 (缺陷 )

是人为栽赃!还历史人物清白"

往往是后死之贡献! 仲荦先生

太了解太炎先生" 他每逢与人

交流"常常会为先师鸣不平"但

他的方式是平和的#说理的!一

次他应邀去扬州师范学院作学

术报告"这篇报告后发表在$历

史论丛 ',,,$太炎先生二三

事'!这是我见到他唯一一篇全

面评价先师的文章!

首先 "他解释了章太炎与

孙中山的关系 "力排 (章太炎

反对孙中山 )的诬词 ! 他将历

史娓娓道来 "他说邹鲁写的国

民党党史 "贬低了 (其他力量

的作用 )"(片面强调了中山先

生和黄兴 # 太炎先生的矛盾 "

而没有强调他们利益与目的

一致的方面)! 他还列举了$民

报 '经费不足 #陶成章被刺等

事实 "还原了所谓的孙章矛盾

的真相"纠正了历史的误传!

第二 "他澄清了太炎先生

与吴稚晖 # 谭延闿的历史恩

怨 ! (北伐 )成功后 "他俩成了

南京政府 (新权贵 )"太炎先生

碰到了 (这两个冤家对头 )"遭

到国民党当局 (清算 )和 (通

缉 )" 但这不是 (国共合作时

期 )的事 "与反对 (国共合作 )

无关!

第三 "他澄清了太炎先生

在一封信中说的 (革命军兴 "

革命党消 )八个字 "被无限扩

大说成是 (反对同盟会和导致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 他进

而澄清太炎先生对袁世凯及

黎元洪的认识过程 -从章对袁

世凯的 (幻想破灭 )" 进而反

袁 "同时认为袁的作用仅次于

蔡锷! 并且指出章对黎元洪的

评价最终是公允的! 他还反驳

了关于太炎先生 (保守 )#(落

后)一说"即所谓太炎先生反对

甲骨文之论! 他说-(我二十多

年前去太炎先生家" 看到他从

抽屉里取出二三片甲骨片 "反

复抚摸着说 .这大概不会是假

的吧/!)可见太炎先生(怀疑的

是假甲骨文" 对真正的甲骨文

他并不怀疑)"因为当时古董商

造假甲骨文也确有其事!

仲荦先生对其师崇敬 "

一生恪守师道尊严 " 可谓古

风犹存 "为人之楷模 ! 他的这

种厚道 "来自对传统的继承 "

哪怕他对师门同仁 " 也均如

此 ! 他的师弟朱季海先生 "一

生没有固定职业 " 但学问很

好 ! 仲荦先生每月从薪水中

分出一部分给朱季海先生 "

直到谢世从无间断 ! 请问世

上有几君能为之 0 呜呼仲荦

先生 1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 学人 !

延儒家文明于一线

!
"() 年"行之千余年的科

举制度废止! !"!* 年"经

学退出学制! 这两个标志性事

件表明"以经学为核心#以儒家

文明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中华文

化 "已变成不合时宜的 (旧 )东

西 "在西方 (新 )的冲击下失去

了生存的空间" 面临着支离破

碎#趋于消亡的命运!

在西潮汹涌之下" 广大的

读书人"或主动(拥抱)西学"弃

(中学)如敝屣"或趋时从新"随

波逐流" 几于无不被裹挟进时

代的熔炉" 而或甘或不甘地向

(新时代)大踏步迈进! 在这样

的压力之下"还有那么一批(顽

固 )的 (保守士人 )"或恬退自

守"或(低)声疾呼"为存儒家文

明于不绝" 为保护中华文化的

种子"默默地耕耘!

这样的一批 (保守士人)"

由于站在 (进步 )的对立面 "长

期以来是被忽视乃至无视的 !

这里面 " 包括梁鼎芬 *+$)",

!"!"+# 唐文治 *!$&),!"),+#

马贞榆#曹元弼*+$&-,+").+#

张锡恭 *+$)$,+"/,+#孙德谦

*+$&",+".)+#张尔田 *+$-,,

+",)+"等等! 近年来"所谓(国

学)复兴"他们的价值被重新认

识乃至接纳"不知是幸也不幸!

而在晚清至民国之间" 他们保

守儒家文明#传承古圣先贤(大

道 )的苦心与坚持 "今日读来 "

不由令人唏嘘"更深感佩!

面 对西方势力的 (入侵)"

李鸿章曾慨叹 (此三千

余年一大变局也 )"(实为数千

年未有之变局)! 这股(入侵)"

从西器 "到西学 "到西制 "层层

深入"伴随而来的"确实是传统

中国社会各个领域深刻的变

化!于是"这个传统的古老的帝

国"被拖入了(近代)"逐步形成

所谓的 (现代民族国家 )"建立

起一套(民主共和)制度!

这种变化是全方位的 "但

在相当一部分 (保守士人 )的

眼中 "西方势力带来的最大威

胁 " 或者说他们感受最深 #最

担忧的 " 并不是国体的变更 "

制度之 (维新 )"而是纲常名教

的衰颓乃至崩塌 ! 诚然 "他们

中颇有一些人 "在民国建立之

后以遗老自居 "不承认 (中华

民国 )" 仍奉溥仪为君主 "用

(宣统 )年号纪年 "甚至参与张

勋 (复辟 )2在生活方式上 "长

袍马褂已是寻常 "更有人一直

拖着小辫子! 但是"这种(顽固

守旧 )的背后 "很大程度上则

是他们对于儒家礼教传统的

坚持!

激烈一些的" 如昆山李传

元 *+$),,0 +"面对西学的侵

蚀"怒其破坏(大道)"而哀叹于

汉宋之学并衰后自身学术之不

争"(汉宋并衰" 外邦邪说乃起

而乘之 "黩我彝伦 "毁我防检 "

蟊贼我子弟"禽兽我人民!向之

操戈于宋儒者" 至此乃纳款于

鲁索# 斯宾诸人" 殊令人气短

矣)! 而矛头所向"还是西学对

于(人伦秩序)的冲击! 至于多

数 (保守士人 )"并不完全抗拒

西方! 如晚年主保皇的张仲炘

*0 ,+"+.+" 早年即曾加入强

学会"支持变法"在戊戌变法诏

下之后给曹元弼的信中"他说"

(今天子本躬行以出治"足以远

绍古昔"而因积弱之故"下诏维

新"兼采西法! 夫西法多与$周

礼 '相合 "而其所以为治者 "固

仍有其本也!乃一二奇邪之士"

厌故喜新"遂谓西法既行"纲常

可废"至欲尽弃所学"诚有可为

痛哭流涕者)! 一方面"他虽然

将西法与 $周礼 '相纠合 "予变

法以传统之根据" 从而为维新

树立某种合理性" 但仍以为维

新变法是时势所需"不得不然"

没有断然加以拒绝和反对 2而

另一方面 "他对 (趋新 )之士行

西法而弃儒教的做法又深恶痛

绝" 以为西法与纲常可并行不

废"甚至 "纲常更是治国 #变法

的根本! (盖先王治天下"曰政

!

"

#

!!!"#世纪初西潮汹涌下"保守士人#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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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末改学堂!废科举"至民国废读经"#保守士人$离#时代$越来越远% 并不是他们要与时代隔绝"

而是时代抛弃了他们& 民国以后"'新式$学校既已废止读经"他们也失去了旧日教授于书院(学堂的

机会& 虽然大多只能僻处乡野"但他们也并非全然安于'退隐$的生活"也都仍然希望以他们这个群

体'一己$之力"担负'斯文$"从而延续儒家文明一线于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