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文以阮元這個學術人物為中心點，從師友、弟子、幕僚等人和他的交往，藉此建構一個

多維視野之個人形象。

首章前言，交待全文是一篇對阮元作出『全方位』考察的學術論文。二章阮元研究概述，

分從阮元生平的研究、著述的研究、學術總論的研究、詁經精舍及學海堂的研究等四個向度，

將清代、民國以來的阮元研究，作一回顧及綜述。

三章阮元的生平和著述、四章阮元學術思想綜論、五章阮元對清代學術的貢獻，各章皆博

採群籍，鉤稽詳贍。於阮元之學術思想，闡析尤詳。

六章結語，簡明扼要。七章附錄和參考書目，可作為讀者研治清代學術思想史之入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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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廣海先生的博士論文經整理，交付出版，請我作序。我初覺我們的學

術興趣不同，我長於語言文字，他搞的是學術史，怕隔行隔山，寫得不好，

有點猶豫。但想到我們亦師亦友的關係，四十年的情誼，便又欣然令筆。 
廣海 1974 年考入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是我第四批學生，因為我由系方指

派協助系主任李輝英老師做行政事務，每年的收生是大事，所以那幾年入學

的學生的成績、背景，我知道得很多，對他們很熟悉，也建立了很深厚的感

情。這種師生關係，是其後大學改制、學校規模日大後所沒有的。簡言之，

就是今日很多大學想追求的傳統的書院精神，博雅教育，和融洽親切的人際

關係。當時中大實行聯邦制，容許書院相對獨立，還保留這種具體而微的優

良校風。那時書院的學生人數大概不會超過一千人，除理科生在科學館上課

較少來往外，文科、商科、社會科學的學生就在山頭的那幾座建築物活動，

所以到處都可以碰到熟人。教師間、同學間、師生間的交往極多，就以當時

的社會系來說，在讀的、留校工作而和我很熟的，就有羅汝飛、羅樂鴻、孫

素蓮等好幾位，其中孫素蓮就是廣海的令姐，所以廣海入學後，我們很快就

相熟了。廣海他們這一屆有一個特點，就是直升入大學的不多，有好幾個同

學都是工作過幾年的，平均年齡可能會稍大，但正因為如此，我們之間的年

紀差距縮小了，更容易混在一塊。當然，能夠建立情感的主要還是有共同的

興趣，除了學術上的中國語文，我們都喜愛體育。那幾年我做書院湯若望宿

舍的樓導師，和他們住在一起，每有閒暇，就往體育館跑，體育館不能用時，

就到轉彎處的露天球場。我們除了玩我和廣海 愛的籃球，有時也遷就愛打

足球的同學打小型足球，球門就是兩個籃球架下的橫木板。他們或者不知道，

這兩個籃球架是老遠由港島般含道搬來的，對著這些舊物，包括早年放在鄭

棟材樓天井的銅鐘，可都是老聯合師生的集體記憶啊。打球外，我們也會一

起做飯，由不愛打球的同學負責，後期我已搬到聯合苑的單身宿舍住，我們

打完球回來就有飯吃，然後飲酒聊天，天南地北的清談一番，那是令人懷念

的日子。記得有一次開車去買菜，往沙田路上正填海建馬場，道路很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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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撞車了。更有一次在露天球場打籃球，因為我的攔截使廣海摔下上臂脫了

骹，慌得我開車把他送到九龍的伊利莎白醫院，要打上好幾個月的石膏。上

面說我們有四十年的交情，這交情並非只是吃喝玩樂，還是「有血有肉」，共

過「患難」的。而且，我們的友情並無隨他的畢業而中斷，我們保持著密切

的聯繫，廣海人生中的每一個階段，每一項成就︰就業、進修、深造、成家、

置業，以至添了千金，我都知悉並和他分享成功的喜悅。這一次，就是他的

心血傑作、博士論文的出版。 
如上所說，我們的學術興趣不同，但看過他的這篇文，我還想說幾句話。

這篇論文，體大思精，內容豐富。可觀處不勝枚舉，綜合言之，列舉數端如

次： 
其一，如論文開頭所說，「本文是一篇對阮元作出『全方位』考察和研究

的一篇學術論文」。（頁 1）廣海以阮元這個學術人物為中心點，從師友、弟子、

幕僚等和他的交往中，鉤勒出清代中、晚期（1764～1849）的學術趨向和風

貌。 
其二，對阮元為人的評價，廣海先抑後揚，讀後令人留下頗為深刻的印

象。正如廣海說：「如果我們用一般世俗的眼光來論人，從道德、文章、人品、

學問四個方面來評論阮元，筆者仍然會給阮元打一個偏高的分數。」（頁 319），
這個評價有說服力。 

其三，關於阮元的生平，和一般同類著作不同，廣海不限於運用正史一

類之史料，還蒐錄其他如野史、筆記的資料，使讀者對阮元的性格 、學風、

行事和待人等，加深了認識。文中有關阮元的家居生活、從清人筆記史料看

阮元的個人形象、及從四首生日詩看阮元的內心世界三個章節，以小窺大，

應是廣海著力所寄之處。我因為教學的需要也做點古典小說的研究，了解文

言筆記小說的特點和價值，我十分贊同他的這個觀點。 
其四，對阮元學術思想的弘揚，廣海尤其用心。讀者看一看第四章的目

錄，諸如阮元的學術淵源、阮元對清代前期學術的評論、阮元對漢宋之爭的

態度、阮元的義理之學、阮元的經世思想和實學觀、阮元吸取西學的經世動

機、阮元對時務的意見、阮元研究禮學的經世意義、阮元論清儒學術各節，

洋洋灑灑，讀者自可從中按圖索驥，從中得到有益的啟示。 
其五，對阮元在清代學術史上的貢獻，廣海也沒有忽略，論文特闢專章

（第五章）闡述。此章綱目清晰明細，於阮元各方面的學術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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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非常具體而精采的交代。我在此也不便饒舌了。 
其六，論文結語云：「筆者撰寫這篇論文的態度是『實事求是』的，即有

一分的證據，才說一分的話，不作無謂的推測。清代乾（隆）、嘉（慶）學人

的重視證據與及刻苦讀書的傳統，筆者更是心嚮往之，而希望這種優良的傳

統和學風，可以繼續發揚光大。」（頁 319） 
寥寥數語，實在深得我心。廣海博士平素揅經繹史、雅好辭章、治學有

成，於此可作明證。 
後，論文的附錄和參考書目，也令人眼界大開。一百五十一頁的資料

（頁 327～478），讀者閱覽之後，由此入門而研治清代的歷史、文化和學術思

想，雖不中，亦不遠矣!  
廣海他們這一屆學生潛龍臥虎，人才輩出，各有成就。其中有政治家、

政論家、教授，導演、唱片娛樂公司總裁、中學校長等等。廣海則以沈潛向

學、孜孜不倦，在學術研究的路上不辭寂寞，挑燈苦讀而深深感動了我。回

看他走過的求學之路，十分崎嶇，中學已是非正規的夜中學。四年的大學本

科稍好，我聽不到他要做兼職替人補習，但之後的幾個高級學位和文憑，都

是以兼讀方式完成的。香港中學語文老師的工作量有多重，壓力有多大，外

地人未必了解，我們圈內人則深有體會，近年大批的中文教師未到六十歲即

退休，可見問題的一斑。而廣海在沈重的教學工作外，在學術上克服了一道

道難關，取得一個個的成果，這實在令人欽佩。這其中，家人的理解、支持、

照顧，使廣海無後顧之憂，不無關係。廣海有今天的成績，也有家人的一份

功勞，這一點是要特別指出的。近年多了大批的文學碩士課程，學生也大多

是在職的教師，但不少人的求學的態度，令人嘆息︰遲到早退，捨難取易，

敷衍塞責，都是公開的秘密，如果看一看廣海這二十多年來的求學過程，能

不愧死。 
廣海的治學方向，上承梁啟超、錢穆、胡適等前輩學人，於儒家心性之

學，多有創獲，這篇論文，可說是他努力讀書之成果。從本書各篇序跋中，

各位可以看到廣海的學術成就，和他誠懇踏實的做人態度是分不開的。文如

其人，讀者們可以從這本著作中體會到作者的為人。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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