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譚瑩是與陳澧齊名的晚清嶺南著名文史學者。譚宗浚為譚瑩之子，也是近代著名駢文家、

詩人和學者。由於譚瑩一生主要在嶺南活動，而譚宗浚又過早辭世，他們的影響未能遍及全國，

故目前國內外學界對他們的研究十分有限，仍有許多尚可開拓深化之處。

本書通過採用中國古代文學的傳統研究方法，並以闡釋學、文化學、心理學等研究方法

為輔助手段，從歷史背景和文學演進兩個角度對譚氏父子的家世、生平、交遊等方面進行系統

研究，將有利於反映晚清時期的文人特質和心路歷程，從側面展現晚清社會的真實面貌，推進

近代文學及近代文化研究。

本書分緒論、上編、下編及附錄四部分，上編為譚瑩譚宗浚生平交遊詩文考辨，下編為譚

瑩譚宗浚年譜。

緒論部分簡要介紹了論文的研究緣起，並對相關研究情況進行概括性回顧。在此基礎上，

對本書的研究目標及方法進行扼要闡述。 

上編共分四章。第一章、第二章主要依據各種材料，首次對譚氏父子之家世、生平及交遊

作了詳盡考述，提出了自己的見解。第三章首次集中對譚氏父子的集外詩文進行輯考，豐富了

譚氏父子的作品內容，從而為全面深入研究譚瑩、譚宗浚打下堅實基礎。第四章首次對譚氏父

子與嶺南詩派的關係進行了探討，提出了如下見解：譚氏父子一方面受到嶺南詩派的重大影響，

另一方面，他們也為嶺南詩派的發展作出了以下四方面的貢獻：（1）豐富了嶺南詩派的思想內

容。（2）保存了嶺南詩派的珍貴資料。（3）充實了嶺南詩派的詩歌理論。（4）培養了嶺南詩派

的創作隊伍。

下編通過對譚氏父子詩文等作品及其相關文獻的搜輯、研讀、考證，並參考大量史料如

傳記、筆記、方志及清人別集、日記、書信等，首次編成一部翔實的年譜，清晰勾勒了譚氏父

子一生的活動，還原了他們的生平行誼、思想面貌。

附錄部分為譚氏父子傳記資料彙編。

作者簡介

徐世中，男，1969 年出生於安徽宿松，文學博士，現任教於廣東第二師範學院中文系，主要

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的教學與研究，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完成省部級多項科研專案。現正主持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科研專案《樂志堂詩文集》點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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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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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曾說過：「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假如覺得這樣的話說得過於抽象、

過於理論化的話，那麼我們可以結合自己的教育和成長來思考和體會。我們

可以通過反躬自問，從自己教育、成長過程中認識家庭對於每一個人乃至對

於整個社會、時代有具有的基礎性作用和可能產生的深刻久遠的影響。很顯

然，家庭是社會構成的 基本、 核心的結構，也是每一個人從不自覺到自

覺的過程中接受教育、受到薰陶的 原初、也 長久的途徑和環境。雖然一

般所說一個人的教育主要來自各級各類學校，來自不同階段、不同學科專業

的學校教育，但是必須看到，從個人成長過程、終生學習與教育養成的角度

來年看，家庭教育實際上遠比學校教育開始得更早、也延續得更長久，甚至

可以說伴隨著人的整個生命過程。 

在許多情況下，家庭、家族不僅反映著其自身的內涵、結構、特色、功

能、價值和影響，而且經常可以反映一個時代、一個地區、甚至一個國家和

民族的文明水準、時代風氣與發展前景。假如沒有家庭、家族的延續和傳承，

社會就失去了基本結構形態和存在前提，假如沒有家庭、家族教育的延續、

傳承和弘揚，也就不可能侈談什麼優良家風的建立和承傳、發揚光大，優良

家風、家學淵源的保持和延續、家學傳統、家族文化的弘揚與發展，也就完

全徹底地成了一句空話。甚至可以這樣說：家風、家學的承傳狀況和發達程

度如何，反映著社會、時代文化與文明的變遷，決定著社會、時代文化與文

明水準的高下。因此，完全可以說家庭是每個人整個人生歷程的第一位老師，

是個人教育成長的原點，也是教育的重要體現和傳承方式。 

但是，在某些特殊時期和某些異常環境下，當家庭出身、家族背景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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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

實生活中一度成為一個相當敏感或諱莫如深、甚至帶有相當明顯的思想含

義、政治色彩的語詞的時候，一些人似乎被教育培養並逐漸形成了一種以遠

離自己的家庭、批判自己的家庭、反叛自己的家庭、甚至背叛自己的家庭為

榮的心態，形成了一種遠離小家庭、小家族，奔向種種在虛幻中構想、由構

想而變得更加虛幻的所謂大家庭、大集體的心理習慣，將不講孝心、不敬長

輩、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作為自己對原有家庭與家族進行革命的實際行動，

有的人還果真採取了非常大膽、非常果敢的實際行動，甚至可以採取置基本

的人性、人倫於不顧的行動，父母與兒女、丈夫與妻子、兄弟與姐妹等等本

來遠比法律所規定的意義與關係更深摯、更溫情的關係，一度完全被一種異

己的勢力所左右、所消解，被弄得支離破碎、面目全非，留下了一幕幕令人

不堪回首、欲說還休卻又難以釋懷、欲休還說的人倫慘劇。在那種極其特殊

甚至極端反常的情況下，家庭、家族這個話題在現實生活中要麼變得非常敏

感，要麼變得多所禁忌，已經成為對人們和事物進行分類、評價、取捨的一

個重要條件，成為一種劃分派別、確定階級、區分敵友的政治標準。這種異

常情況的出現和延續，改變了許多家庭和個人的命運，影響所及遠不只一兩

代人。 

在這種背景下勉強得以生存和延續的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關於家

庭、家族與文學家、文學創作、文學思潮與流派、時代風氣及其轉換的關係，

也如同從其他角度、其他方面進行的許多研究一樣，也經歷了許多或意料之

中或意料之外、或有跡可尋或莫名其妙的轉折與變遷。本來從家庭和家族角

度進行研究探討、並可能產生有價值成果的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曾一度被

否定或淡忘，本來豐富多彩、變化多端、魅力無限的文學研究對象被任意宰

割和生硬概括為乾巴巴、冷冰冰的幾個概念、幾條規律、幾點結論，彷彿那

些昔賢的來歷都是孫悟空式的，既無家庭又無家族，既不需要家庭也不需要

家族，甚至可以不食人間煙火。結果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使本來可以也應該

持續建設、不斷進步、發展提升的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出現了僵化、停滯

甚至倒退，彷彿死水一潭，了無生氣。 

到了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隨著整個人文學術的逐漸復興和穩步建設與

發展，家庭教育、家族傳統這些久違的詞彙、話語方式再度出現，並在中國

古代近代文學研究中被愈來愈多地運用。特別是對於傳統家庭、文化家族、

官宦士族與文學創作、教育環境、學術傳承、人才培養與成長關係的研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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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3－

益興盛，逐漸成為一種引人關注、頗有前景的研究角度或學術領域。近年更

有從不同角度對於家學、家風與道德傳承、教育方式、人才培養甚至時代風

氣、社會文化建構與承傳、轉換與優化、創新與發展等種種關係的角度進行

關注和研究，對包括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在內的多個學科領域產生了顯著

影響，從這一特殊而有意義的角度促進了對一些基本問題的重新思考、探討

和認識，推動了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的進展。而且，從目前的總體情況來

看，這種研究角度和方式有持續發展、繼續深化拓展的態勢與可能。比如，

將家庭背景、家族文化與不同文體、不同創作、思潮流派、呈現方式聯繫起

來，將帝王官宦家族、文化學術家族、新聞出版家族、商業貿易家族等不同

家族類型與文人群體或政治集團、文人聚散與交往、文學理論與創作、不同

文體的興衰隆替、區域文化的興衰轉換聯繫起來，進行更加深切細緻、更有

實證性、開拓性的研究，就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學術角度，也可能是一種值得

嘗試運用的學術方式。 

從中華文化整體格局中各主要區域文化分布、文化形態及其相互關係的

角度來看，處於中國大陸 南端的嶺南和產生、延續、發展於斯的嶺南文化，

作為中華文化整體格局中一個特色鮮明、價值獨具的組成部分，作為中國傳

統文化傳承與傳播、守護與延續、轉換與生新的 後一個重要區域，其所具

有的移民性、聚合性、後發性、邊緣性特點，使家庭傳承和家族聚合成為嶺

南文化一種非常突出、具有多方面意義的現象，賦予家庭教育、家族文化、

士人交往、群體遷移以更加突出的義務和更加緊迫的責任，從而使家庭、家

族文化的研究在嶺南文學、教育、學術、民俗以及更加廣闊的文化領域中，

顯示出特別突出、特別重要的意義和價值。而且，由於特殊的地緣特點與瀕

海優勢，嶺南一直處於中國文化與外國文化聯繫交往的前沿，成為中外文化

交流的紐帶和津梁。嶺南文化通過華僑華人往來、中國人士外出、外國人士

入粵等多種方式和途徑，使嶺南文化在東南亞、歐美及世界各地產生了廣泛

的影響。同時也為嶺南家族文化、族群文化、移民文化研究，嶺南區域文化

與中華整體文化研究，嶺南傳統文化及其海外傳播研究等創造了更加廣闊的

研究空間，提供了更多的學術可能。 

世中君早年就讀於安慶師範學院（今安慶師範大學），畢業後，考入廣西

師範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師從李復波教授學習元明清文學，對中國古代戲曲

理論尤其是清代戲曲理論進行過頗有心得的專門研究，打下了比較堅實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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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4－

術基礎。後來在廣東第二師範學院（原廣東教育學院）任教。2009 年至 2015

年的六年間，隨我攻讀博士學位。正是在家庭文化、家族文化重新受到關注，

家學、家風再度進入學術視野的學術背景和研究風氣下，世中在進行博士學

位論文選題時，確定了廣東南海譚瑩、譚宗浚及其家族文學創作、學術活動、

交遊往來、文化貢獻、歷史地位與影響這樣一個與家庭教育、家族文化與地

域文化關係密切相關的題目。經過幾年的努力，完成了論文寫作並順利通過

了博士學位論文答辯。本書就是世中的博士學位論文。 

世中君治學低調質樸、嚴謹紮實，不圖虛名、務求實學，沉得住氣、默

默堅持，一如其秉性與為人。這在世中攻讀博士學位的六年時間中、在其間

發生的許多事情上一再得到證明和強化。在這篇論文中，世中從基本文獻入

手，對譚瑩、譚宗浚父子的家世、生平、交遊、著述情況進行了比較具體深

入的考察，對相關文獻、史實進行了有根據、有說服力的評述，在此基礎上

為譚氏父子編寫了年譜。這兩個部分構成了這篇博士學位論文的主體，也顯

示了世中攻讀博士學位其間付出的不懈努力和取得的明顯進步。更值得表揚

的是，通過這種看似很基礎、很慢速甚至顯得有幾分零碎的研究，世中對學

問門徑、治學方法、未來發展方向和學術目標有了更深切的體會和更合理的

規劃，為未來的學術道路和學術目標，為繼續提升、取得更豐富、更有價值

的成果打下了比較堅實的基礎，也創造了更多更大的可能性。我以為，這一

點，是世中君個性表現、自我要求的特別之處，也是他與許多博士研究生的

一個明顯區別，也是 值得嘉許和發揚的一種品質。這對於已經在大學裏教

書多年、頗有一些資歷、又是在職攻讀博士學位的世中君來說，就顯得更加

不容易，因而也更值得欽佩和欣喜。這在今天這樣一片熙熙攘攘、一派緊張

忙碌，許多人都唯恐落伍靠後、生怕自己利益受損，許多人都覺得自己時運

不濟、命途多舛、受了許多委屈、而經常習慣性地豔羨別人總是順風順水、

心想事成、得了太多好處的學術環境、研究風氣、考評體制中，顯得尤為難

能可貴。 

此外，世中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在專注於本選題、努力寫作博士學位

論文的同時，還勤於相關文獻的發現、閱讀和爬梳，從中發現數位嶺南、湖

南、安徽及其他地區近代文學家的集外詩文多篇，撰寫並發表了多篇考證辨

析性文章。通過具體的考辨分析，澄清了若干史實，從文獻輯佚、史實考辨、

人物交往等角度釐清了相關問題，或提供了新的文獻史實信息。這些年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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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5－

世中似乎已經形成了一種對於文獻資料的敏感和追究相關史實真相的喜好，

具有一雙發現文獻、辨析史實、豐富文學史細節的敏銳的眼睛。我以為，這

也是世中從基礎入手、從細節著眼，體悟學問、鍛鍊能力、提升水準的一種

有效方式。如今，能像世中這樣認真細緻、紮實讀書並取得如此明顯進步、

具有優良水準和能力的博士生，實際上也不太常見了。甚至可以不誇張、不

樂觀地說，對於教師而言，得遇這樣的學生，也可能已經是一種可遇不可求

的因緣了。 

當然，從這一選題的文獻儲備與學術史狀況、學術內涵與研究價值、所

提供的研究可能和蘊含的發展潛力來看，這篇博士學位論文的研究還遠沒有

結束，可以說仍然僅僅是一個開始，對不少問題的研究才剛剛起步，有的問

題還處於醞釀準備階段。從這篇文章的內容設計、結構安排、寫作情況及整

體水準來看，從文章所表現出來的研究水準、學術能力和學術價值來看，都

可以發現一些有待繼續開拓、繼續深入、深切體悟、發掘提升之處。比如對

於譚瑩譚宗浚父子乃至譚氏家族文獻資料的充分發掘和適當運用，譚氏父子

的文學觀念和詩文及其他文體創作特色與成就及其在嶺南文學史上的貢獻與

價值，譚氏父子在文獻、書籍、事功等方面的作為及其意義，譚氏家族在嶺

南、北京及其他地區的繁衍、傳承、流佈與影響，譚瑩、譚宗浚父子行事與

交遊及意義價值的系統考察和清晰呈現等，都是有待繼續豐富充實、深化拓

展的方面。好在做學問和為人處世一向有章有法、不緊不慢、不圖速效、但

求實績的世中博士，對這些都已經有了較相當充分的準備，有的方面已經開

始了具體的探討，完成了部分研究並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相信只要假以時日，

在不需要多久的將來，世中君一定可以把這項研究做得更好，在這篇博士學

位論文的基礎上再上層樓，將這項研究推進到一個新水準。 

猶記得 2009 年 5、6 月間，世中在得知考取了當年的博士研究生時那種

發自內心、頗感意外的驚喜，也記得世中入學之後一直保有的那種嚴格律己、

虛心向學、不斷進步的狀態。算起來這已經是十年以前的事情了。當年還算

得上年青的世中，今年已經進入不惑之年了，時間過得真快！世中博士研究

生畢業之後，仍回到原工作單位任教。不管是在為人上、教學上還是在科研

上，世中仍然保持著謙虛內斂、本分務實、替人著想、與人為善的本色，紮

實努力，執著上進，一點一點地積累，一步一步地突破，繼續向著自己的理

想目標奮進。我總是相信，像世中博士這樣做學問、為人處世的人，雖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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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一定得什麼一時之利益或浮華之虛名，但這種態度、選擇和方式本身，

就是一種價值的體現和證明，也是對這項關於家庭與家族、家學與家風的研

究的一種體驗和詮釋。只要繼續堅持，繼續努力，就一定會走得更加堅實、

更加久遠，也必定會在學術上取得更豐富、更突出的成績。這篇博士學位論

文只是世中君在這條已經認定的道路上留下的一個標誌，也是一個有特殊意

義、值得紀念的標誌。我希望並相信，世中一定會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績，獲

得更充分更喜人的進步！世中君其勉旃！ 

左鵬軍 

己亥七月廿九日於五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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