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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时期江南顾氏家学家风发展与演变
*

景遐东 曾羽霞

提 要 顾氏家族作为传统的江南文化世家，家族文化传承极为丰富，有着“忠直”、
“孝义”、“尊礼”为主的门风，以及以经义、文史、书画、杂艺为主的家学传统。顾氏家族自
汉代始即秉承儒风，魏晋玄学与南北朝佛、道的不断渗透，则给顾氏家族文化增添了新的
血液。唐代，道家、道教思想在其家族文化传承中显得更为突出。其变化轨迹，就其内部
原因而言，与家族的崇宗意识、多样化教育、家族成员间的相互影响有关;就外部原因而
言，则由时代变迁、文化好尚、家族迁徙、生活环境之改变等因素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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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文化世家有着悠久的历史。三国东吴时期，江南吴地的顾、陆、朱、张与会稽越地

的虞、魏、孔、贺都是著名的大家族，文化上往往出现世代相承的关系。学术文化与豪门世

家的关系一直紧密，家族世代相承关系遂成为社会文化嬗变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这些

家族对儒、释、道思想在不同时期的接受程度，直接影响着江南家族文化的传承与革新。

一 汉至三国: 尊儒尚礼

作为传统的江南文化世家之一，顾氏家族自东汉起就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世说新

语·赏誉》云:“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①“顾厚”的评价代表着当时

吴地人对顾氏的普遍看法。“厚”一般可以理解为敦厚、忠厚，主要指该家族重德义、尊礼

重孝。
作为汉至东晋间江东儒学大族的代表，顾氏人物多有良好的儒学修养，从而表现出儒

雅、厚道的特征。据正史所载，顾氏于东汉时期便以精通儒学闻名。东汉章帝时，顾奉为

儒生，曾游学豫章，受业于豫章大儒程曾，程曾“著书百余篇，皆《五经》通难，又作《孟子章

句》。”②顾奉随程曾学习，获益不浅。和帝永元初年，张霸为会稽太守，顾奉为其所用，官

至颍川太守，这是正史中顾氏先人的最早记载。顾奉可以说是第一位顾氏通经致仕的代

表人物，他能游学豫章，家庭经济实力必定不弱，在他之后，顾氏逐渐声名显赫，说明顾氏

*
①

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代江南地区文学家族研究”( 11BZW043)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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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通经义，善文章起家的。可以与之佐证的是，唐代海盐顾况曾为之撰碑的顾氏先人顾

综，以精悉儒家礼法而显名，致使汉明帝“袭三代之礼”，“乞言受诲”。① 虽非正史，但足

以证明顾氏家族至迟在东汉已经儒学化。
《吴郡志》卷十七“桥梁·百口桥”条载:“故传东汉之顾训，五世同居，家聚百口，衣食

均等，尊卑有序，因其所居以名之。……俗传子孙多不能辨架上之衣。”②既证实了顾氏已

成为人数可观的大家族，又显示其尊儒尚礼的家风。三国时，作为江东世家大族誉宿的顾

雍，在江东威望很高，他长于政事，深得孙权信任，在孙权朝任丞相有十九年之久，《三国

志·吴书·顾雍传》载:“雍为人不饮酒，寡言语，举动时当。权尝叹曰: ‘顾君不言，言必

有中。’”③孙权君臣好酗酒，然恐雍见之，“是以不敢肆情”( 《三国志·吴书·顾雍传》) ，

可见顾雍的严正守礼深得孙权敬佩乃至畏惮。顾雍不仅自己如此，在宗族内也以此教育

子孙。雍族人顾悌是著名的礼法之士，“以孝悌廉正闻于乡党”。他不仅“待妻有礼”:“尝

疾笃，妻出省之，悌命左右扶起，冠帻加袭，起对，趣令妻还，其贞洁不渎如此。”且至孝至

纯，每得父书，“常洒扫，整衣服，更设几筵，舒书其上，拜跪读之，每句应诺，毕，复再拜。
若父有疾耗之问至，则临书垂涕，声语哽咽。父以寿终，悌饮浆不入口五日。”④这是典型

的儒学世族之风范，与中原儒学大族无异。在这种门风的熏陶下，顾氏子弟多“崇礼”、
“厚德”，有清操美行。

顾氏“崇礼”和“厚德”的家风还体现在为政时对百姓的教化，奖掖人才为国选能等方

面。如顾雍为政，十分注意提携后进、寒士，《三国志》载，“其所选用文武将吏各随能所

任，心无适莫。”⑤顾雍子顾邵少与舅陆绩齐名，为豫章太守时，“下车祀先贤徐孺子之墓。
优待其后。禁其淫祀非礼之祭者。小吏资质佳者，辄令就学，择其先进，擢置右职，举善

以教，风化大行。”⑥

正因顾氏家风是一种以“忠直”“孝义”“崇礼”“厚德”为主导的儒家精神文化，在家

学传承上，顾氏主要研习儒学经义，以求“通经致仕”。他们在宗族内向子弟传授学业，核

心内容主要是儒家之礼学，《礼》《传》之外，再习《诗》《书》，以求家族仁德和睦，为官则重

视儒家教化，以汉代儒教为典范。

二 魏晋时期: 以儒为核，以玄为表

1、顾氏家族玄学之开端

孙吴灭亡后，江东世家大族子弟入晋任官，当时最负声名者，莫过于被“时人号为三

俊”的陆机、陆云和顾荣。顾荣在入洛之前，秉承的仍然是东汉以来的儒风，为人处世无

不表现出“厚”的一面。两晋时，玄学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流思潮，入洛之后的顾荣自

然不可避免渐染玄风。《晋书·纪瞻传》载顾荣与纪瞻在入北途中讨论《周易》，可见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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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中国文化研究》2013 年秋之卷

思潮影响之广泛。顾荣还与尚玄的同乡张翰交往甚密。
东晋顾氏引领玄风的关键人物是顾和，其举止作派体现着浓重的名士风采。《世说

新语·雅量》载其始为扬州从事，周侯和垂相到他车边，他“觅虱，夷然不动”，问他话，他

“搏虱如故”，①这种怪诞的行为与竹林七贤等名士的矜狂做法相似，当时为顾和赢得了

很高的声誉。顾和之性情则影响了许多家族后人，如中唐的顾况及其子非熊，一个嬉笑怒

骂、放任天真，因“傲毁朝列”( 李肇《唐国史补》卷中) 而被贬官; 另一个“滑稽好辩，凌轹

气焰子弟”而“为众所排”，“困于举场三十年”( 《唐摭言》卷八《已落重收》条) 。这种家

族中的精神气质也正可视为一种率真、自然洒脱、卓尔不群的品格，与儒家敦厚中庸的精

神背道而驰。
尽管玄学是一种时代风尚，顾和也经常与名士谈玄，但作为顾氏家族传统的儒学早已

植根于家族文人心中，顾和“总角便有清操，族叔荣雅重之”，被顾荣视为“兴吾宗者，必此

子也。”②可知家族教育仍是以忠义仁厚等儒家道德规范为主要方向，而在这样严格培养

下的顾和自然未曾完全摒弃儒家积极“入世”的哲学，他在咸康中任御史中丞时，针砭时

政，“劾奏尚书左丞戴抗赃污百万，付法议罪，并免尚书傅玩、郎刘佣官，百僚惮之。”③顾

和还极重孝道，《晋书》载其“母忧去职，居丧以孝闻。既练，卫将军褚裒上疏荐和，起为尚

书令，遣散骑郎喻旨。和每见逼促，辄号啕恸绝，……吾在常日犹不如人，况今中心荒乱，

将何以补于万分，只足以示轻忘孝道，贻素冠之义耳。”④
2、拒佛与家族传统精神之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东晋许多士人都与名僧来往，如谢安、王羲之、王导、许询等。随着佛

学在江左的蔓延，佛理与玄理共同呈现在清谈中。玄佛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可以从玄言诗

中略见一斑。玄言诗实际上是当时谈玄、谈佛理的一种方式。但顾氏家族却并不认同这

种潮流，顾荣族弟顾众反对佛教，时执政何充“崇信佛教，众议其糜费，每以为言。尝与充

同载，经佛寺，充要众入门，众不下车。充以众州里宿望，每优遇之。”⑤对佛教的拒绝和排

斥，与顾氏家族深厚的儒学传统有关。
顾氏家学向玄儒融合方向转变、拒绝佛学思想的浸润实际上是受到积极“入世”的儒

学精神和家族使命感的驱使，是一种达到与北方士族、侨人交流目的和“致仕”的手段。
这种转向意味着魏晋南北朝时期顾氏家族势力已大不如前，而时代的动荡，政局的混乱使

得一直秉承的恭谨仁信、忠厚耿介、沉稳冲淡的家学传统已经无法坚守，向北方士族文化

学习、向政治妥协的例子也愈来愈多。如顾荣不愿乱世为官，却被迫“例拜为郎中，历尚

书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只能纵酒抒怀，“恆纵酒酣暢，谓友人张翰曰: ‘惟酒可以忘

忧，但无如作病何耳。’”⑥然而，一种家族文化精神形成后，不会因家族势力的变迁就消

弭殆尽，而在不断的传承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制约着家族子弟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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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宋〕刘义庆著，徐震堮校笺:《世说新语·雅量》，第 203 － 204 页。
《晋书·顾和传》卷 83，列传第 53，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2163 页。
《晋书·顾和传》卷 83，列传第 53，第 2164 页。
《晋书·顾和传》卷 83，列传第 53，第 2164 － 2165 页。
《晋书》卷 76，列传第 46，第 2017 页。
《晋书》卷 68，列传第 38，第 18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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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转折时期，家族教育便决定了家族文化传承的趋向。同单一学习儒家经典，

尚礼法典籍相比，两晋乃至南朝时期，对玄、佛义理的学习更利于仕途和交际，就家族的长

远发展而言，以注重儒家修养为内核，学习玄理为表象的家族教育就显得更为迫切，符合

时代需求。顾和经常与诸名士谈玄，并以此教育其后代。《世说新语·夙惠》云:“司空顾

和与时贤共清言，张玄之、顾敷是中外孙。年并七岁，在床边戏。于时闻语，神情如不相

属，瞑于灯下，二儿共叙客主之言，都无遗失，顾公越席而提其耳，曰: ‘不意衰宗复生此

宝。’”①在南渡侨人在政治上占有优势的情况下，顾和自称“衰宗”，他希望子孙通过学习

玄理而振兴家业，这引起了顾氏家族文化思想面貌的明显变化。

三 南北朝: 玄儒融合、庄学渐盛

至南朝顾协，顾氏家族文化思想面貌的转变已更趋明朗。这其中自然有外父家学影

响，但更多的是时代因素使然。
《南史》卷六二载: 顾协，和六世孙，幼孤，随母养于外祖父张永家，“张永尝携内外孙

侄游虎丘山，协年数岁，永抚之曰:‘儿欲何戏?’协曰: ‘儿政欲枕石漱流。’永叹息曰: ‘顾

氏兴于此子。’及长好学，以精力称。”②张氏是吴郡世族中玄学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家族，

顾、张二姓世代通婚，家风交相感染，顾协自幼以“枕石漱流”为人生旨趣，便正是这一门

风影响的结果，而这与汉魏之际顾氏一味恪守礼法、求功名的旧观念相比，确实发生了明

显的变化。何启民先生根据上述顾氏转向玄学的事例，曾感叹: “顾氏子孙虽仍处得高

位，而旧时门风，固已丧失殆尽。”③虽言过其实了些，但仍可证顾氏在南朝时确实转向老

庄，虽不及张氏，但亦远超出陆氏等其他吴郡世家。
尽管如此，顾氏家族对儒学的教育并未忽视。《南史·儒林传·顾越传》载顾氏“世

有乡校，由是顾氏多儒学焉”，④《陈书》卷三十三所记同。南齐道士顾欢，尽管晚年信奉

道教，早年对儒学的学习也未因家贫而懈怠。《南齐书》卷五四载其: “八岁，诵《孝经》、
《诗》、《论》。及长，笃志好学。”又载“同郡顾顗之临县，见而异之，遣诸子与游，及孙宪

之，并受经句”。⑤ 欢年二十余，玄儒兼修，“更从豫章雷次宗谘玄儒诸义。”⑥此期玄儒双

修的还有顾越，梁陈时顾越虽列为儒林，“深明毛诗，傍通异义。特善庄、老，尤长论

难”，⑦曾栖隐于武丘山，可知其精通的既有儒家经义，又有“异义”( 含玄理) ，还可见出道

家思想的熏染。顾欢著有《夷夏论》，尊崇道教，排斥佛教，对后世研究南朝时佛道相争的

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在顾欢的言论中，始终保持着“江东文化本位”的思想，对道学的

吸收也是以儒学为根基，在思想碰撞中进行融合、利用。
另一方面，顾氏家族学术不再局限于儒学与玄理，还涉及文史、书画、地理、杂艺等，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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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宋〕刘义庆著，徐震堮校笺:《世说新语·夙惠》，第 324 页。
［唐］李延寿:《南史》卷 62《顾协传》，《二十五史》第 4 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8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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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李延寿:《南史·儒林传》卷 71，《二十五史》第 4 册，第 28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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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 54，第 929 页。
［唐］李延寿:《南史》卷 71，《二十五史》第 4 册，第 28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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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家族的适应性和生存能力。其中最受重视的就是文史、书画。这既与文化发展内在规

律有关，也与南朝文学、史学勃兴的时代因素有关。帝王的推崇，文化政策的相对自由使

得文化创造相对活跃，文学艺术等摆脱了汉代经术的束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如顾烜以

儒术知名，其子顾野王亦学识渊博，不仅“七岁，读《五经》，略知大旨。九岁能属文”，还

“好丹青，善图写”。①《宣和画谱》卷二十载其“擅属文，识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尤长于

画”，又曰“画草虫尤工。多识草木虫鱼之性…今御府所藏一:《草虫图》”。② 野王还精通

天文地理、蓍龟占卜、虫篆奇字。“所撰著《玉篇》三十卷，《舆地志》三十卷，《符瑞图》十

卷，《顾氏谱传》十卷，《分野枢要》一卷，《续洞冥纪》一卷，《玄象表》一卷，并行于世。又

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国史纪传》二百卷，未就而卒。有文集二十卷。”③《清史稿·艺文

志一》经部条·《小学》条:“陈顾野王《尔雅音》一卷。”可知野王主要成就在学术方面，此

外尚有志怪小说及音韵学著作。
顾越除了精通儒学，“至于微言玄旨，九章七曜，音律图纬，咸尽其精微”。④ 顾协“博

极群书，于文字及禽兽草木尤称精详，撰异姓苑五卷，琐语十卷，文集十卷，并行于世。⑤

顾协《琐语》十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一卷，列入“小说家”。另外，《隋书·经籍志》、
《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皆著录顾野王之父顾烜《钱谱》
一卷，乃最早钱币学专著。

可见，除了儒学与玄学义理，诗文、书画，小说、文字、训诂、史学、音律及各种谶纬之

学，顾氏家族皆有传承。在学术文化上，这一时期顾氏代表人物在玄理上并无什么贡献，

而较多地关注经、史、地理诸领域，尤长于小学、训诂、音律及天文象数之类，而不重视义理

的论难与阐发。这时，江南世族中不仅顾氏以杂学传家，陆氏、张氏等也皆重视文史杂艺。
这都预示着南朝时江南文化世家的文化特性和家学传承已朝着多样性发展。

四 隋唐时期: 兼收并蓄、老庄居上

隋唐时期顾氏家族虽光彩已不复从前，但仍有知名于时的诗人和家学传承，元代辛文

房《唐才子传》卷二即云:“历观唐人，父子如三包、六窦、张碧、张瀛，顾况、非熊，……皆联

玉无瑕，清尘远播。”⑥顾况为顾雍、顾野王之嫡系裔孙，有良好的家世和教育背景，但顾野

王之后，顾况一系人才大多不仕，家族也全面没落，能在文学上有所造诣的仅顾况及其子

非熊二人。据《隋书·经籍志》载，顾氏一族有文集者，晋时有顾荣、顾和、顾夷、顾淳、顾
恺之等; 南朝则有顾迈、顾显、顾雅、顾欢、顾野王等。

中唐时期的顾况颇有诗名，就其家学传承来说，他深受儒、释、道三家影响。顾况有

《文论》一篇，秉承儒家诗教，足见其家学渊源。顾况高祖顾允南著《孝经》、《论语》疏议;

顾况同族顾少连之父顾望，《全唐文》卷四七八杜黄裳《东都留守顾公神道碑》云其“该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唐］姚思廉:《陈书》卷 30，《二十五史》第 3 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157 页。
［宋］无名氏撰，岳仁译注:《宣和画谱》卷 20，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14 页。
［唐］姚思廉:《陈书》卷 30，《二十五史》第 3 册，第 2157 页。
［唐］李延寿:《南史·儒林传》卷 71，《二十五史》第 4 册，第 2861 页。
［唐］李延寿:《南史》卷 62，《二十五史》第 4 册，第 2835 页。
［唐］辛文房著，傅璇琮等校笺:《唐才子传校笺》卷 2，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2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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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旁贯百代”。顾况在《哭从兄苌》中说从兄顾苌“立身有高节，满卷多好诗。赫赫承

明庭，群公默无词”，知顾况家族看重的仍是顾荣以来的“清操”、“名节”。这都说明直至

唐代，顾况一支仍然保持着以儒学经义传家的传统。
顾况的家学内容同时包含佛教经义。顾况的叔父七觉是一位高僧。顾况在《虎丘西

寺经藏碑》中云:“山中塔庙，叔父有功。叔讳七觉，字惟旧。容相端静。神龙初，八岁剃

度，万言一览，学际天人。”①顾况早年曾从叔父七觉学习佛经，很早就受到佛教熏染，这为

他后来的佛教思想奠定了基础。顾况的诗文中，多有表现与寺僧的交流和对佛经义理体

悟的篇什，如《酬扬州白塔寺永上人》、《赠僧二首》、《寄江南鹤林寺石冰上人》等。顾况

一直与诗僧皎然等往来唱和，《唐诗纪事》载:“应物性高洁，所在焚香扫地而坐，惟顾况、
刘长卿、丘丹、秦系、皎然之俦得厕宾列，与之酬唱。”②皎然《送顾处士歌》即有“谢氏檀郎

亦可俦，道情还似我家流”的记载。③
顾况早年与亲族共居句容云阳里，并就读于句容茅山云阳观。茅山是著名的道教胜

地，南朝以来一直名师荟萃，顾况自然受其影响。且道教是唐朝的国教，初唐至中唐历代

君王都推崇道教，提供了道教发展的有利环境。顾况一生中大部分时光在江南度过，而天

师道在江南正为盛行，这都促使道教成为顾况一生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他晚年隐居茅山，

并受了道箓。顾况内在的精神传承依然与家族文化紧密相联，亦见道教对其影响之深。
顾况子顾非熊早年便有诗名，但性情如其父诙谐无忌，为众所排，困于举场三十年，会

昌五年才由武宗追榜而及第。其后非熊亦弃官隐茅山，有姚合、朱庆馀、储嗣宗、刘得仁、
项斯、马戴、贾岛等赠归茅山诗，为名流所重如此。非熊的家学传承上更多地受其父儒学、
道教思想熏陶。就家学精神来说，非熊也受到了顾氏家族一直以来的“尊礼重孝”的影

响。《全唐诗》诗人小传云顾非熊“慕其父风”，而非熊未及第前曾于襄阳请皇甫湜为顾况

诗集作序，足见对其父的尊崇。《酉阳杂俎》卷十三记非熊离奇身世: “顾况丧一子，年十

七。……顾悲伤不已，因作诗，吟之且哭。诗云: ‘老人丧其子，日暮泣成血。心逐断猿

惊，迹随飞鸟灭。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时别。’其子听之感恸，因自誓: ‘忽若作人，当再为

顾家子。’经日，如被人执至一处，若县吏者，断令托生顾家，复都无所知。……即进士顾

非熊。”④虽所记荒诞，但仍可见出，非熊当时为名流所重不仅因其才华，而更因其有孝行

德义。
大抵贞元五年之前，顾况仍是儒家所谓力求“出世”、要求建功立业的文人，对于政治

事业，抱有极大的热情和信心，如其《行路难三首》其二云“少年恃险若平地，独倚长剑凌

清秋”;《赠韦清将军》云“接舆亦是狂歌者，更就将军乞一声”，都能见其自信不凡、卓尔不

群的气质。
顾况至德二载进士及第，其后有一段时间事迹不可考，又况所撰《上高祖受命造唐

赋》云:“臣山谷之人，顷为韩滉参谋。”⑤可知其入朝为官之前，曾任地方幕职。顾况在江

①
②
③
④
⑤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 530，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年影印本，第 5377 页。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 26，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00 页。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 821，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148 页。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 13“冥迹”，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21 页。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 528，第 53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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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漫游时，与李泌、柳浑为“人外之交”，①后二人相继入朝辅政，荐他入京，先后为秘书郎

和著作佐郎，经常嘲诮权贵，“列班群官”“恶嫉之”。《唐才子传》载，“及泌死，作海鸥咏

嘲诮权贵，大为所嫉”，②他作《海鸥咏》讽刺权贵的虚伪，揭露中唐朝廷日益为鸱、鸢小人

所占据的事实，显示出其“忠直”的一面。
非熊早期也曾积极仕进，但仕进后却比父更早、更决然地选择了归隐。顾况仍抱有一

丝回旋的希望和挣扎的矛盾，非熊则并无甚诗歌流露希冀与矛盾，或许因前有其父入道之

举，又蒙家族隐逸传统影响，对荣辱穷达早已看淡，唯有“一入深林中，人间更不回”才堪

羡③，“静理更何事，还应咏白苹”才堪美④。可见唐代顾氏家族教育中，道学、道教思想的

影响更重要、更深远。
道家、道教思想不仅影响了顾况父子的主导性格，还渗透进他们的文学艺术创作，也

对其艺术个性的形成产生了重大作用。顾况父子在性格、气质上的相似，在诗文创作中极

具个性化的表达都是这种思想渗透的结果。

五 顾氏家风家学转变之原因

顾氏家学文化的传承极为丰富，其发展过程更是发展变化的。由汉至唐，先后经历:

儒( 顾 综、顾 奉、顾 雍) ———玄、儒 ( 顾 荣、顾 和、顾 会、顾 众) ———玄、儒、道 ( 顾 欢、顾

越) ———儒( 顾烜、顾野王、顾望、顾少连、顾容) ———儒、释、道( 顾况、顾非熊) 的发展过程，

至顾况与非熊，已是儒、道、禅三家兼传，尤以道教思想更为显著。在魏晋时以玄、儒为主，

主要代表为顾荣、顾和; 顾荣同族顾众之子顾会时称“美士”，也有清操。齐梁时期顾欢为

高逸之士，“年二十馀，更从豫章雷次宗谘玄儒诸义”，最终却做了道士。顾欢著《夷夏

论》，论道胜于佛，顾荣族弟顾众亦曾反佛，可见佛家思想在传承中并不占主导。而儒虽

重要，道却后来居上。
1、顾氏家学家风在发展过程中发生的这种转变，就其内部原因而言应包括如下方面。
( 1 ) 强烈的家族使命感与崇宗意识。如顾荣出仕入洛，就肩负振兴家族的责任，为

方便与侨人沟通，学习《周易》，并与尚玄学的同乡交厚。顾荣谓顾和必“振兴家业”
( 《晋书》卷八十三) ，也是看重其少时便有才华，将希望寄托于族中子弟身上。前述顾

和见两小儿偷听自己与文士谈玄理，私下叙述，叹曰“不意衰宗复生此宝”( 《世说新语

·夙惠》) ，并试图用玄理来教育子孙，以振兴家业。唐代顾非熊“慕其父风”，为其父编

撰诗集，这是典型的崇宗意识。家族文学或艺术创作的结集，有利于家族子弟学习和

模仿。但父辈若受到多样文化的熏陶，子孙后代则依据各自的气质禀赋、才气学力各

有偏向。
( 2) 家族内部的多样化教育。如顾和为顾众、顾荣族子，二岁丧父，从小为族叔顾荣

收养，顾荣对顾和及其他族内子弟的教育格外看重，《晋书·顾和传》载:“时宗人球亦有

①
②
③
④

［五代］刘昫等:《旧唐书》卷 130《李泌传》，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3623 页。
［元］辛文房撰，傅璇琮等校笺:《唐才子传校笺》卷 3，第 645 页。
〔唐〕顾非熊:《寄九华山费拾遗》，《全唐诗》卷 509，第 2625 页。
〔唐〕顾非熊:《送杭州姚员外》，《全唐诗》卷 509，第 26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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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闻，为州别驾，荣谓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①顾荣入洛后逐渐习玄学，在教育子

女方面自然是儒、玄兼顾。顾和成为玄学领军人物，不得不说是受到这种家族多样化教育

的影响。顾和教育其子也提倡学习玄理，以求重振家业。顾野王学识渊博，通经义学术、
又擅书画及其他杂学，这与其父顾烜精通儒学之外又好杂学，包括书画、钱币学等是分不

开的。顾况早年随叔父七觉学习佛经，这对他后来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兼收并蓄无疑具

有重要影响。
( 3) 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如前所述，顾荣与同族顾众、顾寿、顾球等都有来往，

顾荣族子顾和与顾众之子顾会等也有交集; 顾欢早年与同郡顾顗之之孙顾宪之等同游共

习，后与同郡顾黯一同归隐等，都说明世家内部的相互影响之于家学文化传播和传统承继

的重要性。另外如顾雍与陆绩为连襟，其子顾邵等受陆氏门风影响，少与舅陆绩齐名; 顾

协从小寄养在外祖父张永家，深受玄学影响; 顾觊之高祖顾谦为陆机姊夫，顾、陆二家的家

学家风教育有相通之处。
2、家学门风之转变的外部原因，一方面取决于时代的变迁与文化好尚的不同。家族

发展、兴盛和衰微都与时代的发展密切相关。家族文化的传承相当程度上受到时代的文

化好尚影响。顾氏家族自汉代以来，经历了儒学为主( 汉代、三国吴) 到玄、儒学为主( 魏

晋) 到玄、儒、道为主( 齐梁) 回到儒学为主( 隋、唐初) 再到儒、禅、道兼宗( 唐) 的发展过

程，恰恰与魏晋时期尚玄学、好清谈，南朝战乱不断名士隐而不仕，隋初尚俭尊儒，唐代儒、
释、道三家并举、兼蓄百家的时代风尚相关。另一方面则与家族迁徙有关。顾氏世居江

东，支脉繁多，东晋顾恺之一支为无锡顾氏，虽与吴郡顾氏具有血缘关系，但距离尚远，文

化特性也相差甚多; 南齐顾欢一支因避乱徙居，同郡顾顗之虽“遣诸子与游”，却无法考其

关系。顾欢的家学传承则主要受外部环境影响。顾欢与同郡顾黯“俱有隐操”，②也是相

习染而致。顾雍之后顾氏迁徙更多，顾况一支虽为顾雍、顾野王直系后裔，但唐时已为海

盐人。顾况家乡与道教圣地茅山不远，自小便习染道教思想。

综上所述，唐代江南地区顾氏家族家学极为丰富，有着以经义、诗文、书画等传家的家

学传统。由汉代顾奉、顾雍至唐顾况、非熊父子，顾氏一直秉承的“忠直”“孝义”“尊礼”
的儒风，体现出家学传承中连续性的一面; 而儒释道思想在二人文学创作中主导性的变

迁，则体现了家族传承中变异性的一面。魏晋时期玄化的不断深入，南北朝时期玄儒融

合，佛、道的不断渗透等都给家族文化增添了新的血液，使其家学门风发生转向。至唐代，

道家、道教思想在家族文化传承中显得更为重要。这些变化就其内部原因而言，与家族的

崇宗意识、多样化教育、家族之间的相互影响有关。就外部原因而言，则是由时代的变迁、
文化好尚的变化、家族迁徙后生活环境之改变等因素所造成。

( 作者通讯地址: 景遐东 黄石 湖北师范学院文学院 435002
曾羽霞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710062)

( 责任编辑 晓 文)

①
②
《晋书·顾和传》卷 83，第 2164 页。
［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 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