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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苏州书院教育述论
*

王晋玲,李  峰
(苏州大学 图书馆,江苏苏州 215006)

摘  要: 清代苏州书院到乾隆时期达到鼎盛,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办学体系,以紫阳书院、正谊书院为代

表, 在办学条件、学习科目、师资水平、教学方法超迈官学,学术上成为实学重镇, 但官学化倾向及为科举服

务束缚其向更高的水平发展。随着近代社会进步与教育改革的深入, 传统书院终于链接到新式教育体系

中, 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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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清一代, 苏州书院的发展, 以紫阳书院、

正谊书院、学古堂及西式博习书院等为代表, 在

历史的变革中, 逐步从传统走向近代,在作育人

才、弘扬学术、发展文化等各个方面, 成就令人瞩

目,构成了苏州教育史上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一、传统书院的兴复与辉煌

清初顺治时期, 国内民族矛盾尖锐, 社会尚

多动荡, 故在政治和思想文化上保持高压态势,

在积极恢复官学教育体系的同时,对书院采取抑

制政策,明令 /不许别创书院, 群聚徒党, 及号召

地方游食无行之徒, 空谈废业 0。[ 1] 79884
康熙时

期,天下渐定,走向盛世, 注重文教,尤重程朱理

学以佐德化之功,故对书院采取有限制的开放政

策,苏州书院始获生机。课士之书院, 苏州有邑

中状元彭定求重建长洲县尹山澹台书院 (明为

义塾 ), 巡抚马祜重建虎丘正心书院 (明为正修

讲院 ); 常熟县有海防同知鲁超等建养贤书院,

粮道迟日震建思文书院;太仓县有巡抚汤斌建安

道书院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康熙五十二年

( 1713), 由巡抚张伯行创建的苏州紫阳书院。

紫阳书院位于苏州府学内尊经阁后, 奉祀朱熹,

/择所属高才诸生肄业其中 0。张伯行乃理学名

家,清正有为,其创办紫阳书院,乃以朱熹之学为

宗, /体之以心, 践之以身, 蕴之于德行, 发之为

事业,非徒以为工文辞取科第之资而已。0故勉

励学子 /勿务华而离其实, 亦勿求精而入之虚。

他日学成名立, 出而大有为于天下,庶无负不佞

养贤报国之志。0
[ 2 ] 46
康熙帝对此予以激赏,六十

一年 ( 1722)赐额 /学道还淳0。这都表明了这一

时期以官方为主导创办书院的旨归及教育趋向。

雍正时期, 终以书院为 /兴贤之一道 0, 对书

院的政策开始向积极鼓励和支持的方向转变。

雍正十一年 ( 1733) , 下谕令各省省城设立一所

书院,各赐予一千两帑银,并允准用项不足部分,

/在所存公银两内支用 0 [ 2 ] 855
, 紫阳书院列名其

中,与江宁钟山书院比肩,成为省内最高学府之

一。从此,苏州书院的发展, 结束了以往的缓慢

状态, 并为建立完整的书院教育体制奠定了基

础。乾隆时期,以创建上下一统、制度完善、定性

明确的官办书院教育体系为主要目标,以为官学

之补充, 创办书院之风进一步兴起,迄嘉庆及道

光前期一以而贯。雍正初年副使杨本植改建常

熟县虞山书院。乾隆时期有: 苏州府立平江书

院、吴县民办甫里书院;常熟虞山书院、支塘正修

书院、梅李书院及民办游文书院;昆山玉山书院、

民办崇文书院; 太仓娄东书院; 吴江笠泽书院及

民办松陵书院、同川书院; 震泽有震泽书院。嘉

庆间有苏州省立正谊书院、东山太湖书院, 道光

68

* 收稿日期: 2008- 07- 14

作者简介:王晋玲 ( 1960- ) ,女,河北万全人,苏州大学图书馆副编审;

李  峰 ( 1958- ) ,男,河北涉县人,苏州大学图书馆教授。



间有民办浒墅关锦峰书院。这些书院官办为主,

但民办书院数量有所增加,官办民助成为书院迅

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

嘉庆十年 ( 1805)创办的苏州正谊书院。该书院

由两江总督铁保、江苏巡抚汪志伊主持创办, 位

于苏州府学东沧浪亭后之可园。 /夫谊者义也。

官正其谊, 则治期探本; 士正其谊, 则志在立

身。0铁保富文才, 重文教,以 /紫阳、钟山两书院

得人最盛, , ,进士二十余人, 多一时名下士, 为

近今所罕有,益信书院之关于文教, 其陶冶而成

之者有数矣。0故悉力促成, /酌定款项岁三千

金,一切修脯膏火悉如紫阳书院例。0 [ 2] 48
正谊书

院的创办, 与紫阳书院并列,为省内及苏州增添

了又一所省级书院, 双壁同辉, 成为苏州书院发

展走在前列的又一标志。

就苏州书院的发展来看, 乃以官方为主导,

官办民助,民办官督。紫阳、正谊书院处于督抚

直接控制之下自不待言, 即使在基层民办的书

院,也要受到官方的严格控制, 官学化特点日益

明显和突出,并且逐渐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完善体

系。紫阳、正谊书院为省会书院,培养高等人才,

府县所立书院, 则专课童生,择优为省会书院输

送优秀生员。如府立平江书院在鼓楼坊, 乾隆八

年 ( 1743)知府雅尔哈善创建平江学舍及六门义

学,原为童蒙读书之所, 二十七年 ( 1762), 知府

李永书改为书院, /凡吴、长 (洲 )、元 (和 )三县童

生员选十人入院肄业,诸生亦与焉。其后诸生尽

归入紫阳、正谊,而平江专课童生。0 [ 2] 49
而各县

镇之民办书院, 实同蒙塾,乃为府县学提供人才

以供深造。这一教育体系为官学教育体系并行

不悖, 不惟是重要的补充, 而且在实践中, 表现出

超越乃至于替代官学的趋向, 尤其在引领学术、

弘扬传统文化方面, 具有官学难以匹及的作用,

紫阳、正谊书院就是最好的例证。

紫阳、正谊两书院的发展, 首先得益于官方

的高度重视,从而能够获得人力、物力、财力的有

力支持,从而可持续地发展。紫阳书院创办之

时,巡抚张伯行即拨吴江县严墓水北庵僧人官田

307余亩。雍正十一年, 清世宗赐帑银千两令置

田,十三年 ( 1735), 巡抚高其倬拨给罪赎银并变

卖废祠银再置田,乾隆三年 ( 1738) ,巡抚杨永斌

奏请拨帑 4万两生息,租息加上官拨常项经费,

能够保证办学的正常需要。道光三年 ( 1823) ,

紫阳书院学田已达 1263亩。
[ 2] 48
正谊书院创建

时,即规定每年官拨银三千两作为常项经费,置

田 1869亩,
[ 2] 49
又拨给华亭县入官田价每年息

银 720两。嘉庆二十三年 ( 1818)及次年, 绅士

又捐崇明、常熟沙田计 7382亩。道光二年

( 1822) ,布政使廉敬又率属捐银 1万两生息,更

加充实了经费。其次, 增广学额, 生源好, 规模

大,发展快。旧例,紫阳书院内课 40名,外课 80

名,正谊书院内课 25名,外课 50名,未免人多额

少,道光时陶澍抚苏时, 紫阳书院加内课 10名,

外课 20名,正谊书院加内课 15名, 外课 30名,

入院肄业生多达千数百人。陶澍亲示为学之要:

为学必先立志,必须植品;为文宜先宗经;读书宜

亲师友。诸生经严格筛选, 加之院长遴选名流,

师资水平高, 教学上重视举业的同时,更强调经

史之学治术之书的必修与讲求, 通过严格的管理

和有系统的学术训练, 成为苏州乃至全省和全国

颇有影响的教育与学术的重镇。

由雍正末经乾嘉至道光前期,书院的特点:

一是书院讲学由程朱理学转向汉宋考据之学,学

风为之一变; 二是书院与科举相结合,在人才培

养上则以通才为追求的理想目标。为保证省会

书院的权威性, /直省书院隶会垣者, 凡山长充

补必请诸朝廷,特重其事, , ,紫阳主讲须奏明,

正谊则否。0 [ 4 ]
对于院长及师资的选聘, 要求不

拘省分, 品行方正, 学问博通, 为士林所推重,

/为多士模范者0。因此, 苏州紫阳、正谊书院历

聘院长多为一代硕彦名儒。紫阳书院掌院,依次

为冯暠、朱启昆、韩孝基、陈祖范、吴大受、王峻、

沈德潜、廖鸿章、彭启丰、蒋元益、钱大昕、冯培、

吴省兰、吴鼐、吴俊、石韫玉、朱珔、翁心存、董国

华皆为进士。其中吴县石韫玉为状元,常熟翁心

存后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常熟陈祖范、王峻及长

洲沈德潜、嘉定钱大昕等更为学术大家。正谊书

院掌院依次为倪为炎、汪庚、费振勋、吴颐、朱方

增、余集、吴廷琛、魏成宪、朱珔、费庚吉、翁心存

也皆为进士。其中元和吴廷琛为会元、状元,浙

江仁和余集、安徽泾县朱珔也属一流学问。高水

平学者主掌书院成为两书院高踞省内教学与学

术研究中心的重要保证。

两书院课程, 大体以经学为主, 算术、舆地、

说文、经术、金石、史学为辅,注重精研朴学,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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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昆山顾炎武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之一, 一生爱国, 精研朴学, 提倡 /经世致用 0, 富

于影响。其后,苏州惠周惕、惠士奇、惠栋祖孙率

先以古文经形式进行汉学研究,形成首开乾嘉风

气的 /吴派0,以 /专0闻名,与皖派及扬州学派并

列。由陈祖范、王峻、沈德潜等所提倡,惠栋于乾

隆初期曾主讲紫阳书院,首开风气, 书院逐步恢

复了自由讲学、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特色。其生

徒钱大昕继掌江宁钟山、太仓娄东书院后, 于乾

隆五十四年 ( 1789)起掌院 16年, 历承前贤, 发

扬光大, /谕诸生以无慕虚名, 勤修实学, 由是吴

中士习,为之一变。0 [ 5] 39 /一时贤士受业于书院

门下者, 不下两千人, 悉借精研古学, 实事求

是 0, [ 5] 39
影响最大。

苏州书院培养的大批人才中,不惟许多科名

显盛, 仕宦有为, 而且涌现了许多著名学者。就

紫阳书院而论, 如吴县潘世恩为乾隆五十八年

( 1793)状元,吴廷琛为嘉庆七年 ( 1802)会元、状

元。著名学者除钱大昕外, 还有嘉定王鸣盛、青

浦王昶等等。他们不仅学问博淹, 成果卓著, 而

且还利用书院培养人才,如王鸣盛主讲吴江笠泽

书院, 王昶主讲太仓娄东书院及杭州敷文书院、

诂经精舍等等,对苏州吴派学术思想的传播起到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书院教育与学术变迁和文

化发展,固然植根于社会、政治、经济的演进之

中,而与杰出学人的学术实践, 则尤有关联。

二、由传统走向近代的历史演进

从道光二十年 ( 1840 )鸦片战争起, 由于外

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益加尖锐, 社

会动荡不安,中西文化的对撞与融合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展开,苏州书院的发展也在变革与改制中

由传统走向近代。

咸丰时期 ( 1851- 1861) , 随着太平天国革

命的兴起, 大规模的战争在苏南地区蔓延, 书院

师生离散,院舍被毁殆尽, 损失惨痛, 一派萧条局

面。如苏州紫阳、正谊、平江、太湖、锦峰诸书院;

常熟文学、游文、思文诸书院; 太仓安道书院等

等,都毁于咸丰十年 ( 1860)战火之中。同治三

年 ( 1864) ,太平天国天京 (南京 )陷落, 标志着清

朝统治 /中兴 0。同治间到光绪初, 兴复书院作

为一项重要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之上。苏州所属

各被毁书院, 由江苏巡抚李鸿章、丁日昌、张树声

等及所属府县官员主持, 民间也出力捐助, 相继

重建开学,民间还新办吴江芦墟切问书院等。紫

阳书院学田增至 3338亩, 又常熟沙田 768. 933

亩,恢复迅速。正谊书院由李鸿章改建于中由吉

巷,并筹银一万两生息助学, 张树声又拨藩库银

四千两生息补生员膏火, 学田除拨入紫阳书院

外,实有 2333. 999亩,规制渐复。紫阳书院各掌

院为赵振祚、俞樾、程庭桂、夏同善、潘遵祁、陆懋

宗、邹福保;正谊书院各掌院为赵振祚、温葆深、

冯桂芬、蒋德馨、朱以增、吴仁杰、陆懋宗。浙江

仁和俞樾乃经学大家, 吴县冯桂芬肄业紫阳书

院,为道光二十年榜眼,资产阶级维新先驱,著名

学者如仁和孙锵鸣、吴县吴大澂等与俞樾同为紫

阳、正谊讲席。师生渐集,呈现出复兴景象。

面对列强加紧侵略和国内阶级矛盾依然尖

锐的形势,清朝统治者在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0

的思想指导下,开展了 /自救 0性的洋务运动,在

思想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控制也逐渐衰弱,改革的

呼声渐高。书院改革也就包含了改造传统旧书

院和创建新型书院这样两个层面。书院成为科

举附庸, 传统学术导向泥古忽今, 皆不能适应救

亡图存的形势需要,
[ 6]
有识之士力陈积弊, 呼吁

改革, 这对苏州书院的发展趋向产生了重要影

响,研究实学通经致用的优良传统, 得以光大。

同治初年, 李鸿章聘请冯桂芬主掌正谊书院,

/专课经古0。[ 7]
冯桂芬主张 /以中国纲常名教为

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0, 力倡改革, 以其先后

主讲江宁惜阴、钟山及苏州紫阳、正谊诸书院几

二十年之经验, 抨击书院所习制举文字陋风,殚

力经世之学, 士林尤为推重, /造就多名士, 其素

无文誉而激励成材者不可胜数。0光绪十四年

( 1888) ,江苏布政使黄彭年又于正谊书院西偏

可园旧基,创建学古堂,购书八万卷, 包括新译西

学生光电化诸书, /以经古课士 0, 额定内课 18

名,外课生不限额。参仿其曾任掌直隶保定莲池

书院事例,
[ 8] 25
课程以经为主, 由学生自报, 专经

之外,旁及小学、四史、文选、算学等。每月缴学

习日记一册, 由山长以学术水平详定等次并存

档,优者酌予奖金,札册择优结集出版,因而教育

质量高,成为书院新秀。历届山长为吴县雷浚、

慈溪林颐、吴县袁宝璜等,著名学者章钰等为其

高材肄业生。这表明, 苏州书院通经致用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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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已开始与治世救国的现实政治结合在一起,

并为因应社会转型而调整其改革方向。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 为救亡图存, 维新变

法激起浪涛,风气新变, 书院改革纳入到教育体

制改革的大势不可阻挡,由美国监理教会创办的

博习书院等新型书院也历史性地出现在苏州大

地上。早在同治十年 ( 1871) , 留美华人曹子实

以监理会教士身份,在苏州十全街创办了主日学

校,招收若干幼童。光绪五年 ( 1879), 美籍监理

会传教士潘慎文继曹子实主持办学, 迁入天赐

庄,命名存养书院, 十年 ( 1884 )改名为博习书

院。博习书院重视基础教育, 倡导学生全面发

展,在覆盖 11年的教学与课程计划中,除宗教和

英语课程外,还包括5三字经6、5百家姓 6及儒家
经典和中国古典文学,并开设了数理化生及世界

史地、政治学等诸多西方课程,
[ 9] 15- 16

并聘请了

美籍教师文乃史等及徐允修等华人教师, 以中文

授课, 并开设英语科, 使学生 /公正平等地接受
到当时美国的初等和中等教育 0 [ 10 ] 9

,并为社会

输送了一批新型人才。文乃史、徐允修后曾各任

东吴大学校长和秘书长,其毕业生如李伯莲任提

调 (学监 ), 史拜言、沈觉初分别任东吴大学数

学、历史学教授,谢洪赍则成为清末民初的著名

作家和翻译家。博习书院标榜中西并重, 重在习

西学以达时务,采用西式教学方法及课程计划,

对改革中的苏州书院具有榜样性的引领作用。

为扩大影响,二十二年 ( 1896), 美籍监理会传教

士孙乐文在苏州宫巷创办了中西书院,聘请葛赍

恩等四位美籍教师,取得良好进展。这些成功使

得创办大学的理想得以萌生。根据监理会为此

所作的教育重组计划, 二十五年 ( 1899), 博习书

院迁往上海并入中西书院后,在苏州官民各界支

持下, 宫巷中西书院迁往天赐庄博习书院校舍,

称为 /东吴书院0,二十七年正月十八日 ( 1901年

3月 8日 ) ,以孙乐文为首任校长的东吴大学堂

正式开办,苏州的教育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义和团运动之后, 清廷被迫宣布变法, 推行

/新政0,戊戌变法时期有令无行的书院改制终

得实行。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三日 ( 1901年 9

月 14日 )明谕, /著各省所有书院, 于省城均改

设大学堂, 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 各州县

改设小学堂, 并多设蒙养学堂。0 [ 11] 2489
其后又相

继颁布了 5壬寅学制 6 ( 1902 )和 5癸卯学制 6

( 1903) , 教育体制实行根本性变革, 三十一年

( 1905)科举制度正式废止。苏州书院也因之著

力推行。如紫阳书院于二十八年 ( 1902)先改为

校士馆,三十年 ( 1904)即于三元坊址改办为江

苏师范学堂。正谊书院于二十九年 ( 1903)先改

为江苏省中学堂, 后改为苏州府中学堂。科举废

停后, 两书院学田也并归入学款处,用以开办各

中小学堂。其余各书院也先后实行该制,如苏州

平江书院改为吴、长洲、元和三县高等小学堂,甫

里书院改为公学, 常熟游文书院改办为常、昭二

县小学堂等等。学古堂于三十一年改为游学预

备科, 招考英、法、日文学生三班,择优资送潘灏

芬等 10名学生留学, 三十三年 ( 1907)改为存古

学堂。古老而传统的苏州书院走向近代化,终于

链接到新式教育体系之中, 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总之,清代苏州书院的普及与流变, 体现了

历史进程中自身的发展特点与影响。与明代相

比,无论是数量、体系、分布及其辐射和影响力,

都呈现出新的气派,在培育人材、改革教育、推进

学术、繁荣文化、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作出了重

要贡献。在传统向近代的转变过程中,其较强的

社会适应性与文化融合性等体征,值得深入思考

和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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