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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宜興派的八股文批評： 

以豐義儲氏為討論中心*

陳水雲
武漢大學文學院

前 言

清初文壇有兩個既推重古文又不廢時文的文章流派，一個是桐城派，一個是宜興
派。1對於江北的桐城派，人們瞭解較多，研究成果亦非常豐富；對於江南的宜興
派，不但研究成果少，瞭解也非常有限。其實，以豐義儲氏為代表的宜興派，在清
初文壇是甚有影響的，當時即有「海內言文章者必推宜興儲氏」之說。由儲欣編纂的
《唐宋八大家類選》幾乎人手一編，風靡一時。儲氏家族先後湧現出眾多古文與時文
兼善的文章高手，儲欣與弟儲宿、儲奇被人目為「三蘇」。2儲在文、儲大文、儲雄文
兄弟，一個以時文見長，一個以古文取勝，一個擅長於詩歌（儲雄文有《浮青水榭詩》
四卷）。宜興儲氏還以科甲門第顯赫一時，據儲大文〈豐義一世祖茂才成軒公傳〉的記
載，這個家族有舉人十二人，進士十三人，中江南試第一又魁禮部試者一人，中禮
部試第一者一人，魁府丞承宣使試者五人，入翰林四人，侍直南書房一人，監察御
史一人，郎中三人，員外郎一人等，3實在是不負「兩元門望」、「三鳳家聲」、「五子
登科」、「奕葉甲科」的美譽。這是一個科舉、經濟、文章兼擅的文化望族，族人在文
章著述上表現尤為突出，既編選了《古文選七種》、《唐宋八大家類選》、《儲氏詩詞彙

 *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專案「八股文批評史」（10BZW067）的研究成果。
 1 何雨厓〈題王耘渠稿〉云：「自韓長洲後，江左文派有三，得皖桐而高，得義興而厚，得金沙
而細。」見梁章鉅：《制義叢話》（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頁188。

 2 吳蔚起〈在陸儲先生墓志銘〉云：「同母弟二人，曰宿，曰奇，裁弱齡耳，先生撫之若慈母，
誨之若嚴師。閱數年，相繼籍于校，文望與先生埒，邑人往往有『三蘇』之目焉。」意指儲
欣年最長，二弟受其教育，有類北宋的蘇洵、蘇軾、蘇轍。見《宜興豐義儲氏分支譜》（北
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卷八，頁382。

 3 儲大文：〈豐義一世祖茂才成軒公傳〉，載《宜興豐義儲氏分支譜》，卷一，頁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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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4也彙刻了《在陸草堂文集》、《儲遁庵文集》、《雲溪文集》、《存研樓文集》、《經
畬堂文集》等書。有的文章輯入《國朝文匯》，有的著述收入《四庫全書》。5因此，對
這一家族成員的文章著述實有深入研究的必要，特別是這樣一個以科舉起家的文化
家族，在科舉、時文和古文上的突出表現，在時文和古文上的理念，以及它在當時
文壇的重要地位和影響，對於瞭解明末清初文化而言都有重要的意義。

儲氏的舉業與文章

宜興儲氏系出唐朝開元進士、監察御史、著名山水田園詩人儲光羲，儲光羲本籍兗
州（今山東兗州），肅宗乾元年間遷至潤州（今江蘇鎮江）的莊城，這是儲氏在江南地
區繁衍的開始。宋朝南渡時期，儲氏後裔又由莊城遷徙到常州的宜興，卜居在臧
林，「臧林者，吾族萬壑之源也」，6其他如金沙、豐義、儒村、柚山、壩上、東西路
墅以及江北的泰州皆自臧林一系而來。至於豐義儲氏，始自儲光羲第二十世孫儲
洪，他在明初洪武二年（1369）入贅蔣氏，因而家於豐義之儒林里。「公以一身寓居其
里，三世而繁衍，五世而昌大，八世而顯達」。7所謂「三世而繁衍」，是指儲洪生子
四人，析首分、二分、三分、四分；所謂「五世昌大」，是指第四代儲文用亦有子四
人，再析為東四分（邦彥）、西四分（邦美）、老三房（邦本）、老十房（邦寧）；所謂「八
世而顯達」，是指八世孫昌祚、顯祚兄弟先後為進士。昌祚（1559–1630）為萬曆十七
年（1589）三甲進士，歷任鄱陽、浦城知縣、浙江道監察御史；顯祚（1575–1651）為
萬曆四十四年（1616）三甲進士，歷任戶部主事、襄陽知府、湖南按察史。也就是
說，經過八代繁衍，豐義儲氏已成為顯赫一方的文化望族，其中，昌祚、顯祚兄弟
的先後進士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蓋自明季副憲〔昌祚〕、廉使〔顯祚〕二公進士起
家詒謀，垂裕文孫。在陸先生〔儲欣〕用文章顯名，講授數十年，為後進所宗」。在
儲欣之後，這一家族的子孫，在科舉仕進上可稱得上是代有傳人：「若遁庵〔方慶〕、
素田〔右文〕、畫山〔大文〕、中子〔在文〕、允弢〔郁文〕、水榭〔雄文〕、東溪〔龍光〕、
雲溪〔掌文〕、梅夫〔麟趾〕、緘石〔秘書〕諸先生，英英蔚起，奕葉簪纓，科第踵接，
有會三鳳、鄉三鳳之目，較前代荀之龍、薛之鳳、王之珠、竇之桂，有過之無不
及，即視琅琊諸王之人人有集，又何忝焉？」8

 4 《唐宋八大家類選》為儲欣編選，《古文選七種》是儲欣去世後由門人徐永勳、吳振乾、董南
紀及其子儲芝、孫儲掌文、從孫儲在文在舊稿基礎上編選而成的，《儲氏詩詞彙選》為儲
嘉斌輯錄。

 5 儲大文《存研樓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國朝文匯》選有儲欣、儲在文、儲掌文的文章。
 6 儲欣：〈族譜敘〉，載《宜興豐義儲氏分支譜》，卷首，頁21。
 7 同上注，頁22。
 8 周家楣：〈宜興豐義儲氏宗譜序》，載《宜興豐義儲氏分支譜》，卷首，頁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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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ism of Baguwen Writing in the Early Qing:
Focusing on the Chu Family of Fengyi

(Abstract)

Chen Shuiyun

The Chu family of Fengyi is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the Yixing School of writers 
in the early Qing. They had brilliant achievements in both ancient prose writing and 
modern prose writing, with Chu Xin, Chu Dawen, and Chu Zhangwen as representatives. 
Proposing to treat ancient prose as modern prose, they also looked to four aspects: 
yuanben Rushu (write in line with Confucian Classics), kezong xianzheng (scrupulously 
follow the precedents of former sages), churu Han Ou (assimilate the writings of Han Yu 
and Ouyang Xiu), and zhezhong gujin (mediate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In order to 
combine dao (Confucian Way) and fa (method), they believed that what they advocated 
would help make modern prose meet the true purpose for which the ancient writers 
had written. They made specific requirements concerning baguwen (eight-legged essay) 
writing. They pursued a graceful, classical style that embodied the concerns for empathy, 
correctness, and justice in its graceful, classical expression yi renyi zhi zhi, biao guya zhi 
shen, as well as emphasizing cultivating qi (generative energy). Moreover, they further set 
the Four Masters of the Ming as models and discussed how some writers had developed 
their own writing styles. All of this brought the criticism of baguwen writing in the early 
Qing to a new level.

關鍵詞：宜興文派  儲氏家族  八股文批評  以古文為時文

Keywords: Yixing School of writers  Chu Family  criticism of eight-legged essay 
writing  treat ancient prose as modern p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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