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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发现的资料三则看戴震的少年至交

． 江巧珍1，孙海峰2
(1．黄山学院旅游学院，安徽黄山24502l；2．安徽大学中文系，安徽合肥230000)

摘 要：戴震是著名的博学奇才，少年时就有志于学。《星源甲道张氏宗谱》中的3篇文章，记载了少年

戴震和张鲁池、郑牧的交往，他们“遂为一时所不合，几为一时所不容”的遭遇，他们屡试不中的部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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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1724一1777)j字东原，徽州休宁隆阜人，

是中国历史上继朱熹之后最伟大的理学家之一。他

出身清贫之家，幼随父戴弁贩布，游历四方，至29

岁方考上秀才；33岁时又因输官司而逃避豪家迫害

在外。他一生困顿科场，屡试不中，6次考试，未中

“贡士”。后经纪昀推荐为四库全书馆篡修官。才获

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但次年就病故。戴

震才识广博、学高天下。他一生注、校之书近达50

种，不仅在哲学，而且在数学、天文、机械、水利、地

理、方志、语言、文字、声韵、生物及古代器物等方面

均有精湛的研究，且皆有专著，被誉为百科全书式

的学者．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知识最渊博、著述

最宏富的学者之一。但由于所处时代的压抑，戴震

一生坎坷不得志。所以身后著作散佚较多。笔者收

藏的道光版《星源甲道张氏宗谱》中刊载有戴震的

一篇佚文，内含两首七律诗，且是至今为止仅存的

戴震的诗词。

题二课居士兄弟《怡怡图》有序 东源戴震

二课居士，鲁池张先生晚号也。其胞弟二采先

生，讳元藻，号秀溪。自幼持重，人多敬之。父毅葛公

家法最严，母孔坊潘氏夙娴书史，常吟一联以示训

日：‘孝弟传家宝，诗书裕后芽。’二公又得母训，互

相友爱，比长如故。而弟尤敬事之，凡遇兄试，必荷

书囊以送。故太和溢于庭闱。至性孚于门内，虽妯娌

亦辑睦焉。予与鲁池先生为文章知己，因见《怡怡

图》而欣赋七律二章：

满庭喜气颂皇仁．孝友传家忆旧因。酒泛葡萄

三世乐。花开棠棣一堂春。欣看此日田荆茂。记取当

年旅雁亲，令德相承家法在，他时叠看锦袍新。

竞日追随杖履尊，图成花萼正当门，施来家政

先朝政。报得亲恩后国恩。姜被敢嫌今夕冷，谢床堪

与旧时论，天伦至乐人间少，长此怡怡示子孙。

二课居士张鲁池是何许人也?戴震为什么为张

氏兄弟《怡怡图》题诗?

有关戴震年轻时在家乡的至交。现存文献只记

载了和郑牧、程瑶田、汪梧凤、方希源等的交友往

来。好在道光版的《星源甲道张氏宗谱》五十八、五

十九两卷中还收录了郑牧的二篇文章：《张鲁池先

生文集序》和《明经张鲁池先生传》。两文详细交代

了戴、郑、张三入文章知己的友谊．为读者解开了这

一谜题．现全文抄录点校如下：

张鲁池先生文集序 海阳郑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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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与张君鲁池交30年矣!犹忆30年前予居乡

海阳，鲁池偕予友戴东原每数日必相见。见则各忘其

所趋，相与议论文章。东原经术湛深，而鲁池亦无书

不读。尤嗜西江章罗之文。其所为文亦能唾弃一切虚

浮丽藻，不以入其笔端。读其文知其必为敦朴之士无

疑也。今学者益少。而吾乡近时尤甚。文章则尽弃先

正大家，而耳食一二肉食之徒以为如某某者果得矣，

其或以经术见优者则果黜矣。亦有不为诡遏之时文

而竟得者，则群置而不屑道，以为此偶耳。而非常也。

鲁池用是耿耿于意中若块垒焉。居家朝不谋夕。犹日

手持一编孳孳不已。遇得意时奋笔疾书抚几自称快，

见之者皆不知其块垒之于何有。予是以恨尝不得过

从鲁池游也。鲁池生婺源西乡甲道，去予休宁东乡且

200里。前己未、庚中(公元1739、1740年)间馆隆

中，隆中东原所居乡也，不数年而另1l去。东原得一第

亦以饥驱走四方．予离家远馆歙邑，忽忽已20余年

矣(1760后作此文)。一见鲁池。问以近来所得者如

何?鲁池出所为文集者以相质予。谓鲁池心中固无垒

而又安用浇也。遂书以为序。

明经张鲁池先生传

张元泮，字鲁池，号留轩，婺源西乡之甲路人

也。为郡诸生。年甫19旋食饩，且30岁入贡，候选

儒学训导。年74卒于家，其孤正权、正桓以讣闻，并

乞为其亲作传。以50年旧友，莫如予也。予闻讣哭

之而悲，既而日：甚矣!天道之难言也，世之言，天道

者。谓修德必获福，富贵寿考至。独行有君子之德，

言坊行矩则亦应为当世辨论。官材者之所不遗。独

鲁池先生以上舍终其身，终年一编隐，几澹然不以

人世之显荣为念。盖教十年于圣贤之道学，实未偿

一日忘也。

初。鲁池为诸生，即来馆于予邑之隆阜。去余所

居之乡五六里。时余兄奎光亦馆于其地，余因得交

于鲁池。予友戴震东原方年少，好语经学．而适应童

子试为时文。以时下揣摩之，习不足学也。闻予与鲁

池好与人言前辈大家之文。于是东原酷嗜章大力鲁

池则嗜罗文正『点校注：应是罗文止之误1，予沉潜于

孟旋十子之间．而大宗则震川也。三人者间数日必

相与会集，或于野田蔓草之地席地坐。各质其所是．

各论其所非。必至日暮方散。遂为一时所不舍，几为

一世所不容．余三人遂自此穷窘而无所依倚矣!自

后鲁池闲居于家十余年。东原逼迫奔波京师。余亦

远走笔耕歙邑，去家数十里外。鲁池家居孝养，兄弟

怡怡。

余偿应友人之聘入江西幕中，道过婆源甲路．

入鲁池家，见其天伦之际有以自乐，不以贫窭累其

心。握余手至不忍舍去．非实有以自得必不能若是

也。

方鲁池为诸生与余逐岁考，间争相先后。而东

原苦童子试，屡试屡屈。后东原甫入学即登第，随以

经学入史馆为翰林庶吉士。一年而殁。余少年同学

相与为莫逆亦或仕或死。而余以贫病独存。鲁池困

顿甲路乡间，川观岩居，守先待后，昌宗人，造支祠，

明谱系，无j}敬宗敦本之义。余家远甲路而近隆阜，

忧想见余三人相与于野田晤语时。是东原死而隆阜

未偿无东原也!今鲁池先生死而犹有不死者存，亦

以两人之学问文章磊磊与圣贤之道义并存也。偿见

其著作甚多不及记。至于醇德隐行为君子儒，亦为

人所共知也。

岁

龙飞乾隆五十年岁在乙巳(1785)仲夏月中'擀岁进

士候选儒学训导海阳郑牧撰

从上文可以清楚地了解张鲁池的生平。张鲁池

(1712一1785)，婺源西乡甲道(现甲路村)人，雍正

八年(1930)19岁成为廪生；乾隆六年(1741)30岁

入贡，为候选儒学训导，这也是他仕途的最高点。其

人穷而有志，“居家朝不谋夕。犹日手持一编孳孳不

已”。乾隆四年(1739)，张鲁池28岁时，曾在隆阜教

书。由于郑牧兄长郑奎光也在隆阜教书，遂二入相

识。而此时26岁的郑牧和16岁的戴震(1723—

1777)已是至交，三人由此志同道合而相熟，渐成文

章知己。“三人者间数日必相与会集，或于野田蔓草

之地席地坐，各质其所是，各论其所非，必至日暮方

散。”

郑牧(1714—1792)，字丈用，“清休宁合阳村人

(今黄山市屯溪区阳湖镇政府所在地，离戴震的隆

阜村五六里)，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贡生，著有

《性理字训》、《学庸文》、《松溪文集》”。郑牧和戴震

是学友．笃信程朱理学，因此与戴震经常辩论，但这

并不影响和戴震成为文章知己。

戴震在这期间与郑牧、张鲁池成为知己的原因

是他们相似的风骨和经历：三人狷介自爱，穷而有

志，有奇才而落寞遭弃，欲建功却与世不容，虽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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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各具特色，却又终身不得志。观其道德文章，心

志所向．三人亦颇相似。而造成他们“英雄无用武之

力”的根本原因正是康乾盛世实行的文化禁锢政策，

清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开始抬出后儒理学

并将其政治化。戴、郑、张三人相识在休宁隆阜时期．

正是民族民主斗争被扼杀，唯物主义和民主进步思

想被窒息的时代，“遂为一时所不合，几为一时所不

容。余三人遂自此穷窘而无所依倚矣!”，正是这种令

人窒息的时代的真实写照。戴震批判后儒理学。“正

统派”人士所不容，是其一身落魄的根源。文中提及

“东原经术湛深”．而此时戴震才只有16岁。20年前

我们在搜集徽州古文书时，发现了古籍《制义类编》

中收有戴震4条制文篇目。找到了戴氏鲜为人知的

两篇散佚时文《吾十有五一章性理》、《旅酬下为上

一句祭祀》与文后评价很高的评语，说明戴震“应童

子试为时文”也是高水平的。这样的天才，却一生困

顿科场，屡试不中。至29岁方考上秀才，40岁乡试

中举人后“得一第亦以饥驱走四方”。此后6次参加

会试，始终未中“贡士”。直到其病逝，也仅是统治者

身边的一名修书官，在故纸尘封中湮灭了一生，不能

不教人扼腕长叹。

保存上述佚文的《星源甲道张氏宗谱》现存世

有乾隆、道光、光绪3种版本，篇幅分别是44、60、64

卷。星源是婺源县的别称，“甲道”村在婺源县西乡，

是张氏始迁祖的祖居地，因此被用来作为这一派系

张氏宗谱的命名。以区别于尊唐代张志和为始祖的

祁门县塘头张姓。乾隆五十四年(1789)刻本《星源

甲道张氏宗谱》四十二卷，附录二卷，是张图南、张

元泮等修。而张元泮，字鲁池，就是戴震的少年至交

之一。从乾隆版《星源甲道张氏宗谱》第四十二卷

《旧跋》中可知此谱最早修于宋代天圣间(1023—

1032)．因此谱中保留了已经失传宋代《浸铜要略》

一书的《(浸铜要略)序》和《(浸铜要略)后序》川以及

张潜给孙子张模的信《太子少保与孙模书》、田朱熹

《跋张公予竹溪诗》、岳飞的《征杨么回军留题花桥》

等文献资料。附录二卷收录了这3篇有关张鲁池和

戴震交往的文章。在张鲁池去世后道光年间重修的

《星源甲道张氏宗谱》五十八、五十九两卷中再次收

录了这3篇文章。戴震与张、郑的这一段来往是戴

震随父亲去江西南丰，课童于邵武之前的事。此段

少年时期的经历无论是段玉裁的《戴东原年谱》，还

是金榜的《戴先生行状》、钱大听的《戴先生震传》等

文章都没有提及。关于戴震少年的经历～直是戴震

研究上的盲点，这3则戴震早年的资料，显得尤加

珍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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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ree Newly Discovered Piec钙of Materi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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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瑚Ict：As a famous scholar of immen∞leaming，Dai Zhen decided to deVote himself to academic

studies since his childhoo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ree recordin98 about young Dai Zhen，s association

with Zhang Luchi and Zheng Mu and their isolation 明d exclusion in GeneaJogy of Jiadao—Zhang， the

paper uncoVe塔80me reason8 why they sufbred repeated failures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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