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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与梅曾亮文学关系新论:基于新材料的考察

彭国忠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ꎬ 上海　 ２００２４１)

〔摘　 要〕曾国藩与梅曾亮的关系ꎬ有二人同绍姚鼐而平辈说ꎬ曾氏师事梅曾亮说ꎬ以及空置二家关系论ꎬ而
师事说一直缺少证据支持ꎬ并被曾国藩“打脸”ꎮ 湖南省图书馆所藏梅曾亮致曾国藩十一通书信ꎬ揭示了曾国

藩、梅曾亮二人在日常生活、购买书籍、对待友朋等多方面的交往实情ꎬ以及曾国藩请梅曾亮修改、评论诗文的事

实ꎬ还原了二人文学关系的实质ꎬ在曾国藩入京后的道光年间ꎬ他对梅曾亮都是尊重、尊敬的ꎬ甚至在梅曾亮离京

返乡时赠诗表示愿为传法弟子ꎮ 咸丰初年ꎬ有传言说梅曾亮被太平军礼尊为三老五更ꎬ而曾国藩与太平军作战

屡战屡败ꎬ所以曾国藩不再尊重梅曾亮ꎬ并在与吴敏树争论桐城派谱系时ꎬ否定梅曾亮ꎬ表现出意气之争的一面ꎮ
〔关键词〕曾国藩ꎻ梅曾亮ꎻ关系ꎻ修改诗文ꎻ吴敏树ꎻ桐城派谱系ꎻ意气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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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是清代同治时期“中兴名臣”ꎬ又是

古文流派“湘乡派”的开创者ꎬ在政治和文学领

域都是地位崇高ꎬ影响甚大ꎮ 梅曾亮是姚门弟

子ꎬ在桐城派中的地位很高ꎬ有人甚至认为清代

古文“得方(苞)而正ꎬ得姚(鼐)而精ꎬ得先生而

大”ꎬ〔１〕吴敏树说他读了梅曾亮的文集ꎬ“于是乃

知天下之文章ꎬ固在于先生ꎮ” 〔２〕同为姚门高弟的

姚莹认为姚鼐之后古文舍梅曾亮无他人:“惜翁

后ꎬ异之往矣ꎬ今海内兹事ꎬ舍阁下其谁属耶?” 〔３〕

以姚门弟子的身份这样高地评价梅曾亮ꎬ可见分

量ꎮ 其后ꎬ道光二十九年梅曾亮离开京师回乡ꎬ
曾国藩赠诗送行ꎬ称“方姚以后无孤诣ꎬ嘉道之间

又一奇”ꎬ〔４〕评价亦是很高ꎮ
曾国藩、梅曾亮二人之间的关系ꎬ本就复杂ꎬ

大约有三种不同看法ꎬ一种认为二家皆学姚鼐ꎬ
为同辈关系ꎮ 在刘声木的«桐城文学渊源考»
中ꎬ曾国藩在卷四ꎬ属于师事及私淑姚鼐者ꎻ梅曾

亮在卷七ꎬ自为宗师ꎬ该卷收录的是梅曾亮和师

事、私淑梅曾亮者ꎬ〔５〕 二人乃平辈关系ꎮ 持此看

法者尚有其人ꎬ如陈融指出:“伯言官京师ꎬ时与

涤生为文酒之会ꎬ而又皆绍惜抱之传ꎬ故尤相契

合ꎮ” 〔６〕曾门弟子吴汝纶亦高持梅、曾同本姚鼐

说ꎮ〔７〕第二种认为曾国藩师事梅曾亮ꎬ列于梅氏

弟子行ꎮ 如朱庆元胪列一批姚鼐卒后向梅曾亮

“争请业焉”的鸿儒硕彦中ꎬ有江苏许宗衡、鲁一

同、邹鸣鹤ꎬ山西冯志沂ꎬ浙江邵懿辰ꎬ江西吴嘉

宾、陈学受ꎬ湖南湖北则是曾国藩、孙鼎臣、刘传

莹ꎬ广西王锡振、龙启瑞、朱琦等ꎬ这些人“一以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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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为归ꎬ俟其可否为重轻”ꎮ〔８〕民国时期蒋国榜也

说:曾国藩与邵懿辰、龙启瑞、朱琦等人“咸以所

业为质”ꎬ尽管他特别指出曾国藩后来古文成就

很大ꎬ与梅曾亮“相与驰骤声光”ꎬ发扬光大ꎮ〔９〕

朱琦也将曾氏列入梅曾亮“徒友”之列ꎮ 第三种

则是空置论ꎬ即在论述晚清桐城派及古文时ꎬ避
开二家关系不言ꎬ仿佛此二家没有交集没有关

系ꎬ如刘成禺称曾国藩服膺姚鼐ꎬ临文以桐城派

为指归ꎬ更扩姚氏之意ꎬ浸淫汉魏ꎬ又称梅曾亮被

当时奉为古文正宗大师ꎬ而不言二人关系ꎻ〔１０〕 而

«清史稿» «清史列传»等ꎬ指出京师治古文者皆

向梅曾亮问法ꎬ而列出名单中无曾国藩ꎬ仿佛曾

国藩不在京师ꎻ或将梅曾亮列为诗古文一派ꎬ将
曾国藩列为经术或宋学一派ꎬ要在不产生关系ꎮ

认为曾国藩师事梅曾亮这一派ꎬ面临两个挑

战ꎬ一是缺少实证支持ꎬ清人及今人记载中ꎬ未见

曾国藩向梅曾亮问法的文字ꎻ二是遭到当事人曾

国藩的“打脸”ꎬ曾氏致吴敏树书信中明确说:
“往在京师ꎬ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后尘ꎮ” 〔１１〕这就

与朱庆元等人的认识迥异ꎮ 曾国藩“雅不欲溷

入”之言ꎬ引起现代学者的较多关注ꎬ王澧华«曾
国藩诗文集» 整理前言ꎬ说:“在梅曾亮称雄一

代ꎬ即将告老回乡之时ꎬ曾国藩还只是初识桐城

源头ꎬ尚无理论建树ꎮ 在曾国藩于咸、同年间‘中
兴桐城’之时ꎬ梅曾亮早已告别人世了ꎮ” 〔１２〕显然

坐实曾氏之言ꎮ 谢海林先生«曾国藩与桐城派古

文家梅曾亮之关系发微»一文ꎬ认为曾国藩与桐

城派的关系是一桩学术公案ꎬ事关曾国藩与桐城

派传承流变等重要问题ꎬ而曾国藩对梅曾亮及其

古文的看法是动态变化的ꎬ咸丰二年之前是疏离

又争胜ꎬ咸丰九年开始逐步褒扬ꎮ〔１３〕 还有学者试

图从曾国藩、梅曾亮交往时间看二人的关系ꎮ 这

些成果ꎬ都为曾、梅关系的解决ꎬ提供了很好的思

路和基础ꎬ有些论述还是很深刻的ꎮ
由于文献乏征ꎬ学界的看法多建立在推测之

上ꎬ缺乏有力证据ꎮ 可喜的是湖南省图书馆藏有

梅曾亮致曾国藩十一通书信ꎬ终于揭开曾、梅关

系真相ꎬ为这一重要学术话题的解决提供了可靠

的依据ꎮ
十一通书信ꎬ只有一通是梅曾亮自录诗歌赠

送曾国藩ꎬ该诗见于其«柏枧山房诗文集»ꎬ其他

十通都是第一次面世ꎬ不见于任何梅氏作品集ꎬ
包括笔者与胡晓明先生整理的«柏枧山房诗文

集»ꎬ本身即具有文献补遗价值ꎮ 根据这十一通

书信ꎬ结合曾国藩、梅曾亮文集等ꎬ我们可以对二

人关系尤其曾国藩对梅曾亮及中期桐城派的看

法———这一近几年成为桐城派研究、曾国藩研究

中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ꎬ作出新的判断ꎮ

一、梅曾交往新证:梅曾亮致曾国藩十一通书信

为真实呈现梅、曾交往实情ꎬ今将梅曾亮致

曾国藩全部十一通书信迤录如下:
其一

“跪吾王!”君理谕之ꎬ保挥众揖君坐ꎬ因

言曰:“足下居海上久ꎬ知某某及海上某某

辈ꎬ皆能聚徒众劫平民ꎬ今皆安在?”保嘿然

曰:“固然ꎮ 然今且奈何?”云云ꎮ “汝何虑之

浅也? 今拥众降ꎬ朝廷必以为汝功ꎬ不死ꎬ且

得官ꎮ 百公ꎬ智人也ꎬ审祸福ꎬ必不杀降ꎬ又力

能得之于大皇帝ꎮ 即一旦众溃力屈ꎬ降则一

囚虏耳ꎮ”
妄拟改数行ꎬ祈酌政之ꎮ

涤生尊兄阁下

弟梅曾亮顿首

其二

来示具悉ꎮ «古诗纪»昨止还价十二千ꎬ
为阁下少挫其锋ꎬ然今日位西已用十五千买

去矣ꎬ不知是此部否?
涤生尊兄阁下

弟梅曾亮顿首

其三

昨晚坐间有客ꎬ语未能详ꎮ 昨至庙中ꎬ
«古诗纪»仍在ꎬ归途遇位西ꎬ言已用十五千

说定ꎬ但阁下已还价十八千ꎬ渠何肯卖与价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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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恐另是一部ꎮ 今日收摊ꎬ阁下若去ꎬ十八

千可卖也ꎮ 书却甚佳ꎬ二十千亦可买ꎬ然不为

大便宜矣ꎮ
昨复改数行ꎬ其病在紧而未能活也ꎮ

涤生尊兄阁下

弟梅曾亮顿首

其四

昨承枉顾后ꎬ小女忽于痘后发惊热ꎬ现延

医理药ꎬ三两日内尚不能走候ꎬ想见谅也ꎮ
大文读过缴上ꎬ鄙意以自“大府”至“宜

人挈钜”意尚未明畅ꎮ 或弟连日心神不佳ꎬ
未能探索也ꎮ 此颂

大安ꎮ 不具ꎮ
迪生尊兄阁下

弟梅曾亮顿首

其五

樗散精华二十年ꎬ英流相接喜珠联ꎮ 久

思旧里便衰懒ꎬ难得奇文共讨研ꎮ 隐几他年

宁故我ꎬ扶轮今日仗群贤ꎮ 青杨巷近潮沟宅ꎬ
书札能来自日边ꎮ 己酉秋日出都留别诸子ꎬ
录呈

涤生尊兄政之

梅曾亮稿

其六

«史记»四十八卷ꎬ须抄补数页ꎬ其价十

金以外十四金以内ꎬ已肯卖矣ꎮ 吾兄大可买

也ꎮ 弟嫌其行李须添一书箱ꎬ然尊处定若见

而不买ꎬ弟当买之耳ꎮ
涤生尊兄阁下

曾亮顿首

其七

柯本«史记»ꎬ弟去岁买未成者ꎬ即是此

本ꎬ价二十金ꎬ在京城尚不为大贵ꎬ如十六金

得之ꎬ不吃亏矣ꎮ 此书ꎬ«宋世家»较王板多

数行也ꎮ
涤生尊兄阁下

弟曾亮顿首

其八

见赠诗ꎬ“红尘”句稍廓落ꎬ其二、其三神

远气动ꎬ甚似惜抱轩也ꎮ 所论文章两境ꎬ实鄙

意蓄之心而未鸣于人者ꎬ欲兼能乎前人ꎬ而不

能如前人之专胜ꎬ是则某之所以为某而已ꎮ
涤生尊兄阁下

梅曾亮顿首

其九

涤生尊兄阁下:
体中已全愈否? 念念ꎮ «要略»一书ꎬ据

吾兄所分释ꎬ似甚有条理ꎬ前序说得蕉云此举

甚郑重ꎬ后序收处甚荡漾也ꎮ 此颂

即佳ꎮ 不一ꎮ
弟梅曾亮顿首

其十

前月樵自来辞行ꎬ因送行将诗带去矣ꎮ
高吟昨岁送归舟ꎬ偕隐知君意莫留ꎮ 青

史漫论千载后ꎬ黄花又伴一人秋ꎮ 湖湘落落

望三友ꎬ京国劳劳生四愁ꎮ 严召从来多盛事ꎬ
可能萧散遂林邱ꎮ

苏赓堂、陈颂南、朱伯韩相继归里ꎬ今月

樵侍御又继之ꎬ作此奉赠ꎬ并以怀三君子也ꎮ
小诗ꎬ并录呈

览ꎬ以见非妄言也ꎮ 呵呵ꎮ
涤生尊兄阁下

弟梅曾亮顿首

其十一

尊书昨即送去ꎬ睡乡竟已安稳ꎬ此大手笔

结构之功也ꎮ 谢谢! 呵呵ꎮ 尊诗字字如铁

坚ꎬ奇处真韩黄也ꎮ “灯烛照狂愚”ꎬ极佳ꎬ惜
上句于“狂愚” 二字生根未足ꎮ “人各发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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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ꎬ亦未惬人意也ꎮ 此颂

即佳ꎮ 不一ꎮ
涤生尊兄阁下

弟梅曾亮顿首

考曾国藩家书ꎬ咸丰二年ꎬ其母去世ꎬ曾国藩

因为身在安徽太湖县之小池驿ꎬ准备从安徽动身

经过湖北黄梅、武昌ꎬ湖南长沙ꎬ直接回家奔丧ꎬ
在京之事无法处理ꎬ便致信儿子纪泽ꎬ要他料理

京师家中一切ꎬ在他所开列要儿子执行的事项

中ꎬ就有“吴南屏借梅伯言诗册”ꎬ与边袖石借

«通典»一函ꎬ田敬堂借地图八幅ꎬ希望儿子“俱
往取出带回”ꎻ而接下来的一项ꎬ有“家信及外来

信粘在本子上者ꎬ皆宜带回ꎮ” 〔１４〕 据此ꎬ曾国藩手

中早就有梅曾亮的诗歌ꎬ并被好友吴敏树借阅ꎬ
咸丰二年才让曾纪泽取回ꎻ同时ꎬ梅曾亮的书札ꎬ
属于“外来信”ꎬ应该就是因为粘贴在本子上ꎬ受
到高于普通外来信的待遇ꎬ而被从北京寓所带回

到湖南老家ꎬ才得以保留至今ꎮ
从称呼看ꎬ梅曾亮称曾国藩ꎬ不论书信开头

处还是结尾处ꎬ无一例外地都是“涤生(迪生)尊
兄”ꎬ这是用于朋友、共事者之间的敬称ꎮ 对曾国

藩这位受书人ꎬ有八通书信梅曾亮自称“弟梅曾

亮顿首”“弟曾亮顿首”ꎬ两通书信自称“梅曾亮

顿首”“曾亮顿首”ꎬ一通书信自称“梅曾亮稿”ꎮ
这些都是长辈对晚辈的谦称ꎬ而无一处称对方官

职ꎮ 梅曾亮比曾国藩年长二十五岁ꎬ年龄上足当

其长辈ꎬ这些自称不失梅曾亮身份ꎮ 从书信内容

看ꎬ无一字歌颂对方功名事业ꎬ无只言片语官场

客套应酬ꎬ说明双方不是才开始交往ꎬ关系不生

疏ꎬ也反映这十一通书信不是梅曾亮写给曾国藩

的全部书信ꎮ

二、溷入梅郎中之后尘:曾国藩梅曾亮交往的真相

曾国藩说“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后尘”ꎬ十
一通书信则还原了曾国藩、梅曾亮交往的真相ꎬ
事实是二人有多方面交往ꎬ且是曾国藩主动“溷
入”ꎮ 根据书信内容ꎬ概括为三个方面ꎮ

一是生活上的往来ꎬ见于第四、九通书信ꎮ

第四通书信开篇并无常规性的寒暄ꎬ直接说“昨
承枉顾”ꎬ可见双方已经不是第一次见面ꎬ此次亦

是曾国藩先到梅曾亮家ꎮ 梅曾亮说曾国藩昨天

来了之后ꎬ自己的女儿出水痘后发惊热ꎬ现正在

请医生治疗ꎬ三两天不能去看曾国藩ꎬ想必他会

谅解ꎮ 从内容和语气看ꎬ双方不是初次交往ꎬ所
以没有更多的客套ꎻ关系也不疏远ꎬ所以没有更

多的寒暄ꎮ 第九通书信ꎬ首先是问曾国藩的病

情:体中之病是否痊愈? 我很挂念ꎮ 话很少ꎬ很
直接ꎬ但反映两人关系比较近ꎬ交往中很真诚ꎮ
根据曾国藩家书ꎬ他多年一直困于皮肤癣病ꎮ 自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起ꎬ开始患此疾ꎬ最早在道光

二十五年六月致父母的家书中说:“近日头上生

癣ꎬ身上生热毒ꎬ每日服银花、甘草等物药ꎮ 医云

内热未散ꎬ宜发出ꎬ不宜遏抑ꎮ 身上之毒ꎬ至秋即

可全好ꎬ头上之癣ꎬ亦不至蔓延ꎮ”初时他“以皮

肤之患不甚经意ꎬ应读书应酬如故ꎬ衣食起居一

切如故”ꎬ后来换了几个医生看ꎬ仍然时好时坏ꎬ
严重时通身长七八十颗指头大的白泡ꎬ鼻子两旁

都有ꎬ以致影响到见驾ꎬ影响到他是否考差ꎬ几乎

每封家书都要向父母汇报ꎬ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

六日给父母的家书中说:“男近来身体不结实ꎬ稍
一用心ꎬ即癣发于面ꎬ医者皆言心亏血热ꎬ故不能

养肝ꎬ热极生风ꎬ阳气上干ꎬ故见于头面ꎮ 男恐大

发ꎬ则不能入见”ꎬ故不敢用心ꎮ 在“不能入见”
后注:“二月二十三日谢恩蒙召见ꎬ三月十四日值

班蒙召见ꎬ三十日又蒙召见ꎮ”在致诸弟的书札

中ꎬ曾国藩也不断说这个病ꎬ一直到道光二十九

年七月十五日致诸弟信中ꎬ才告知癣病治愈:“予
之癣病ꎬ多年沉痼ꎬ赖邹墨林举黄芪附片方ꎬ竟得

痊愈ꎮ”但事实上ꎬ此病十分难痊ꎬ曾国藩在家书

中ꎬ为了安慰家人才如此说ꎬ比如直到咸丰八年

致其子纪泽书中还说:“余癣疾近日大愈”ꎬ〔１５〕皆

非真正痊愈ꎮ 这样的痼疾ꎬ朋友聚会时大家肯定

知道ꎬ“念念”二字ꎬ表达了梅曾亮对其疾病的关

心ꎮ
二是指导曾国藩买书ꎮ 见于第二、三、六、七

通书信ꎮ 曾国藩说咸丰时他家藏书量是道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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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百倍ꎬ〔１６〕所以道光时期与梅曾亮交往时ꎬ他藏

书不多ꎬ而需要不断地购书ꎬ以致十一通书信中ꎬ
有四通关于买书ꎬ第二、三通作于同时ꎬ相隔一

天ꎬ都是关于购买«古诗纪»的ꎬ而且ꎬ从第三通

开篇“来示具悉”看ꎬ也是曾国藩先致信梅曾亮ꎬ
请教购书问题ꎮ 梅曾亮说:昨天我把这部书的价

格有意压在十二千ꎬ目的就是为你折挫书商锋

锐ꎬ但今天邵懿辰用十五千买去ꎬ不知是不是这

一部? 第三通接着说:昨晚家里有客ꎬ没能详说ꎬ
其实昨天到庙里ꎬ那部«古诗纪»还在ꎬ回路遇到

邵懿辰ꎬ说他已经用十五千说定ꎬ这应该是另一

部ꎬ否则你既然还价十八千ꎬ书商怎么会卖给出

价少的人? 邵说的应该是另一部ꎮ 今天收摊时

如果你去买ꎬ书商十八千会卖给你的ꎮ 这部书非

常好ꎬ二十千都可以买ꎬ但不算大便宜ꎮ 曾国藩

买«古诗纪»ꎬ应是为儿子读书用ꎮ 其道光二十

九年六月二十九日致诸弟书言:“纪泽儿读书尚

熟ꎬ«诗经»现读至‘生民之什’ꎬ«古诗»读至左太

冲«咏史»ꎮ” 〔１７〕梅曾亮书当作于此前ꎮ 曾国藩请

教买书之事ꎬ一方面是因为梅曾亮比他早到京城

十年ꎬ而且购买了大量善本ꎬ这在二人诗文中都

反复出现的邵懿辰的作品中也有反映ꎮ 曾国藩

显然是从邵懿辰处得知梅曾亮精于购书的ꎬ这也

反映出他对梅曾亮的信任ꎮ
第六、七通书信都说购买«史记»之事ꎮ 第

六通说«史记»四十八卷有缺页ꎬ需要抄补几页ꎬ
价格在十金到十四金之间ꎬ对方就肯卖了ꎬ你可

放心去买ꎻ我是嫌行李中要多添一个书箱而没

买ꎬ不过ꎬ如果你确定不买ꎬ我会买的ꎮ 从“弟嫌

其行李须添一书箱”一句看ꎬ应该是梅曾亮准备

离开京城回乡之时ꎬ时间在道光二十九年或者二

十八年ꎮ 第七通说这部柯本«史记»ꎬ我去年想

买没有买成ꎬ价格二十金在京城还不算太贵ꎬ如
果十六金买到手ꎬ不吃亏ꎮ 其中的«宋世家»比

王版多几行字ꎮ 所谓柯本ꎬ指明代嘉靖时柯维熊

校正本 «史记»ꎻ王本ꎬ指明代王延喆刻本 «史

记»ꎮ
三是讨论朋友之事ꎮ 见于第十、九通书信ꎮ

第十通书信中说:“前月樵自来辞行ꎬ因送行将诗

带去矣ꎮ”月樵ꎬ黎月樵ꎬ他们共同的朋友ꎮ 又说:
“苏赓堂、陈颂南、朱伯韩相继归里ꎬ今月樵侍御

又继之ꎬ作此奉赠ꎬ并以怀三君子也ꎮ”苏赓堂、陈
颂南、朱伯韩三人ꎬ也是曾国藩、梅曾亮的朋友ꎬ
在他们的诗文集中多次出现ꎮ 第九通书信则是

关于曾国藩的密友刘传莹的ꎮ “«要略»一书”ꎬ
谓刘传莹所辑朱熹«孟子要略»一书ꎬ曾国藩为

刊刻行世ꎬ并撰写序跋ꎮ 刘传莹字椒云ꎬ一作茮

云ꎬ生前清贫ꎬ无力刊刻自己的著作ꎬ曾国藩出资

为刊版ꎬ而署刘氏名ꎬ足见风谊笃厚ꎮ 书卷五末

附刘氏识语:“朱子年六十三时ꎬ成«孟子要略»ꎬ
其书今佚ꎬ幸此书注中具载某章入几卷之几ꎬ他
日病愈当依次编成ꎬ以复朱子之旧ꎮ 戊申七月刘

传莹题金氏«孟子集注考证»后ꎮ”又识云:“朱子

所编«孟子要略»一书ꎬ原本久佚ꎬ传莹谨于金仁

山先生«孟子集注考证»内搜出ꎬ得复此书之旧ꎮ
至是书颠末ꎬ详见«语类自著书门»、«文集»答
黄直卿书ꎮ 戊申七月之季ꎬ汉阳通糜生传莹

识ꎮ” 〔１８〕

曾国藩在为好友辑录的这部重要书籍刊刻

出版之后ꎬ亲自加以批释ꎬ所谓“仿«近思录»之

例ꎬ疏明分卷之大指ꎬ俾读者一览而得焉”ꎬ如卷

一即云:“国藩谨按:此卷言人性本善ꎬ欲人存心

养性以复其初ꎮ”卷二云:“国藩谨按:此卷论孝

悌之道ꎮ”而每卷中或引集注或引金氏、邹氏等

语ꎬ再疏以“国藩谨按”者ꎬ亦有无集注、金氏、邹
氏语而径出以曾国藩按语者ꎮ 对此ꎬ梅曾亮的评

价是“«要略» 一书ꎬ据吾兄所分释ꎬ似甚有条

理”ꎬ肯定曾国藩疏语之价值ꎮ
曾国藩«孟子要略叙»ꎬ先言朱熹«孟子要

略»一书ꎬ历代艺文志都不加著录ꎬ朱彝尊«经义

考»也说未见此书ꎬ王白田一生专治朱子ꎬ成«朱
子年谱»ꎬ号称精核无伦ꎬ而称此书久佚ꎬ四库馆

臣为金履祥«孟子集注考证»撰写数百字提要ꎬ
却未提及«孟子要略»ꎬ然后说刘传莹从«孟子集

注考证»中搜辑出«孟子要略»ꎬ“排比次第”ꎬ还
原旧貌ꎬ虽然可能是“犹未完之本”ꎬ然正如许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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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异义»、余允文«尊孟辨»一样ꎬ“皆湮晦数

百年矣ꎬ一旦于他书中刺取ꎬ掇零拾坠ꎬ遂复故

物”ꎬ甚有价值ꎮ 这是把刘传莹辑录«孟子要略»
的功劳ꎬ从简单的编辑之举上升到尊孟高度ꎬ所
以ꎬ梅曾亮评价说“前序说得蕉云此举甚郑重”ꎬ
也就是高度肯定刘传莹对朱子这部久佚之书的

发现之功ꎮ
而跋(识语)的内容ꎬ全是叙述孟学显晦及

朱子倡孟:«孟子»一书不列于学官、不被«经典

释文»论及ꎬ甚至遭遇司马光、晁说之的“疑诋”ꎬ
直到“二程”才开始加以表彰ꎬ朱子定为«四书»
之一ꎬ他不但荟萃诸家之说为«孟子精义»ꎬ又采

择其中尤善者为«孟子集注»七卷ꎬ又剖析诸家

异同为«孟子或问»十四卷ꎬ又精简为«孟子要

略»五卷ꎬ朱子可谓笃好«孟子»其书ꎬ“深造自

得”“泳于心而味于口者ꎬ左右而逢其原ꎬ参伍错

综而各具条理”ꎬ在结尾处ꎬ跋语不再复述刘传莹

的辑录发现之功ꎬ曾国藩说朱熹旨趣诚非他疏语

所能侥幸言中ꎬ但不知于其亡友刘传莹之意是否

相合ꎬ“死者不可复生ꎬ徒使余茫然四顾而伤心也

夫”ꎬ抒发对好友去世的感伤ꎬ所以ꎬ梅曾亮评价

说“后序收处甚荡漾也”ꎬ这也是符合实情的ꎮ
从书信可见ꎬ梅、曾二人交往过从甚密ꎬ无论

家庭成员及自身健康ꎬ还是购书还价ꎬ还是对待

朋友ꎬ二人都有多方面的交集ꎬ并不像曾氏致吴

敏树书信中所说要与梅曾亮划开距离ꎬ“雅不欲

溷入梅郎中之后尘”ꎮ

三、曾国藩请梅曾亮修改诗文

十一通书信更大的价值ꎬ在于揭示了曾国藩

请梅曾亮修改、评论诗文的事实ꎮ 有五通都涉及

诗文及其修改ꎬ即第一、四、八、九、十一五通ꎮ 第

一通说“妄拟改数行ꎬ祈酌政之”ꎬ显然不是双方

第一次这样ꎬ而且ꎬ也不会是梅曾亮主动修改对

方诗文ꎬ而是曾国藩请梅曾亮修改的ꎮ 第四通说

“大文读过缴上”ꎬ显然也是曾国藩主动请梅氏

修改ꎬ梅曾亮提出自己的意见ꎬ又怕对方难以为

情ꎬ所以加上一句:也可能是自己心境不佳(女儿

生痘后发烧)ꎬ没能静心拜读、细致探索的缘故ꎮ
第八通说“见赠诗”ꎬ说明是曾国藩主动赠送给

梅曾亮的ꎮ 第九、十一通未显示修改问题ꎬ是梅

曾亮对曾氏诗文的评价ꎬ但应该是双方关系很熟

悉、稳定后ꎬ梅氏的自觉行为ꎬ也就是认为提出意

见、建议后ꎬ对方会接受ꎬ至少不会冒犯对方ꎬ置
自己于被动、尴尬甚至危险之地ꎮ

第一通书信中ꎬ梅曾亮修改的这段文字ꎬ对
应于曾国藩«广东嘉应州知州刘君事状»ꎬ作于

道光二十七年(１８４７)ꎬ写刘廷楠受两广总督百公

龄之命ꎬ只身劝降海盗张保情形ꎬ现在所见曾氏

原文为:“‘跪吾王!’曰:‘吾天子命吏ꎬ岂屈若

曹? 且编民之不得ꎬ何王也?’即睨保曰:‘吾以

女为海上豪杰ꎬ乃效匹夫怒目恐人! 刘某畏死

者ꎬ不来此矣!’保立起揖君ꎬ即屏左右ꎮ 因语之

曰:‘十年来ꎬ粤中巨寇若蓝阿和、何阿常、郑阿明

之属ꎬ海盗若姚阿麻、李崇玉ꎬ今有存焉者乎?’保
默然ꎬ曰:‘亡有ꎮ 然今且奈何? 崇玉以杀掠平民

之故ꎬ尚伏天诛ꎬ况保纵横海上十余年ꎬ杀二总

兵、一参将、三游击ꎬ罪在不逭ꎮ 今弃众内首ꎬ则
鱼肉耳ꎮ’曰:‘汝何虑之浅耶? 朝廷并包海外ꎬ
荒颣萌生ꎬ削逆育顺以劝来者ꎬ犹惧不继ꎮ 若革

面自效ꎬ不訾之庆也ꎮ 学显贷死ꎬ有明征矣ꎮ 且

智莫大于知几ꎬ行莫亏于食言ꎬ祸莫酷于杀已降ꎮ
女视刘某ꎬ岂诱人徼功者哉? 吉之与凶ꎬ在此须

臾ꎮ’” 〔１９〕两相比较ꎬ曾文详细描写对话细节ꎬ再
现劝降场景ꎬ缺点在过于冗长ꎬ有些话略显空疏

无当ꎬ如“行莫亏于食言” 二句ꎬ与劝降之事无

关ꎻ“女视刘某”二句无必要ꎮ 这些ꎬ显然不符合

桐城派雅洁的标准ꎬ同时ꎬ于桐城“义法”亦相去

甚远ꎮ 而返梅曾亮的修改ꎬ删去廓落无当之言ꎬ
从拥众降与众溃力屈降的不同结果出发ꎬ对张保

进行劝降ꎬ精警拔出ꎬ令人悚然惊异ꎬ更具劝降效

果ꎮ 这就是一般文章作手与老于文章的桐城大

家的差距ꎬ也即后来曾国藩佩服梅曾亮功夫深的

表现ꎮ
第四通书信中所言“自‘大府’至‘宜人挈

钜’”一段ꎬ对应于曾国藩«前海宁州知州长沙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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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母黄宜人墓志铭»:“大府之从事ꎬ郡县吏之宾

客ꎬ裘而往ꎬ葛而不归ꎬ朔而寓书ꎬ再晦而不达ꎬ如
是以为恒ꎮ 宜人挈居省细”ꎬ本写黄宜人初嫁李

熙臣时ꎬ李氏家微ꎬ每年收入不能自足ꎬ李熙臣四

处奔走谋食之情形ꎮ 曾国藩原文如何ꎬ现已不得

而知ꎬ«曾国藩诗文集»编于道光二十六年的这

篇文章ꎬ大体令人读得懂ꎬ所谓“裘而往ꎬ葛而不

归”ꎬ是说冬天外出ꎬ夏天不能归家ꎻ“朔而寓书ꎬ
再晦而不达”ꎬ是说月初寄书信ꎬ两个月不能抵

达ꎮ 但这段话确实有问题ꎬ锦衣裘服自是家中殷

实ꎬ这与“家微也ꎬ岁入不足自赡”不合ꎮ 同时ꎬ
两个月不能收到回信ꎬ不一定是李熙臣的问题ꎬ
可能是邮路不畅ꎬ不能用以充分说明李熙臣之辛

苦奔波ꎮ 所以ꎬ梅曾亮说这段话“意尚未畅”ꎬ不
只是批评曾国藩原文逻辑问题ꎬ而是指出其不合

于“义”的基本要求ꎬ同时行文不够雅洁ꎮ
这通书信开篇并无常规性的寒暄ꎬ直接说

“昨承枉顾”ꎬ可见双方已经不是第一次见面ꎬ此
次亦是曾国藩先到梅曾亮家ꎮ 梅曾亮说曾国藩

昨天来了之后ꎬ自己的女儿出水痘后发热ꎬ正在

请医生治疗ꎬ三两天不能外出ꎬ也就是不能回拜

曾国藩ꎬ请他谅解ꎮ 然后又说“大文读过缴上”ꎬ
可见ꎬ曾国藩来访时ꎬ带来了自己的文章ꎬ希望梅

曾亮审阅ꎬ梅曾亮才提出自己的意见ꎬ认为从“大
府”到“宜人挈钜”这一段文字ꎬ意思不是很明

畅ꎮ 然后又说可能是自己连日来心神不佳ꎬ特别

是与女儿生病ꎬ没能静心“探索”有关ꎮ 这是婉

转说上面这句批评的话可能不对ꎬ无需当真ꎬ自
是客气之言ꎬ怕曾国藩不接受ꎮ

第八通书信中所说曾国藩赠诗ꎬ指的是«送
梅伯言归金陵三首»ꎬ是曾国藩在梅曾亮离开京

城时的赠别诗ꎮ 诗的第一首云:“金门混迹发苍

苍ꎬ从此菰蒲岁月长ꎮ 人世正酣争夺梦ꎬ老翁已

泊水云乡ꎮ 自翻素业衡轻重ꎬ久觉红尘可悯伤ꎮ
只恐诗名天下满ꎬ九州无处匿韩康ꎮ”称赞梅曾亮

坚守儒者本分ꎬ甘于寂寞ꎬ诗名满天下ꎬ同时又感

伤其年岁老大ꎬ归于乡关ꎮ 梅曾亮以为“‘红尘’
句稍廓落”ꎬ具体原因不详ꎬ推测大概因为红尘指

名利场ꎬ梅曾亮自中第后盘桓幕府十数年方以纳

赀进入户部为郎中ꎬ前后亦仅十数年ꎬ故“久觉红

尘可悯伤”句不切合实际ꎬ太泛泛缺少具体针对

性ꎬ这同样属于“义法”范畴ꎮ
第十一通书信中ꎬ“灯烛照狂愚”二句ꎬ分别

对应于曾国藩«送黎樾乔侍御南归六首»之一、
之四ꎮ 前者云:“时岁善遒迈ꎬ烦悰无少舒ꎮ 秋色

满大地ꎬ良朋还去予ꎮ 十年聚京辇ꎬ并头相呴濡ꎮ
深言洞金石ꎬ密意安綦絇ꎮ 倾欢酌家酿ꎬ灯火照

狂愚ꎮ”保存在曾国藩诗集中的这首诗ꎬ作于道光

二十八年ꎬ与梅曾亮送行诗时间一致ꎬ显然是把

“灯烛”改成了“灯火”ꎬ这其实无论从诗意还是

平仄都无关紧要ꎬ前一句是否修改过ꎬ我们不得

而知ꎬ“倾欢酌家酿”ꎬ只是说欢饮自家酿造之

酒ꎬ酒引发慷慨义气ꎬ于“狂愚”二字有所交代ꎬ
但仍是生根不足ꎬ因为家酿、欢都与“狂愚”相悖

甚远ꎮ 生根未稳ꎬ是说上句不能很充分地得出下

句ꎬ这也是不明义法造成的ꎮ 后者云:“逆夷昔烂

漫ꎬ兵甲御南东ꎮ 杀人饲蛟鳄ꎬ大海为之红ꎮ 君

时即我谋ꎬ雪涕向天穹ꎮ 夜半草万言ꎬ朝奏甘泉

宫ꎮ 道谋复旁午ꎬ群策杂昭聋ꎮ 圣择有姑舍ꎬ神
断自天聪ꎮ 自献虽不效ꎬ义愤侔贾终ꎮ 事往一回

首ꎬ人各发旧蒙ꎮ 所贵中无疚ꎬ焉计达与穷?”是
说当年黎樾乔感于英夷发动鸦片战争ꎬ为国而

忧ꎬ上疏痛陈时务ꎬ为时称扬ꎬ却未被朝廷采纳ꎬ
曾诗回顾这段事迹ꎬ以“事往一回首ꎬ人各发旧

蒙”概括ꎬ将事件等同于“旧蒙”ꎬ无疑降低其价

值ꎬ所以ꎬ梅曾亮批评说“未惬人意”ꎬ也就是未

能充分肯定其价值ꎬ这同样是不合乎“义法”标

准ꎮ
第三通书信中说“昨复改数行ꎬ其病在紧而

未能活也”ꎮ 应该也是针对曾国藩文章的修改及

修改意见ꎬ可惜是哪一篇ꎬ以及他修改的结果ꎬ在
曾国藩保留下的书信中未见ꎬ应该是没能存留ꎮ
“其病在紧而未能活”直接指出曾氏文章之病ꎬ
恰与“廓落”相反ꎬ是雅洁过头ꎬ使行文不灵动甚

至晦涩ꎮ
第十一通书信ꎬ称赞曾氏诗歌“尊诗字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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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坚ꎬ奇处真韩黄也”ꎬ是很高的评价ꎬ盖曾国藩

之诗学ꎬ取宋诗一路ꎬ与何绍基等多有交接ꎬ持道

艺一源之论ꎬ创作以韩愈、苏轼、黄庭坚为归ꎬ今
梅曾亮评其诗“字字如铁坚ꎬ奇处真韩黄也”ꎬ可
谓深中曾氏心源ꎮ 这与曾国藩赠诗中“文笔昌黎

百世师”互文ꎬ见出诗学韩昌黎ꎬ确实是曾氏心

法ꎮ 第八通书信ꎬ称赞曾国藩送他返金陵三首

诗ꎬ“其二、其三神远气动ꎬ甚似惜抱轩也ꎮ”以近

似姚鼐为高标ꎬ评价曾国藩之诗ꎮ
综合书信中梅曾亮的修改意见ꎬ可总结为三

个方面ꎬ一是他认为曾国藩的诗文有的显得“廓
落”ꎬ而有的过紧ꎬ不灵活ꎻ二是有的文章意思不

够明畅ꎻ三是“未惬人意” “生根未稳”ꎮ 而这三

个方面又是相关的ꎬ就是不合于桐城义法及雅洁

的标准ꎬ廓落就是过于泛泛ꎬ对照第一通书信中

他亲自拟改的内容ꎬ与曾国藩的原文ꎬ显然是曾

国藩未能把握义法ꎻ而不明畅ꎬ则是不够雅洁ꎻ紧
而不活ꎬ是雅洁过头了ꎮ 未惬人意是不能写出人

心中所想说ꎬ不够恰切ꎻ生根未稳ꎬ是说上句不能

很充分地得出下句ꎬ它不是简单的逻辑问题ꎬ也
属于“廓落”一类ꎮ 总之ꎬ过犹不及ꎬ曾国藩向梅

曾亮请教的几篇作品ꎬ用桐城派的衡文标准来

看ꎬ正是犯了这样的不足ꎮ
梅曾亮对曾国藩诗文的肯定ꎬ一是“神远气

动ꎬ甚似惜抱轩”ꎬ二是“字字如铁坚ꎬ奇处真韩

黄也”ꎬ前者明确以方苞为参照ꎬ后者是以宋诗派

推崇的韩愈、黄庭坚为比ꎬ也是桐城派宋学的范

畴ꎮ
由此可见ꎬ梅曾亮对曾国藩诗文的修改ꎬ对

曾国藩诗文的评价ꎬ都是按照桐城派的标准进行

的ꎬ他向曾国藩传输的ꎬ正是桐城派的义法、雅
洁ꎬ桐城派的思想ꎮ

四、曾国藩的曹溪之问与梅曾亮密传

在曾国藩进入京师后的道光年间ꎬ他一直对

梅曾亮尊敬、尊重有加ꎮ
曾国藩自言道光十五年到京中后ꎬ才有志于

学诗、古文及作字之法ꎬ〔２０〕 那时ꎬ他参加会试不

售ꎬ身心俱为举业所牵ꎬ只能是有志而已ꎬ谈不上

理性认识ꎬ家书中只是泛泛说到古文ꎬ没有具体

的古文家数、谱系和学习路径ꎮ 直到道光二十四

年ꎬ才形成自己对古文、对桐城派、对道和法的认

识:“闻此间有工为诗古文者ꎬ就而审之ꎬ乃桐城

姚郎中鼐之绪论ꎬ其言诚有可取ꎮ 于是取司马

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

苞之作ꎬ悉心而读之然后知古之知道者ꎬ未
有不明于文字者也ꎮ” 〔２１〕 此时桐城派的领袖人

物ꎬ非梅曾亮莫属ꎮ 梅曾亮于道光十四年入都ꎬ
至道光二十九年离京ꎬ前后十余年ꎬ成为姚鼐弟

子在京城的唯一著名传人ꎬ所以ꎬ他所说北京工

为古文者ꎬ自然是梅曾亮ꎮ 而告诉他的人ꎬ是他

深为信服的唐鉴ꎬ这在他的日记、诗文中都有交

代ꎮ 正是从唐鉴那里ꎬ曾国藩知道义理、考核、辞
章之说ꎬ听说梅曾亮工古文ꎬ然后他才“就而审

之”ꎬ也就是主动到梅曾亮处详究细察ꎬ确定是姚

鼐绪论ꎬ也就是姚鼐嫡传ꎮ 这说明很早他就主动

向梅曾亮靠近ꎬ有意于古文古道传承ꎮ 道光二十

四年四月十五日致诸弟信中ꎬ言寄回家中书籍一

包ꎬ其中就有«古文辞类纂»ꎬ说明桐城派已经引

起他的注意ꎬ他也有了具体的学习路径ꎮ
道光二十四年ꎬ曾国藩移居ꎬ赋«移居偶成»

诗一首ꎬ结句云:“读书养性聊为乐ꎬ日可招要梅

子真ꎮ” 〔２２〕在曾国藩此时的交游中ꎬ梅姓者仅有

梅曾亮ꎬ诗中用汉代梅福代指梅曾亮ꎮ 道光二十

五年ꎬ曾国藩赋«赠梅伯言二首»ꎬ第一首称赞梅

曾亮居陋巷而逃虚ꎬ如庚桑楚、扬子云ꎬ“长安挂

眼无冠盖ꎬ独有文章未恳疏”ꎻ第二首“单绪真传

自皖桐ꎬ不孤当代一文雄ꎮ 读书养性原家教ꎬ积
学参微况祖风ꎮ”并表示“上池我亦识源头ꎬ可奈

频过风日中”ꎬ一方面表明自己识得文章源头ꎬ另
一方面希望得到梅曾亮的帮助ꎮ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廿一日ꎬ邵懿辰招邀梅曾

亮、曾国藩等人ꎬ在其寓所ꎬ为欧阳修过生日ꎬ诸
人分韵赋诗ꎬ曾国藩得“是”字ꎬ全诗二十七韵ꎬ
却有六韵写梅曾亮:“梅叟伯言名世姿ꎬ萧然红尘

里ꎮ 蝉蜕三十年ꎬ万事如脱屣ꎮ 独留文章性ꎬ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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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无迁徙ꎮ 颇奖欧阳公ꎬ时时挂牙齿ꎮ 后者开曾

王ꎬ前追韩与史ꎮ 自叟持此论ꎬ斯文有正轨ꎮ”然
后ꎬ才说“二三邦国英”ꎬ共二韵ꎻ接着说文酒会

的主人邵懿辰ꎬ二韵ꎻ介绍生日会的季节天气等ꎬ
二韵ꎻ写欧阳修ꎬ共四韵ꎻ谦写自己ꎬ四韵ꎻ回顾生

日会ꎬ二韵ꎬ结尾还照应梅曾亮:“作诗写邵侯ꎬ梅
叟并送似ꎮ”无论占诗的分量还是实际内容ꎬ都可

以看出曾国藩对梅曾亮的尊重与推崇ꎮ
在著名的«欧阳生文集序»中ꎬ曾国藩说梅

曾亮与管同等其他姚门四大高等弟子ꎬ“各以所

得ꎬ传授徒友ꎬ往往不绝”ꎬ并说朱琦、龙启瑞、王
锡振等人ꎬ“益求广其术于梅伯言ꎮ 由是桐城宗

派ꎬ流衍于广西矣”ꎬ肯定梅曾亮传播桐城派的功

绩ꎮ
在曾国藩的笔记中ꎬ关于世泽的记载中ꎬ有

宣城梅氏ꎬ说“自定九征君以下ꎬ世精算学ꎮ 其六

世孙梅伯言郎中曾亮ꎬ自谓莫绍先绪ꎬ而所为古

文诗篇ꎬ一时推为祭酒ꎮ”对梅曾亮的古文和诗

歌ꎬ推为“祭酒”ꎬ堪称推崇备至ꎮ
有论者指出:“曾国藩与桐城文派的关系ꎬ一

直是桩不大不小的学术公案ꎮ 他在咸丰四年所

作的«欧阳生文集序»带有很强的宗派意识、文
人旧习ꎬ且不计较ꎬ但看他在京城是怎样走入桐

城文法的圈子吧ꎮ 曾国藩中年以后ꎬ每自称为姚

鼐的私淑弟子ꎬ其«圣哲画像记»便称‘国藩之粗

解文章ꎬ由姚先生启之ꎮ’可是他的文学知交朱琦

却并不这么认为ꎬ他在«柏枧山房文集书后»一

文中ꎬ非常明确地将曾国藩列为姚门高足梅曾亮

的‘徒友’之列ꎬ说‘自曾涤生之属ꎬ悉以所

业来质’ꎮ 对此ꎬ曾国藩每欲洗刷表白ꎬ说自己与

梅曾亮的关系ꎬ并非‘从游’ꎬ而是‘接游’ꎬ甚至

一口咬定‘往在京师ꎬ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后

尘’(«咸丰五年致吴敏树信»)ꎮ 而事实是ꎬ梅曾

亮雄居文坛数十年ꎬ当年京城士人之趋附桐城义

法者ꎬ几乎无不受其影响ꎮ 在梅曾亮称雄一代ꎬ
即将告老回乡之时ꎬ曾国藩还只是初识桐城源

头ꎬ尚无理论建树ꎮ 在曾国藩于咸、同年间‘中兴

桐城’之时ꎬ梅曾亮早已告别人世了ꎮ”

果真如此吗? 前引道光二十九年梅曾亮返

乡前ꎬ曾国藩赠诗三首送行ꎬ第一首中的问题ꎬ梅
曾亮予以指出ꎬ第二、三首得到梅曾亮的高度评

价ꎮ 组诗第二首云:“征君绝学冠瀛寰ꎬ又见文孙

树立宏ꎮ 六叶弓裘传柏枧ꎬ百年耆旧数宣城ꎮ 缅

怀仁庙虚前席ꎬ尽访鸿儒佐太平ꎮ 岂独当时能感

激ꎬ至今臣子涕纵横ꎮ”自注:“伯言ꎬ宣城人ꎬ著
有«柏枧山房诗文集»ꎮ”这是称赞宣城梅氏一门

绝学能自树立ꎬ自梅禹金至梅曾亮ꎬ都能得到朝

廷任用ꎮ 征君ꎬ谓梅禹金ꎬ仁庙ꎬ指嘉庆皇帝ꎮ
第三首则论述桐城派渊源ꎬ并高度评价梅曾

亮古文:“文笔昌黎百世师ꎬ桐城诸老实宗之ꎮ 方

姚以后无孤诣ꎬ嘉道之间又一奇ꎮ 碧海鳌呿鲸鱼

掣ꎬ青山花放水流时ꎮ 两般妙境知音寡ꎬ它日曹

溪付与谁?”一般认为桐城派远师龙门ꎬ近法昆

山ꎬ曾国藩别出只眼认为桐城诸老实际宗法韩

愈ꎬ这颇见曾氏孤标独立个性及深刻洞见ꎬ可以

作为桐城派古文与韩愈关系研究的新课题ꎮ 曾

氏认为桐城派自方苞、姚鼐之后就没有成就大的

人物了ꎬ显然是为了抬高梅曾亮ꎬ他盛赞梅氏为

“嘉道之间又一奇”ꎬ而将姚门四杰的刘开、姚莹

等人一概不入法眼ꎬ即使我们从说话人出于策略

考虑的角度看ꎬ也不能轻忽他对梅曾亮的肯定ꎮ
但是ꎬ第三首末云:“两般妙境知音寡ꎬ它日

曹溪付与谁?”有论者指出:“字句之间ꎬ颇有激

扬文字、隐然自任之意ꎮ”所谓自任ꎬ在这里是以

桐城派方姚之后一人自任了ꎮ 这颇令人怀疑ꎬ但
苦无证据ꎬ更不知道梅曾亮对曾国藩此话的态

度ꎮ 现在ꎬ梅曾亮致曾国藩书信被发现ꎬ这个问

题终于得到澄清ꎮ
众所周知ꎬ曾氏论文ꎬ受姚鼐阳刚阴柔之说

影响而加以发挥ꎬ诗中提出的“碧海鳌呿鲸鱼掣ꎬ
青山花放水流时”文章两境ꎬ字面可以追溯到老

杜的“翡翠兰苕”与“鲸鱼碧海”ꎬ实质来自姚鼐

学说ꎬ这一点既是他一贯的主张ꎬ也是对梅曾亮

文章的概括ꎬ所以ꎬ梅氏深有知己之感:“所论文

章两境ꎬ实鄙意蓄之心而未鸣于人者ꎬ欲兼能乎

前人ꎬ而不能如前人之专胜ꎬ是则某之所以为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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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ꎮ”根据书信ꎬ曾国藩的文章两境说ꎬ其实还

来自梅曾亮ꎬ梅曾亮说这是他久蓄心中而未向人

透露过ꎬ这里见出他对曾国藩的信任ꎬ见出两人

关系的密切程度ꎮ 梅曾亮所谓前人之专胜ꎬ具有

一定针对性ꎮ 在曾门及当时或稍后一些人的眼

中ꎬ姚鼐文章偏于阴柔ꎬ曾国藩鉴于此而提倡阳

刚ꎬ并在创作中体现出来ꎬ如张瑛就说:曾氏“又
以姬传姚氏之文偏于阴柔ꎬ而参之以雄奇万变ꎮ”
(«曾文正公文钞跋»)梅曾亮当然洞悉姚鼐文章

特点ꎬ但他作为弟子ꎬ只能在创作中补济阴柔之

不足ꎬ而不便言说ꎬ只能蓄之于心不鸣于人ꎬ现在

被曾氏揭示出来ꎬ他只能说自己想兼能乎前人ꎬ
而达不到前人的专胜ꎮ 曾国藩窥知梅曾亮文章

的两般妙境后ꎬ便以梅氏“知音”自居ꎬ又更进一

步提出:“它日曹溪付与谁?”姚鼐早已作古ꎬ桐
城派在梅曾亮之外并无公认大师ꎬ曾国藩这里问

梅曾亮:将来你的衣钵传给谁? 是以禅宗六祖慧

能曹溪传法比喻自己与梅曾亮的关系ꎬ正如楚子

问周鼎之大小轻重ꎬ这才是其自任的隐然心态ꎮ
相交已达九年ꎬ且多次为曾国藩修改诗文ꎬ

梅曾亮当然知道曾国藩赠行诗中的真实想法ꎬ但
是ꎬ从书信看ꎬ他说ꎬ也是对曾国藩“知音寡”的

回应:你把我当知音ꎬ我也传你微言密旨ꎬ这就是

“曹溪”所付了ꎮ 所以ꎬ从曾国藩的赠行诗和梅

曾亮回信ꎬ我们可以对二人之间的关系ꎬ以及湘

乡派与桐城派的关系作出肯定的判断ꎮ

五、余　 论

既然曾国藩第二次入京后直到道光二十九

年梅曾亮返乡出京ꎬ曾国藩一直尊重、尊敬梅曾

亮ꎬ甚至以传法人自居ꎬ为什么他又说出“雅不欲

溷入梅郎中之后尘”的话? 这与双方此后的经历

有关ꎮ
梅曾亮返乡之后ꎬ咸丰元年主讲扬州梅花书

院ꎻ三年ꎬ太平军攻陷南京ꎬ于上年底回到上元的

梅曾亮适在城中ꎬ不得出ꎬ为太平军所得ꎬ有传言

说被太平军尊为三老五更ꎮ 而咸丰二年底ꎬ就是

梅曾亮从梅花书院回上元时ꎬ曾国藩回家奔母

丧ꎬ被清廷任命组建地方团练ꎬ咸丰三年成立湘

勇军ꎬ进行军事训练ꎬ四年开始向太平军宣战ꎬ但
屡战屡败ꎬ曾国藩愤而投水自尽ꎬ被人救起ꎬ得旨

革职ꎮ 这样ꎬ无论私人情感还是政治因素ꎬ向朝

廷表忠心ꎬ曾国藩都不可能再对梅曾亮尊重尊

敬ꎬ十年交情在曾国藩这里不复存在ꎮ
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ꎬ曾国

藩用两天时间撰写出«欧阳生文集序»ꎬ炮制出

桐城派的古文谱系ꎬ其中出现湖南人吴敏树ꎬ与
梅曾亮、曾国藩都有交往ꎬ曾国藩说他曾经感到

奇怪ꎬ为何当年姚鼐典试湖南时ꎬ出自姚氏门下

者没有以学文为事者ꎬ现在得到巴陵吴敏树南

屏ꎬ“称述其术ꎬ笃好而不厌”ꎮ〔２３〕 这在曾国藩看

来是很高的评价ꎬ是桐城派传在湖南的第一人ꎬ
吴敏树之后才是杨彝珍、孙鼎臣等人ꎮ 但是ꎬ吴
敏树得到曾国藩这个类似于北宋末吕本中抛出

的«江西诗社宗派图»的桐城派系图ꎬ却不高兴ꎬ
写信给曾国藩表示反对ꎬ说自己不是桐城派的ꎬ
也根本反对宗派之说ꎬ并对姚鼐颇有微词ꎮ 曾国

藩读到吴敏树的书信ꎬ一方面表示欣赏ꎬ在回复

早夭天才欧阳勋之父欧阳小岑的信中ꎬ称赞吴敏

树“不愿在桐城诸君子灶下讨生活ꎬ真吾乡豪杰

之士也”ꎬ〔２４〕另一方面在回复吴敏树的信中ꎬ表
示自己把对方放在诸君子之次ꎬ确实适当ꎬ但同

时指出吴敏树将姚鼐比成吕本中ꎬ“亦未为明

允”ꎬ认为姚鼐推扬刘大櫆固然出于阿私ꎬ但他辨

析文章源流ꎬ识得古书正伪ꎬ有超越归有光、方苞

之处ꎬ“尊兄鄙其宗派之说ꎬ而并没其笃古之功ꎬ
揆之事理ꎬ宁可谓平?” 〔２５〕众所周知ꎬ曾国藩尽管

有时也指出姚鼐有缺失ꎬ但终生服膺、私淑姚鼐

是不变的ꎻ而吴敏树虽然也认为梅曾亮有不足之

处ꎬ但终生对梅曾亮充满感激之情ꎬ当年他赴京

应试ꎬ失意沦落ꎬ是梅曾亮在京城古文圈为他延

誉ꎬ称扬他远师归有光的举措ꎮ 所以ꎬ吴敏树在

书信中非议姚鼐太过ꎬ曾国藩便如法批评梅曾

亮ꎬ说自己当年在京城时非常不想溷入梅曾亮的

圈子里ꎬ并反问吴敏树:“阁下幽人贞介ꎬ何必追

逐名誉ꎬ不自闭惜”ꎬ而反复称赞梅曾亮? 其中ꎬ
—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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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为树立流派而做意气之争ꎬ也是有的ꎮ 也

就是这一年开始ꎬ他在日记、书信等文字中ꎬ逐渐

肯定梅曾亮ꎬ恢复理性的一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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