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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解揚，《治政與事君――呂坤《實政錄》及其經

世思想研究》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349頁 

劉勇* 

《治政與事君》(以下簡稱本書)是在作者的博士論文〈呂坤(1536-1618)

的《實政錄》及其經世思想的表現〉(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2007)的基礎

上修訂而成。作者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助理研

究員。從已經發表的多篇學術論文來看，1作者的專研領域主要集中

在明代史，側重於明代經世思想和政治史研究，並已展現出注重文

獻、持論有據的研究特色。 

對於呂坤其人，不僅明清史研究者不陌生，中外歷史學者和中國

傳統文化的愛好者，受其吸引的也大有人在。這位河南讀書人儘管在

明代萬曆初年就已享有治世能臣之名，卻因為無意中捲入隨後發生的

                                                                 
*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1 解揚，〈《呻吟語》的版本與呂坤的思想變化〉，《燕京學報》，新 22(北

京，2007)，頁 133-171；〈文集的刊刻與時代政治——《實政錄》的版本

與刊刻問題〉，《漢學研究》，26：4(臺北，2008)，頁 167-195；〈近三

十年來有關中國近世「經世思想」研究述評〉，《新史學》，19：4(臺北，

2008)，頁 121-152；〈萬曆封貢之敗與君臣關係的惡化—— 以呂坤(1536- 

1618)萬曆二十五年被迫致仕為線索〉，《中國史研究》，2009：2(北京，

2009)，頁 14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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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朝政影響頗大的「國本」之爭而仕途中輟。在其身後，呂坤留下了

《呻吟語》、《閨範圖說》、《續小兒語》等數百年來長盛不衰的流

行讀物。但《治政與事君》並非圍繞呂坤關於婦女、童蒙，以及醫療、

禮儀問題的言論主張展開研究，儘管這些議題近年來變得相當流行；

本書主要以呂坤同樣負有盛名的《實政錄》作為基礎文獻，集中關注

中國近世的經世思想和經世實踐傳統在晚明時期的展現情形。 

全書除導言和結語外，正文共分五章。首章提供背景資料，擇要

概述呂坤的學行成就與政治生涯。選擇標準重在呈現呂坤的切時言行

與務實關懷。隨後的兩章主要圍繞《實政錄》展開。第二章首先考察

該書的成書歷程、刊刻經過與版本異同，然後重建其準確內容與完整

結構。第三章探討《實政錄》在呂坤主導的地方實政中的施用情形，

以及該書的後續影響。第四章暫離《實政錄》及其地方行政系統，轉

而關注呂坤對步履維艱的明神宗萬曆朝朝政及君臣關係的認識和應

對。整體來看，第二、三兩章主要探討本書主標題中「治政」的一面，

第四章則轉入「事君」面向的討論。第五章將呂坤以「治政」和「事

君」為主的經世思想，置於明代經世傳統中加以檢討。 

第二章的討論可謂勝義迭出。《實政錄》並非成於一時一地，而

是由他人收集呂坤歷任山西、山東、陝西各地陸續撰成的單篇施政文

字彙編而成。因此，不僅《實政錄》全書的不同版本間差異頗大，書

中各部分內容也自有特定的時地背景，針對不同的具體地方行政事務

而發，既相對獨立又自成體系，並且由於多數文件都曾在各地反復刊

刻頒行，故各部分的文字前後變化不定，情形至為複雜。本章的貢獻，

首先是在通行的《實政錄》七卷本和九卷本之外，發掘出罕為人知的

存世孤本十卷本。(頁 91)作者依據此十卷本重建了迄今為止該書最為

完整的成書、刊刻歷史與版本系統，不僅指出十卷本才是可靠的最後

修訂本，並且充分呈現該書各部分內容的撰寫時地及其演變情形。(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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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77-84)同時，作者由此著手，釐清通行本《實政錄》獨立於其作者

呂坤的早期刊刻史，與萬曆年間朝廷黨派鬥爭之間的人事糾葛，既回

答為何《實政錄》從未以完整獨立的著作出現在呂坤的自撰文字中，

也提示對該書通行本內容的準確定位與解讀之道。(頁 102-108)此外，作

者也指出《實政錄》對於當時地方行政的整體構思特色在於「明職與

定分」。本章基於綿密細緻的文獻學工作進行探討，足以糾正此前中

外研究者在未能釐清《實政錄》版本的情形下取證該書時所產生的失

誤，(頁 9、12-13、96)並成為此後與該書有關的研究的新起點。在方法上，

本章的討論使我們有必要重溫 1960 年代楊聯陞的強調：中國史的研

究者必須具備「典籍考證學」的素養，否則只能算是玩票性質，馳騁

於天馬行空的想像，「把天際浮雲誤認為地平線上的叢樹」。2 

儘管《實政錄》的影響深遠，在清代成為處理地方政務的標準參

考書，但作者並未對該書在晚明地方行政中的實際效驗貿然樂觀。本

書第三章如實述析了《實政錄》的政務設施在當時遭遇的困難。作者

首先結合既有研究成果，分析鄉約保甲、救濟養老等措施的成效與利

弊，隨後指出呂坤在具體施政過程中出現「意激切而語直戇」的問題，

使其實政難以為僚屬所接受與配合；其治法過於細密以致與晚明地方

行政對於自主空間的要求相悖，也使實際效果大打折扣。作者特別以

同時期袁黃(1533-1606)在鄰近的寶坻縣施政所留下的《寶坻政書》作比

較，以說明《實政錄》的困難所在。筆者在此擬補充引用時任翰林院

侍讀學士的張元忭(1538-1588)致呂坤書，以為談助： 

大都兄之意謂為治必有法度，為學必有格式；弟則謂有美意然

後良法可行，有盛德然後周旋中禮。其不同者如此。……兄謂

                                                                 
2 楊聯陞，〈從經濟角度看帝制中國的公共工程〉，收入氏著，《國史探

微》(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頁 193-194；蕭公權，《問學諫

往錄——蕭公權治學漫憶》(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頁 225-226。 



 

240 劉勇 新史學二十四卷一期 

道迷於執德之不固；弟則謂執德貴弘，而病在於固也。荊公人

品，豈不卓越當世？青苗之法，亦曾奏效於鄞，祗緣執之太偏，

遂致貽禍無極，是不可不察也。兄今者分鎮一方，百萬生靈倚

以為命，所期虛懷以接下，平易以近民；利所當興，必處置之

得宜；弊所當革，必變通之以漸；貪殘必黜矣，而小過宜寬；

法律必嚴矣，而人情當順。凡此，皆兄之能事，而弟復云云者，

始終慮兄之過於執而不覺失之偏也。3 

張元忭卒於萬曆十六年，從「分鎮一方」一語來看，此信當寫於萬曆

十五、六年呂坤任山東濟南道參政期間。4在黃宗羲《明儒學案》的

劃分中，張氏被歸為浙中王門系統，從學於王畿(1498-1583)，但不信王

畿「談本體而諱言功夫」，主張本體與功夫並進。5在此信中，張氏

亦反復措意於治法與德意之別。正如信末張氏自承，此非「泛然寒暄」

之書，而是針對呂坤行政之「執」與「偏」提出的直率批評，建議其

施政應盡可能做到虛懷、平易、宜、漸、寬、順。這些措辭足以反映

當時那些不屬於呂坤施政「僚屬」的朝中官僚對其行政風格與行為方

式的觀感，完全可與本章對《實政錄》在地方施政中所遇困難的討論

相印證。本章末節專論《實政錄》的後續影響，重點重建了該書在清

代被湯斌(1627-1687)、鄭端(1639-1692)、尹會一(1691-1748)、陳宏謀(1696-1771)

等地方督撫所推崇、改編和付諸實行的清晰脈絡，但對於該書在晚明

五十年間的流傳和應用情形的討論，卻顯得過於薄弱，看來仍有繼續

                                                                 
3 張元忭，《張陽和先生不二齋文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

部第 154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明萬曆張汝霖張汝懋刻本)，

卷 3，〈答呂心吾〉，頁 38b-40b。 
4 呂坤的仕宦履歷，詳見《治政與事君》，頁 60。 
5 黃宗羲，《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 15，〈張元忭傳〉，

頁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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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文獻與拓展議題的餘地。 

萬曆時期的朝廷政治困局，一直是明史研究中的重要議題，相關

討論亦不勝枚舉。儘管如此，作為萬曆初年長期任職於各級地方政府

的務實官員，呂坤對萬曆二十年代朝政的觀察、參與和應對，仍然具

有不可或缺的參考價值。這不僅因為呂坤所纂《閨範》和所奏〈憂危

疏〉，後來都直接捲入「國本」之爭，關鍵還在於，可藉由呂坤的觀

察和應對，透視當時政局的困難所在和一種可能的解困之道。本書第

四章即著力於此。呂坤在萬曆廿一年(1593)入朝為官之初，與當時許多

官員一樣，旋即上奏〈計安皇嗣疏〉，直接觸碰敏感的「國本」難題，

結果導致君臣關係迅速惡化。此後，呂坤對朝政逐漸形成一種新認

識，將「國本」難題與朝廷政事作切割。呂坤的新認識明白體現於萬

曆廿五年所上〈憂危疏〉中，這篇以「天下安危、聖躬禍福」為題旨、

規模宏大的奏疏，隻字不提當時朝野臣工最為關心的「國本」問題。

在呂坤的新認識中，「建儲」與該主題可以毫不相關，沒有必要將「國

本」爭議與其他時政捆綁在一起。6從入朝之初直接奏論「國本」難

題，到幾年後形成這個新認識，正是呂坤務實行政的表現。遺憾的是，

這個新認識並未能成為當時多數朝臣的共識。朝臣的激烈爭吵不僅使

得內廷與外廷之間長期對立，而且在外廷朝臣中也形成嚴重的黨派門

戶之爭。處在風頭浪尖的呂坤，最終只能帶著這個新認識於萬曆廿五

年(1597)退出政局，甚至在次年還被捲入「憂危竑議」，致使其永遠失

去復出為官的機會，從此家居二十年，目標轉向講學與鄉里事務。 

第五章將呂坤的實政思想放在明代經世思想的傳衍脈絡中加以

衡量，從而顯現其更新價值與時代因素。該章首先將呂坤《實政錄》

                                                                 
6 萬曆三十年代曾長期任內閣首輔的葉向高後來也有類似看法，參葉氏〈答

劉雲嶠〉，載《皇明經世文編》，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29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明崇禎雲間平露堂刻本)，卷 461，頁 1a-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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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十五世紀中期丘濬(1421-1495)《大學衍義補》開創的經世之學進行比

較，指出兩者在預期讀者和施行目的上有著重要差異，前者注重地方

行政的實用價值，後者則是在「土木之變」後提出的朝政綱領和改革

藍圖；但兩者又可互補，從《衍義補》到《實政錄》，正可看出明代

經世之學逐步深入地方社會事務的走向。不僅如此，作者還將《實政

錄》的地方行政理念與萬曆初年著名的張居正(1525-1582)改革結合起

來。儘管張氏在死後遭到嚴酷的政治清算，但呂坤推行的地方實政理

念，仍屬張居正未竟的改革事業在地方事務中的延續，此點在萬曆四

十年(1612)呂坤為張居正的文集所撰跋語中表達得至為清楚。事實上，

張氏正是呂坤進士試的座主。 

本文主要將從兩個方面對《治政與事君》的研究成績加以定位。

其一，將本書的研究置於中國經世思想和經世實踐的研究歷程中加以

觀察。其二，將本書的論旨放到宋明儒學的整體格局中加以檢討，尤

其是放到學界對宋明理學取向的整體轉變的既有宏觀觀察中來討論。 

回顧學界近半個世紀以來對中國經世傳統的研究歷程，7可以從

中看出一種脈絡清晰的方法論取向，即中國近代史研究者近年來反思

的「倒放電影」研究進路。8產生「倒放電影」方法論取向的癥結，

主要是受到研究過程中過於強烈的目的論指向的影響，這個目的論指

向即是華人史學界在相當長時期內對中國社會自身是否能夠自主走

向現代化的探求，同時也與中國史研究領域對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7 詳參丘為君、張運宗，〈戰後臺灣學界對經世問題的探討與反省〉，《新

史學》，7：2(臺北，1996)，頁 190-201；解揚，〈近三十年來有關中國

近世「經世思想」研究述評〉，頁 121-152。 
8 羅志田，〈民國史研究的「倒放電影」傾向〉，《社會科學研究》，1999：

4(成都，1999)，頁 104-106；桑兵則從正面提倡「回到歷史現場」，參見

氏著，〈從眼光向下回到歷史現場—— 社會學人類學對近代中國史學的影

響〉，《中國社會科學》，2005：1(北京，2005)，頁 19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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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擊──回應」模式的反思和批判密切相關。從 1960 年代開始，

主要由研究十九世紀後期洋務∕實業運動的學者推動，9這股經世研

究潮流在 1980 年代達到高峰。上述現代化關懷，在中研院近史所召

開的兩次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及會後出版的論文集中，體現得極

為明顯。10從研究主要依賴的經世文獻方面，也容易看出這個「倒放

電影」的過程。最初受到研究者青睞的經世文獻，是晚清賀長齡(1785- 

1848)、魏源(1794-1857)所編《清經世文編》，隨後追溯這類型文獻的起

源，發掘出乾隆年間陸燿(1723-1785)輯《切問齋文鈔》，直至回溯到晚

明陳子龍(1608-1647)等輯《皇明經世文編》，經世文獻的追溯大體上至

此而止。從晚清回溯至晚明的經世傳統研究歷程，與史學界對中國「近

∕現代史」的認識轉變高度吻合，也與美國的中國研究中提出自十六

世紀末以降的中國「早期現代」不謀而合。11然而，當「現代化」議

題的熱情過後，學界對由經世傳統通往現代化之路的期待也冷淡下

來，因而經世研究大體上在 1990 年代逐漸降溫。12 

近年來新資料的大量湧現，使得對既有經世研究的反思不可或

                                                                 
9 參見劉廣京，〈序〉，收入中央硏究院近代史硏究所編，《近世中國經世

思想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硏究院近代史硏究所，1984)，頁 1-15。 
10 呂實強的〈開幕詞〉是最為明確的標誌，收入《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

論文集》，頁 1-2。在此前後，中研院近史所展開了一系列的「中國現代

化的區域研究」。 
11 關於中國史研究中「早期現代」的綜合檢討，參司徒琳(Lynn A Struve)，

〈下卷引論〉，收入司徒琳主編，《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 

(北京：三聯書店，2009)，下卷，頁 1-72，尤其是頁 47-52。 
12 中國大陸的經世研究，在 1980 年代末才以「實學」研究的面貌興起，相

關回顧參李宜茜，〈近十五年來兩岸「明清實學思潮」研究評介(1982- 

1997)〉，《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26(臺北，1998)，頁 259-278；

張麗珠，〈宜乎以「實學」名「理學」後的哲學形態？〉，《臺大中文學

報》，21(臺北，2004)，頁 297-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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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當 1990 年代經世研究被棄如敝屣時，隨著四庫系列等大型文獻

叢書的出版，大量第一手明人文獻首次被影印出來，其中數量龐大、

種類繁多的明代經世文獻表明，13僅僅從現代化的視角倒溯至《皇明

經世文編》，從中尋找後人感興趣的素材和議題是遠遠不夠的。這種

做法必然導致粗暴地割裂乃至摒棄中國近世儒學之士的整體關懷。就

在現代化視角主導經世研究的同時，張灝已強調應將經世思想放到宋

明儒學自身的脈絡中予以思考，但他的強調和嘗試顯然未受重視。14在

這方面，朱鴻林持續多年的實證研究則表明：從十五世紀中期以來，

經世思想、經世知識以及經世實踐從未脫離明代士人的世界，經世傳

統始終是與理學思潮並駕齊驅的兩股儒學潮流之一。15本書正是在此

研究脈絡的啓發下展開的個案探討，對於重現宋明儒學傳統中的經世

思想和實踐向度而言，顯然具有重要意義。它表明在十六世紀士人中

盛行組織理學講會、舉行講學活動、高談性命之學的同時，16致力於

地方事務和朝廷政治改革的務實之學，仍然是士人的一個重要選項。 

在此首先需要對呂坤《呻吟語》中的名言稍作分疏： 

人問：「君是道學否？」曰：「我不是道學。」「是仙學否？」

曰：「我不是仙學。」「是釋學否？」曰：「我不是釋學。」

                                                                 
13 日本明代史研究委員會編，《明代經世文分類目錄》(東京：東洋文庫，

1986，頁 3)收書 11 種，現存經世文獻的種類和數量均遠多於此。 

14 Hao Chang, “On the Ching-shih Ideal in Neo-Confucianism,” Ch’ing-shih Wen-t’i, 
3:1(1974), pp. 36-61; 張灝，〈宋明以來儒家經世思想試釋〉，收入《近世

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頁 3-19。 

15 Hung-lam Chu, “Intellectual Trend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Ming Studies, 27 
(1989), pp. 1-33. 朱鴻林《中國近世儒學實質的思辨與習學》(北京：北京

大學出版社，2005)一書研究了明代多種落實士人治平理想的途徑，包括

經世名著、朝政改革、孔廟從祀、士人出處、地方行政、基層鄉約。 
16 參見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 歷史、思想與實踐》(臺北：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硏究所，2003)，頁 6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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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老、莊、申、韓學否？」曰：「我不是老、莊、申、韓學。」

「畢竟是誰家門戶？」曰：「我只是我。」17 

對於追求思想獨立的現代人，這個體現自尊自主的「我只是我」觀念，

其吸引力自不待言。但本文重點強調的是，需要在「道學」與「儒學」

之間加以小心區分。呂坤特別聲明「我不是道學」，重點是對當時那

些高揚講學的陽明學追隨者的反動，18絕不意味著他已經脫離儒學的

範疇。相反，已有充分的證據表明他仍屬「吾儒」之學。19因此，呂

坤的實政思想，無疑正是明代儒學實踐性與多面性的一個絕佳例證。

與此同時，這個對其學術思想整體範疇的認定，還有助於回過頭來分

析呂坤的一些具體理念。在本書第二章最後一節，作者在溝口雄三和

羅威廉(William T.Rowe)對明清思想中「定分」觀念的探討之外(頁 138-139)，

進而追溯呂坤「職分」觀念的早期經典來源，並與丘濬、張居正的相

近觀念詳加比較。在這些討論的基礎上，還可嘗試將呂坤對於「職分」

訴求，同宋明理學的「理一分殊」觀念結合起來進行分析。考慮到當

時在位的萬曆皇帝以消極怠工的方式置朝政於不顧，而本書第四章也

仔細分析了呂坤在朝的「事君」情形時，似可繼續追問：在呂坤的政

治見解中，是否曾對皇帝之「職分」有所討論？皇帝之「分」與其作

為現實政治世界中的「理一」該如何協調？在後張居正時代的萬曆君

                                                                 
17 呂坤，《呻吟語》，收入《呂坤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 1，

〈談道〉，頁 664。 
18 Joanna F. Handlin(韓德琳), Action in Late Ming Thought: The Reorientation of 

Lü-K’un and Other Scholar-Officials(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Hung-lamChu, “Review of Action in Late Ming Thought: The Re-orientation 

of LüK’un and Other Scholar-Officials by Joanna F. Handlin,”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22:1 (1984), pp. 66-68. 
19 在呂坤第二次提及「我只是個我」時，便同時明確使用了「此二氏之所笑

也，況吾儒乎」。呂坤，《呻吟語》，卷 2，頁 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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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長期對峙過程中，君與臣的「職分」應當如何界定？ 

這裡觸及到經世與理學的關係，看來仍有繼續探討的餘地。《治

政與事君》的研究重心自然是落在經世理念與行為實踐一面。但已有

的研究表明，經世不僅在明代士人中形成一個持續的傳統，經世與理

學也完全可以毫不矛盾地結合起來。與王陽明并時而齊名的理學家湛

若水(1466-1560)，在以其「隨處體認天理」學說大興講學活動的同時，

不僅致力於仿效丘濬的經世巨著《大學衍義補》之例，編纂體例、內

容和性質都相近的上層經世之作《聖學格物通》，也致力於在基層社

區推動旨在「移風易俗」的經世實務，湛氏在家鄉廣東增城推行的《沙

堤鄉約》，是極少數倖存的明代鄉約文本之一。20 

本書的研究價值，還可放到對宋明理學取向的整體轉變的既有宏

觀觀察中加以檢討。這個宏觀觀察認為：宋明理學的重心有重要轉

變，兩宋時期以政治主體自居的士大夫階層主要追求「得君行道」的

上行路線，而明代儒學尤其是陽明學則將重建合理秩序的實踐方向

「從朝廷轉向社會」，轉向致力於開拓民間社會的下行路線。21在此

觀察的啓發下，近年來對中晚明陽明學者的社會活動和基層事業的研

究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果。22與此同時，我們也要對「轉向」說保持

                                                                 
20 參看 Hung-lamChu, “Intellectual Trend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明儒湛若

水撰帝學用書《聖學格物通》的政治背景與内容特色〉，收入氏著，《中

國近世儒學實質的思辨與習學》，頁 220-258；〈明代嘉靖年間的增城沙

堤鄉約〉，《燕京學報》，新 8(北京，2000)，頁 107-159。 
21 余英時，〈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收入氏著，《現代儒學論》(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頁 1-57；《朱熹的歷史世界》(北京：三聯書店，

2006)，頁 400-409；《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08)，

頁 195-201。 
22 如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張藝曦，《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

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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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理解，避免由此到彼、非此即彼的簡單化對待。已有一些具體研

究表明，陽明學者在致力於開拓民間社會的同時，並未忘情於「得君

行道」一途，23其他明代理學學者同樣對此念茲在茲。本書的研究無

疑拓寬了這幅圖景，清楚表明那些從事經世之學的讀書人，無論是一

直在朝為官的丘濬，還是以地方行政實務為仕途起點的呂坤，都對「得

君行道」充滿熱忱，一旦條件許可就投身其中。正如作者在結語中回

應書名「治政與事君」時指出，呂坤所體現的明代經世之道，兼顧了

致君和澤民兩個面向，既包括為官地方時惠民行政及為達此目的所做

的系統安排，又有追求得君行道的務實策略。(頁 305) 

作者清楚地將本書定位為個案研究(頁 18)，並在第五章嘗試將這個

案例置入明代經世傳統中，選擇與明代首部系統的經世論著《大學衍

義補》進行比較。但如前文所述，儘管兩者的出發點相同，《衍義補》

與《實政錄》仍有分別，前者著重於國家層面，而後者側重地方。還

可追問的是，在丘、呂二人之間，這個經世傳統是如何傳衍的？是否

有一個可以清晰把握的傳承脈絡？就《實政錄》來看，可否嘗試將之

放到中國近世「官箴書」體系中加以審視？呂坤的意圖與「官箴書」

的作者和讀者，是否有所歧異？24這些問題應可作為繼續探討的線索。 

 (本文於 2012 年 3 月 6 日收稿，2012 年 6 月 26 日通過刊登) 

                                                                 
23 參見彭國翔，〈王龍溪的《中鑒錄》及其思想史意義：有關明代儒學思想

基調的轉換〉，《漢學研究》，19：2(臺北，2001)，頁 59-82。 
24 參見朱鴻林，〈略論葉春及之功業和經世政論〉，收入氏著，《中國近世

儒學實質的思辨與習學》，頁 334-354；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明

清時期的官箴書與中國行政文化〉，《清史研究》，1999：1(北京，1999)，

頁 3-20。本書頁 12 曾提及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