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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背师”问题析论

乔 治 忠

［摘　要］清代学者戴震是否“背师”的问题，学界颇有争议，莫衷一是。此中还牵涉他是否曾经正式拜

江永为师，这些都应当予以论定，作为整体上研讨戴震的学术前哨。随着新旧史料的发掘和阐释，戴震曾

经拜江永为师的事实可以基本理清。江永在天文历算学上有极高造诣，推重西学，不同意“西学中源”之

说，受到当时学界主流的排斥和冷落。但江永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并以此教导弟子，这曾获得戴震赞颂。

但戴震于乾隆十九年进京之后，将从江永处学到的天文、历算等知识，反用于阿附“西学中源”说，投靠主流

学界和官方以谋求名利，做出许多践踏学术底线的行为，这是无可辩解的背师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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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１７２４—１７７７）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学者，但在他的身上，也缠绕着争议激烈的公案，即在清
四库馆中整理《水经注》一书，是否涉嫌剽窃了稍早学者赵一清的著作？此事自清朝乾隆年间开始渐
成物议，于近现代更是争论激烈。在此公案论辩之中，又旁生另一争论：戴震是否有“背师”行为，即戴
震是否背离其业师江永的问题，这与《水经注》校订的公案交织一起。按理而言，戴震是否“背师”和是
否学术上行为不端，在一般的逻辑上并无必然联系，“背叛”师门者，不一定会学术不端，反之亦然。但
具体到戴震的生平行事，二者却都涉及是否坚持治学准则的品格，因而可以相互映照。现代学界维护
戴震形象的学者，均竭力否认戴震有“背师”之咎。故欲准确评论戴震的学术活动，也需要考察他是否
曾有“背师”行径，以作为解决《水经注》学术公案的前哨。

一　戴震“背师”问题的源起

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隆阜（今属黄山市）人。他多次在会试中落第，谋求进士身份而不得，却因
学术成名，以举人身份被推荐到《四库全书》馆任纂修官，从而独当一面地为四库馆整理、校订《水经
注》。在馆内校订古书，是当时多人从事的工作，乃属寻常之事，惟戴震所校订的《水经注》刊印与流
传，后来竟然形成雷同于赵一清之书的嫌疑。时至近代，于此公案的激烈辩论中，附带揭出他又有“背
师”行径的嫌疑。这个过程，用一个俗语形容，真可谓“拔起萝卜带出泥”，具体情节谨简述如下：

清朝《四库全书》的纂修，是试图从明代《永乐大典》辑出重要图书开始，其中包括世面已佚之书，
成果丰硕。《水经注》一书自然是很为重要的古籍，虽一直流传未佚，但文本颇多混乱错讹，因而搜集
不同版本用于校订，是学术界十分重要的研究取向。自乾隆初期开始，学者已有多人投入研究，取得
了非常优秀的成果。约在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年）初，馆臣从《永乐大典》中录出《水经注》一书，得到
乾隆帝的重视，题诗且撰序，寄托了以此“大典本”校订《水经注》，将促使“数百年丛残缺佚之书，一旦
复还旧观”①的极大期待。四库馆臣对皇上的心意当然不能不认真对待，当即着手安排学术高超之人
校订《水经注》。此时，戴震在京师已经获得显赫的学术名声，钱大昕、纪昀、王昶、朱筠等名流官员和
学者皆欣赏戴震的著述。乾隆二十一年（１７５６年）夏，纪昀还力助戴震《考工记图注》一书的刊印，并
且撰写《序言》，倍加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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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高宗：《题郦道元〈水经注〉六韵·序》，参见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一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１３０７册，台北：商
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第５７３页。



乾隆三十八年，由已任《四库全书》馆掌权官员纪昀等人推荐，戴震以举人身份破格入馆任纂修
官，加之他又有过研究《水经注》的经历，被委任独当一面地校订《水经注》，是顺理成章之事。戴震校
订《水经注》成书，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乾隆三十九年十月进呈，当年由武英殿刊行，一时成为盛事。

但在戴震之前，学者赵一清（１７０９—１７６４）已经对《水经注》进行了精湛的校释，其书《水经注释》撰
成于乾隆十九年，虽生前未得刻印，但有抄写本传播。首先是四库馆臣发现戴震校订《水经注》有抄袭
赵一清撰著的嫌疑，主管官员怕受牵连，隐瞒不宣，但官员私下则难免有人透露。乾隆五十一年，任官
于河南的赵一清之子赵载元，谋求刊印其父《水经注释》一书，得河南巡抚毕沅支持。随后，戴震弟子
段玉裁发现刊刻后的赵氏《水经注释》竟然与戴震校本十之八九雷同，于是公开质疑有人剽窃戴震之
书来改动赵氏原书①。这一指控，遂引发赵、戴之间究竟谁抄袭谁的学术公案。著名学者魏源撰文，
强烈驳斥段玉裁之说，指出乾隆五十一年所刻行的赵一清《水经注释》，与《四库全书》馆所收藏的写本
并无区别，戴震于四库馆内校订《水经注》，必得见赵氏之书，是足证戴震抄袭了赵一清；戴震声称其校
订之依据是官方辑出的“大典本”《水经注》，而实际上一经对照，乃与“大典本”不合，却雷同于赵一清
之书，此等谎言，更证实是存心剽窃，等等。魏源还特别指责戴震有“背师”行为，所谓“背师”，是指戴
震背叛了自己的业师江永。

江永（１６８１—１７６２）字慎修，徽州婺源（今划归江西省）人，一生治学，著述宏富，传统经学所囊括的
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等无不精通，尤其深研来自西学的天文、历法、数学，多所
阐发。戴震聪慧、用功，悟性甚强，是江永弟子之中能够全面接受各门知识而有所造诣者，曾颇得江永
青睐。魏源指出，“戴为婺源江永门人，凡六经、三礼、九数之学，无一不受诸江氏……及戴名既盛，凡
己书中称引师说，但称为同里老儒江慎修”，这是恶劣的“背师盗名”②。在魏源看来，戴震“背师”之
罪，显然大于攘窃他人著述。人格至乎此，还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呢！

此后揭批戴震剽窃赵一清学术成果的著名学者，接踵而起，如张穆、杨守敬、王国维、孟森、余嘉
锡、王重民，等等，皆旗帜鲜明地痛斥戴震的不端行为。其中王国维、孟森的批判尤属尖锐严厉，考订
细密，论断系统，也都指斥戴震的“背师”行径。在清末、民国时期成名的大学者之中，唯胡适极力为戴
震辩护。他耗时近２０年，搜集关乎《水经注》研究的各种版本，撰述论文，积累《手稿》六集，似有不达
目标决不罢休之气概。对于魏源以来对戴震“背师”的指责，胡适于１９４３年撰专文《戴震对江永的始
终敬礼》予以辩解，言戴震称江永为“先生”之处很多，且举出实例；而称之“吾郡老儒江慎修永”只有两
处，都是发生在叙述音韵学著述时，而从文字语气上看，胡适认为并无不敬重之意。

实际上，胡适的辩解难以成立。“吾郡老儒江慎修永”这样的称呼，绝对是意存轻蔑，后缀其名
“永”字，更属不敬。胡适将“吾郡老儒”解说成“吾郡的一位老先生”③，想轻轻掩饰，是断断无效的！
而且把“老儒”偷换为“老先生”，实有自欺欺人之嫌。戴震称江永为“先生”之例虽多，亦不足以洗刷
“吾郡老儒江慎修永”这种轻蔑之言所带给老师的不敬。无论古代、现代，“先生”之词既可以称呼业
师，也可以称呼其他学者、学友或任何向无来往人士，不具备“师”的确指意义。因此，戴震很可能使用
这种模糊词语，冲淡人们对其行径的质疑———假如他真有“背师”行为的话。

或许胡适感觉到上述的辩解软弱无力，转年又撰《再记东原对江慎修的敬礼》。此文除了依然搜
集几处戴震称江永为“先生”的事例之外，唯一进展是引用了许承尧之说，认为戴震与江永“谊在师友
之间，原未尝著籍称弟子”④。查许氏在清末变局中的一些社会活动，自有值得肯定之处，但学术上可
谓半窍不通，引用资料时片面而且曲解，议论则信口胡言，唯执意作偏颇之论，故在戴震问题上可与胡
适同道而同陷泥淖。胡适此文虽不具学术价值，却给洗白戴震“背师”恶名开启一个新的努力方向，即
与其巧辩，不如干脆否认戴震为江永弟子。今人的诸多论文，体现了这种强行抹杀江永与戴震师生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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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段玉裁猜测是学者梁玉绳、梁履绳兄弟校订赵氏之书而窃取戴震之说，此乃得自风闻。据清史专家孟森考订，梁氏兄弟并未
参与校刻赵氏之书一事。参见吴天任纂辑：《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下，台北：艺文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版，第７２、８４页。

魏源：《书赵校〈水经注〉后》，转引自吴天任纂辑：《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下，第３页。

胡适：《戴震对江永的始终敬礼》，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１４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１页。

胡适：《再记东原对江慎修的敬礼》，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１４卷，第６８页。



系的倾向，成为一个新的争议焦点，这且待下文讨论。

二　戴震是正式拜江永为师的门下弟子

戴震自少年就刻苦读书，１８岁已经颇有治学根底，又曾得到杰出学者江永的指点及商讨，学术眼
界大开。

江永年长戴震４２岁，学问早居于全国一流，他不仅精通传统经学、历史地理学、古音韵学、文字
学，尤其研习和解析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等先进知识，颇多创树。著有《礼书纲目》８８卷、《群经补
义》５卷、《春秋地理考实》４卷、《周礼疑义举要》７卷、《四书典林》３０卷、《四书古人典林》１２卷、《乡党
图考》１０卷、《卜易圆机》９卷、《河洛精蕴》９卷、《翼梅》８卷、《正弧三角疏义》１卷、《推步法解〉５卷、《律
吕新论》２卷、《律吕阐微》１１卷、《古韵标准》６卷、《音学辨微》１卷、《四声切韵表》４卷、《近思录集注》

１４卷，等等。更可贵的是，江永治学，一生忠于求真、求是的准则，成就卓著而淡于名利，安贫乐道，决
不会为了讨好权贵、阿从主流而改变学术宗旨。戴震从江永的学问和研究成果中获益匪浅，这是他自
己也曾承认的事实。那么戴震是不是江永的正式入门弟子呢？这个问题十分重要，不能不首先考辨。

当代那些否认戴震曾拜江永为师的学者，大多抱有洗白戴震“背师”问题的目的，因为否定二人的
师生关系，“背师”之说就自然瓦解。从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下文
省略副标题）一书和杨应芹《戴震与江永》、陈徽《戴震与江永关系的再探讨》、吴小晶、秦跃宇《戴震与
江永交游考》等文的观点，可以大致领略学界主张戴震非江永弟子的说法和理由，细致分析，亦可知晓
这种说法的偏颇和错谬。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最早于１９７６年由香港龙门书店出版，此后作者多次修订和补充，各个
出版社也先后多次印行，待内地出版简体字版，应当已经在２０００年之后。从此书最后修订的版本中，

可以看到余英时否定戴震是江永弟子的冗长论述。他首先引录魏源、王国维对戴震“背师”的指斥，引
录胡适对魏源、王国维的反驳，又引录许承尧的所谓“考证”，判断说：

　　张石舟、魏默深、王静安诸人均谓东原早年师事慎修而晚年背之，此一说也。胡适之谓东原自从师之后，一

生敬礼慎修，此二说也。许承尧谓江、戴谊在师友之间，未尝著籍为弟子，此三说也。三者相较，余取许说。许说

之所以可从者，因现存第一手史料皆不言东原为慎修弟子故也①。

接着他详细引录洪榜、段玉裁、王昶、钱大昕等记述戴震事迹的撰述，其中未提到戴震曾经拜江永
为师，以落实其“第一手史料皆不言东原为慎修弟子”的判断。但这是欺人之谈，见以下文献：

其一，清乾嘉时期著名学者、高官，戴震友人之一的王昶（１７２５—１８０６）撰《江慎修先生墓志铭》曰：
“先生（指江永）弟子著籍者甚众，而戴君及金君榜尤得其传。”②

其二，清乾嘉时期学者、戴震之私淑弟子凌廷堪（１７５５—１８０９）撰《戴东原先生事略状》曰：“时婺源
江君永精礼经及推步、钟律、音声、文字之学，先生（指戴震）偕其县人郑牧、歙人汪肇漋、方矩、汪梧凤、

金榜师事之，而先生独能得其全。”③

其三，年龄段稍晚的著名学者焦循（１７６３—１８２０）所撰《国史儒林文苑传议》中言“徽士谈天，师、弟
异辙”并且注明“江永宗西法，戴震重中法”④。

其四，江永弟子汪世重与江永之孙江锦波编撰的《江慎修先生年谱》，于乾隆十八年条记述：“歙门
人方矩、金榜、汪梧凤、吴绍泽从学，休宁郑牧、戴震、歙汪肇龙、程瑶田，前已拜门下问业。是年殷勤问
难，必候口讲指画，数日而后去。”⑤

以上所举，毫无疑问都属于第一手资料，均明确指出戴震乃江永著籍弟子。２００５年，北京大学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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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０６页。

王昶：《江慎修先生墓志铭》，《春融堂集》卷五五，清嘉庆中青浦王氏塾南书舍刻本。又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１４３８册，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１７页。

凌廷堪：《戴东原先生事略状》，《校礼堂文集》卷三五，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１３页。

焦循：《国史儒林文苑传议》，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２１９３册，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版，第１８３页。

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９２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５４页。



永祥先生更发现了戴震所撰《江慎修先生七十寿序》一文。这篇为江永祝寿的文章，撰写于乾隆十五
年（１７５０年），其中追述了此前至少两次与江永的会面：

　　吾师江慎斋先生，生朱子之乡，上溯汉、唐、宋以来之绝学，以六经明晦为己任。震少知向慕，既数年，始获一

见；又数年，始拜先生于吾邑之斗山。所读诸经，往来问难，承口讲指画，然后确然见经学之本末……乾隆十五年

岁在上章敦牂、月律中夷则，门人戴震顿首再拜撰①。

这里“震少知向慕，既数年，始获一见”，表明戴震很早就面见了江永。戴震弟子段玉裁所编《戴东
原先生年谱》，将戴震初见江永定时间为乾隆七年（１７４２年），并无可疑之处。而“又数年，始拜先生于
吾邑之斗山”②，则说明又过几年之后，戴震在本乡正式拜江永为师。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黄曦
新的学位论文《〈江慎修先生年谱〉证补》早已考订，指出戴震正式拜江永为师，是在乾隆十年（１７４５
年）③，是年江永６５岁，戴震２３岁。

在这篇《寿序》中，正文有明确称谓“吾师江慎斋先生”，落款为“门人戴震顿首再拜撰”，再没有比
此更“原始”的史料了！结合相关资料，确凿无疑地证明戴震初见江永，在乾隆七年；正式磕头拜江永
为师，在乾隆十年，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陈徽《戴震与江永关系的再探讨》一文，思路完全仿从余英时。例如，余英时相信清末民初人许承
尧的说法，认为戴震与江永的初晤在乾隆十五年，到乾隆二十年戴震入京，交往“不过五年，谊在师友
之间，原未尝著籍称弟子”④。余英时注意到戴震乃乾隆十九年入京，又减少一年，而陈徽则坚称戴震
初晤江永在乾隆十七年，交往再减两年。许氏本为政客，以交往时间短作为并无师生关系的旁证，其
愚昧浅陋固然不必深究；余氏、陈氏也大费力气纠缠，不惜片面引用和歪曲史料，则真属于惊人的荒
诞！须知拜师著籍，则是一生无法改变的事实。今博士生在导师名下研习学术三年、四年，毕业离去，
难道可以因时间不长而否定师生关系吗？另外，许承尧、钱穆、余英时以及所有否认戴震为江永弟子
的人，大都强调戴震是自学成才，其根据是戴震自己声称“仆自少时家贫，不获亲师”⑤，随之大讲自己
读书而妙思不断。这显然出于自吹自擂，但本意也只是说他年少时没有名师指导，而许承尧、余英时
等俨然将之扩展成戴震一生未曾拜师，极其主观武断，不足为训。

戴震早在乾隆十年拜江永为师之前，已经在乾隆七年拜程恂为师。程恂（１６９７—约１７４９）非等闲
人物，他于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年）中进士，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年）举博学鸿词特科，任翰林院检讨官，后擢升
左中允。乾隆二十年，清官员学者纪昀谋划刻印戴震《考工记图》一书并且撰写书序曰：“戴君语余曰：
昔丁卯、戊辰间，先师程中允出是书以示齐学士次风先生，学士一见而叹曰：‘诚奇书也’！”⑥这里“程
中允”即程恂，“齐学士次风”即与程恂同登乾隆元年博学鸿词特科的著名学者齐召南。戴震称已经逝
世的程恂为“先师”，不应是随意称谓，即必定为正式拜师门下的弟子，这在古代乃为通则。段玉裁《戴
东原先生年谱》乾隆七年条记述了程恂初见戴震就“大爱重之”，并且将其引见于江永，戴震必然顺势
拜程恂为师，学习科举时文和谋求举业，其中包含对程恂官方身份和名声的仰慕，苏正道先生对此已
经论证⑦。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对于戴震拜程恂为师之事没有记述，却记述了戴震称程恂“先
师”之言，是其考述疏略而已。此年正因为刚刚拜程恂为师，故拖延三年才又拜江永为师，程恂学问虽
好，但在天文、历法、数学等艰难学科方面，则远比江永逊色，这显示了戴震治学意趣的发展。因此，戴
震绝非甘心独自研习的学者，而是在学术和其他方面，都曾积极寻求指导者、依傍者。

戴震为江永弟子的史实，早有传世文献的记载，戴氏亲撰《江慎修先生七十寿序》一文的发现和公
布，更使多人所持否定意见彻底破产。但奇怪的是不少学者不仅坚持洗白戴震“背师”罪名，而且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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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曦：《〈江慎修先生年谱〉证补》（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２００５年，第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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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撰，杨应芹、诸伟奇主编：《戴震全书（修订本）》第６册，第３６８页。

纪昀：《考工记图序》，戴震撰，杨应芹、诸伟奇主编：《戴震全书（修订本）》第７册，第２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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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图淡化甚至抹杀江永与戴震的师生关系。例如，潘定武《戴震学术交游述略》一文承认戴震拜江永
为师是事实，但扯入“亦师亦友”之词搅拌其间，甚至渲染“戴震之为人与为学精神倾向于民主平等，且
尤其崇尚交相为师的‘古之友道’”①。这个论说就令人莫名其妙了！我们可以追问作者：戴震果然比
五四运动时期的先进学人更加具备民主精神吗？戴震是将跪拜为师的江永用古之“友道”对待吗？须
知将“师道”等同于“友道”，是现代社会也不能认可的。

吴小晶、秦跃宇所撰《戴震与江永交游考》引述《江慎修先生七十寿序》，而承认戴震拜师之事，却
肆言“在戴震看来友即是师，师、友并无严格意义的区分”，更引述江永在信件中称戴震为“同志”，认为
“两人关系更应是‘良师益友’的关系”②。作者玩弄概念以混淆实际的人际关系，却对古今人际关系
的礼法毫无所知，为师者可以自谦地称学生为“友”“同志”“兄”。幸亏江永没有称戴震为“兄”，否则本
文作者会真认为戴震是江永之兄长了！“师友”“良师益友”，等等，都不能看作实质性人际关系的描
述，仅为形容之词、赞许之词。我们可以将素未谋面的人称作“亦师亦友”，将一本书称作“良师益友”，
但拜师成为弟子，则是实在的人际社会关系。

为淡化戴震为江永弟子的地位，潘文、吴文以及许多同类观点的文章，都渲染戴震为江永解决了
颇多的学术难点，声称“两人之间更多是在学术上的讨论切磋关系”③，这种诡辩也是站不住脚的。第
一，学生的学问知识超越原来的老师，历朝历代事例极多，但并不能改变原有的师生关系；第二，宣扬
戴震学术领先的风光故事源自何处？一查即知：都是出自戴震之追随者、弟子，如洪榜、段玉裁、凌廷
堪等人之文。诸人事非亲历，应当是来自戴震在晚辈面前的自我吹嘘，其可信度很低。例如，洪榜在
《戴先生行状》中，描述江永与戴震的学术商讨说：

　　一日，（江永）举历算中数事问先生（指戴震）曰：“吾有所疑。十余年未能决。”先生（指戴震）请其书，谛观之，

因为剖析比较，言其所以然。江先生惊喜，叹曰：“累岁之疑，一日而释，其敏不可及也！”先生亦叹江先生之学，周

详精整④。

请注意，此事既无时间，也无地点，所谓“历算中数事”不知何事，所观江永之书也不言书名，完全
虚幻。而江永十余年解决不了的问题，戴震一看就立时剖析，并且“言其所以然”，这简直形同神话！
事实上，江永早在还未见过戴震的乾隆五年（１７４０年），就草成《翼梅》初稿，对号称“国朝算学第一”⑤

的梅文鼎之著述，解析补正，并纠摘舛误，说明江永已然具备了当时全部中国人在历算学上的最高水
平，岂有戴震置喙的余地？我们在史料取舍和真伪审定中，应当进行客观、深入的分析，不能像许承
尧、胡适、余英时等那样预设“挺戴”的目标，片面性地专门择取错谬的说法。

吴、秦合作之文还认为：“从戴震‘背师’罪名的提出直到现在，除了戴震对江永两次称‘吾郡老儒’

这一行文指称外，更无其他有力文本证据能证明戴震‘背师’……仅凭两次称呼就定一个‘背师’的大
罪名，这不免贻笑大方。”⑥这个议论也是充满谬误，所谓“背师”乃是一种行为，并不一定需要“有力文
本”来证明。清人焦循指出，“徽士谈天，师、弟异辙”并且作出注释，“江永宗西法，戴震重中法”⑦，这
基本点出了戴震“背师”的内容要点。以下对戴震此种“背师”行为，作一必要的研讨。

三　戴震背离其师江永的相关行径

自戴震所撰《江慎修先生七十寿序》发现之后，种种否认戴震为江永正式门徒的曲说，已经完全土
崩瓦解。而前贤魏源等指责戴震“背师”之说，仍存争议，此事亦有必要厘清。戴震是否具有“背师”行
为？“背师”的具体表现以及达到什么程度？对于全面考察戴震的学术作为，对于梳理《水经注》校订
的抄袭公案，都是不可或缺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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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多种史料信息的综合分析，戴震在学术理念和治学宗旨上，对江永确实具有“背师”行为，这
缘起于他乾隆十九年进入京师谋求进身之阶。戴震进京，普遍的说法是为了避祸，这是戴震自己放出
的烟幕。据称，戴震因与族人争夺祖坟之地，诉讼失败，对方尚不干休，“族豪倚财，结交县令，令欲文
致先生罪。乃脱身挟策入都，行李衣服无有也”①。揆之戴震面临的案情，并不十分严重，即使避难，
也不一定非逃往京师不可。而“挟策入都”，在这里的语意是指携带许多书籍（包括自己的著述）进京。
一般逃难者，总是要多带生活物品的，戴震却是为了“挟策”，连“行李衣服”也欠缺，可见其进京的主要
目的，是谋求功名身份和仕进之途，这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他凭靠自己的学问，也具有充足的信心。当
然，也许某种诉讼的挫败，促使他感觉生活在当世，很有谋求声望、功名、仕进的必要。

那个时代的文人、学者，谋求功名利禄，本无可非议。江永也曾进京展示自己的学识，虽主要目的
是弘扬学术，但也不能排除多少带有“学而优则仕”的意愿。乾隆五年，在同郡已经在京为官的程恂的
延揽和勉励下，江永携带一些自著书稿进京，一年间与不少文官和名流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与切磋，
其精深的治学成果渐为人知，名声也比此前大有传布。但是，江永最为得意、最属艰深和最具特长的
天文、历法、数学，因与自明季传入的“西学”紧密关联，到清代的“康乾盛世”已经面临一个江永不能适
应、更不愿适应的社会背景，即“西学中源”理念占据了学术文化的主流，而且越来越成为强势。这在
学术界已有很多深刻的论述，此处仅作简要的叙述。

中国古代皇朝，将观象授时看作朝廷的职责，而每年的颁布历书更是一统政权的象征，具有权威
性和垄断性。这就要求朝廷具有天文观测、历法推算的杰出人才，需要及时修订和掌握历算的方法。
至明代末期，中国传统的天文、历算方法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法国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传教士向明朝
输入了西方的天文历法，包括与此相关的数学知识，获得徐光启、李文藻等文官、士大夫的极其推重，
且认真学习和大力传播，直至得到明崇祯帝的认可，令徐光启主持以西法推算而编制《崇祯历书》，召
集汤若望等四位耶稣会传教士参与，是为中国古代天文历算之学的一大事件。但随后保守派文官打
出维护华夏“道统”旗号，发动争议，拖延了正式颁布，直至明朝灭亡。

清顺治朝本来打算将《崇祯历书》稍作修订，颁发为清朝的《时宪历》，同时重用传教士汤若望主持
钦天监。但守旧者对西方天文历算方法的反对，也更加激烈，震动儒学的政治思想体系，也有时牵动
政局。康熙帝亲自涉足天文历算之学，而他作为最高统治者，主要目标要建立和维护一个道统加正统
的王朝，同时还要保持天文观测、历法运算的精准，因而支持明清之际就曾涌动“西学中源”理念，是可
以理解的选择。当时，民间早已出现诸多研习这种艰深学问的学者，其中王锡阐（１６２８—１６８２）、梅文
鼎（１６３３—１７２１）颇有成就，名声传扬。王锡阐本具有“西学中源”的意念，但不拒绝研究西学，以明遗
民自居，不与清廷合作。梅文鼎具备开豁胸怀，主张“法有可采，何论东西”“去中西之见，以平心观
理”②，从研习明朝以来翻译、介绍的西方天文、历算、数学书籍入手，精心解析，写成许多著述。梅文
鼎后半生被高官、理学家李光地看中，礼聘、引导，使之治学宗旨向康熙帝倡导的“西学中源”理念靠
拢。其《历学疑问补》一书中，如《论西历源流本出中土即〈周髀〉之学》《论中土历法得传入西国之由》
《论〈周髀〉中即有地圆之理》《论盖天之学流传西土不止欧罗巴》等篇目，主旨就是要倡导“西学”源于
中国之说。为达到这个预定目标，书中颇多牵强附会，但也发掘和鼓吹了中国古籍《周髀》一书的价
值，给以天朝上国自居的统治者和士大夫，提供一点维护面子的素材。

皇上的提倡和著名学者的论证，助长“西学中源”的理念风靡一世，到乾隆朝，已经成为占绝对优
势的主流思想。但是，偏偏有学者恪守求真、求是准则，精研极思，志欲申明正理，其典型的代表人物
即为江永。江永在乾隆五年应程恂延揽入京，是作了特别的准备。他将自己尚未最后完成的天文历
算之作予以整理，形成书册，还撰写序言，陈述自己治学经历，特别是得益于研习梅文鼎的著述，自称
“私淑”弟子，对梅氏充满敬意。但在序言内也直率申明有些问题的研究，与梅文鼎的见解“不能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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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乾隆二十年条引纪昀《考工记图序》，参见戴震研究会、徽州师范专科学校、戴震纪念馆编纂：《戴
震全集》第６册，第３３９６页。

梅文鼎：《梅氏丛书辑要》卷四《堑堵测量》，乾隆二十六年刻本。



爰就先生之书衍释之，或补所未言，或发所未竟，信者阐明，疑者辨难。约得八卷，名曰《翼梅》”①。此
序言撰于乾隆五年六月，本年八月江永即入京城，很明显是专门准备。

被朝廷培养和奖拔的梅文鼎之孙梅瑴成（１６８１—１７６４），承接家学，已经多年在京为官，该时供职
于光禄寺。经过程恂的牵线联系，乾隆六年正月，梅瑴成与江永来往互访，切磋学问，梅氏则抄录《翼
梅》副本，以细细校读。是年八月，江永回乡，梅瑴成以礼送行，多有仪物赠送，但婉拒江永为《翼梅》撰
序的邀请，并且题对联赠江永以示讽喻和劝诫，其词为：“殚精已入欧逻室，用夏还思亚圣言”，即承认
江永在钻研西学上已经登堂入室，但应当遵从亚圣孟子的教诲，回到“用夏变夷”而决不能“用夷变夏”
的立场上，表达了对江永治学宗旨的大为不满。梅瑴成是这一艰深学术的著名专家，不会看不出江永
著作的高深造诣，但《翼梅》一书否定梅文鼎后期转向“西学中源”的思路，欲匡正将西学解说为源于上
古中国经典的错误，是他所不能赞许的，所要匡正天文历算学上的若干舛误，却正是纠摘梅文鼎之说，
这也会导致梅瑴成心中不快。《翼梅》之中颇有情不自禁地赞扬西学，贬抑中国古代历算，如称西法推
算月球运行“实胜中法之一大端也”；与西方三角学相比，“中法只有直角勾股，而不知有钝角、锐角”；
有了西方的“八线之精算，为一切测圆之准绳，则此外更无歧途别径……于古人之法，探究其根，存而
不用可也”②，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论断刺激天朝人士的盲目自大，最招惹主流学人的反感，后来梅
瑴成批评江永的治学宗旨说：

　　盖泥于西说，固执而不能变，其弊犹小。至其于西说之不善者，必委曲为之词，以申其说。于古人创法之功，

则尽忘之。而且吹毛索瘢，尽心力以肆其诋毁，诚不知其何用心……彼西人方谓古人全不知历，以自夸其功。而

吾徒幸生古人之后，不能为之表扬，而且入室操戈，复授敌人以柄而助之攻，何其悖也③！

这是从“华夷之分”和“民族自尊”角度批斥江永，判决江永的政治道义的死刑，已经越出学术讨论
的范围，江永自然丧失进行申辩的机会。

然而江永也并不接受梅瑴成的劝谕，其心目中的学术应当贯彻求真、求是原则。江永认为：“至今
日而此学昌明，如日中天，重关谁为辟？鸟道谁为开？则远西诸家，其创始之劳，尤有不可忘者，或亦
平心之论也。”④这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地评议西方学者的“创始之劳”，决不能曲学阿世，决不为个人名
利的追求而丧失学术道德和做人品位。这个挫折，使江永在主流学者群体中受到一定的冷落。他本
来就淡于名利，自此更立意终老布衣，一心治学和教授门徒，断绝功名仕进之念，不再主动与学界名流
交往。以上事件情节和心路历程，江永都发布在乾隆十八年撰写的《翼梅·又序》之中。

戴震深得江永的学术精要，前引他于乾隆十五年为其师所撰《七十寿序》中，也赞颂了江永“驰骛
名场非素心”，一心治学，不求人知的孤标特立精神。赞颂江永“自兹以往，年益高，学益进，自有不朽
大业，藏名山，留宇宙。作朋三寿，何足为先生侈陈哉”⑤！

这里“作朋三寿”取自《诗经·鲁颂·閟宫》。关于“作朋三寿”，历代注释者说法不一，主要有两种
解释，一是将“三寿”理解为上寿百岁、中寿９０岁、下寿８０岁，均为高寿，视为单纯为祝寿之词；二是讲
“三寿”就是“三老”，“三老”是古代官方给予年岁已高、具有杰出品格和声望，且具备很高文化修养者
的身份认定，享受君主如同朋友一样的善待。戴震此《寿序》之“作朋三寿”，绝非单纯祝寿，否则下文
“何足为先生侈陈”就无法理解。其真意乃为：本应得到朝廷赋予的三老地位，不足为江先生侈陈，即
比起“自有不朽大业，藏名山，留宇宙”，根本不值一谈，表达了对官方奖励机制的蔑视态度。这是戴震
于乾隆十五年公开认同和崇敬其师江永不谋名利、不随风气，恪守实事求是学术准则的品格。

但是，戴震自己却与江永的学术精神分道扬镳，这至迟从乾隆十八年就有所显露。关键是江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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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江永：《翼梅·序》，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１３２８册，《数学》卷首，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版，第１～２页。按：江永
《翼梅》一书，被清朝官方收入《四库全书》时，改书名为《数学》或《算学》，而删去《序》与《又序》。

逐次见江永《翼梅》之《论太阴迟疾》《论中西法异者多端》《授时平立定三差辩》等篇，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１３２８册
《数学》卷一，第４３、４７页；第１３２９册《数学》卷八，第３８７～３８８页。

梅瑴成：《梅氏丛书辑要·五星管见》识语，转引自郭世荣《梅瑴成对江永：〈翼梅〉引起的中西天文学之争》，《自然辩证法通
讯》２００５年第５期，第８１页。

江永：《翼梅·又序》，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１３２８册，《数学》卷首，第３～４页。

漆永祥：《新发现〈江慎修先生七十寿序〉佚文一篇》，《中国典籍与文化》２００５年第１期，第１２２～１２３页。



何在乾隆十八年十月又给自己的《翼梅》撰写《又序》？其中追述十几年前入京时与梅瑴成的交往，表
达自己对学术信念的坚持，这是面临和应对什么背景或事态？上文已述及乾隆十八年，江永与诸多弟
子曾汇聚一堂，论学讲道多日，酒饭觥筹间难免谈到人生意念，戴震可能吐露有入京谋求进路的想法。
这引起江永的警觉，最为寄予厚望的弟子戴震，如今有意入京谋事，其学术水平自不待言，但能否如同
自己当年那样坚持学术准则？于是抄录《翼梅》副本，特撰《又序》，赠送戴震，以示希望和教导。没有
这样的背景和事态，江永不可能在这个时间撰写这样的文字来述往事、表心志。

次年即乾隆十九年，戴震即匆匆入京，不过却是声称避难，一则以此敷衍江永，二则掩饰真正目
的，博取京师名流的同情。他已然拿定主意阿从主流时风，尽心为“西学中源”理念张目。戴震初入京
师，并未隐瞒自己是江永的弟子，反而有所声扬。戴震友人卢文弨（１７１７—１７９５）在《江慎修〈河洛精
蕴〉序》中追忆说：“向者，吾友戴东原在京师，尝为余道其师江慎修先生之学，而叹其深博无涯涘
也。”①可见是经过一定时光之后，江永确知戴震已经丢掉初心，曲学阿世，首先主动宣布断绝与戴震
的师生关系。随之戴震也发现江永的名声不能给他带来好处，于是亦讳言其师，但二人并未反目至互
相攻击的程度。古人虽讲究尊师，但主流学者在学术上并不认同江永的主张，却觉得戴震可爱，因此
江永取消戴震的弟子名义，未能造成多大影响。在双方都讳言师生关系的情况下，多数学者无论是出
于对江永的尊重，还是顾及戴震的情面，也都避免谈及。其实，除少数人如章学诚之外，大多了解戴震
曾为江永弟子。例如，钱大昕说戴震“少从婺源江慎修先生游”②，其中包含了师生关系的语意，只是
不作点明而已。因此，今多人侈言当时学者颇不言江、戴之师生关系，不能成为证据，而有明言戴震是
江永弟子者，绝非误传，乃如实叙述。

戴震知西学、通经术，超越诸多学者，他既投入“西学中源”理念群体的怀抱，就是发扬此说的特长
之才，故能开辟前景，广受推重。例如，戴震有一个说法，受到钱大昕等人的大力赞扬：

　　今人所用三角八线之法③，本出于勾股，而尊信西术者辄云：“勾股不能御三角”。先生（按指戴震）折之曰：

“《周髀》云圜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三角中无直角，则不应乎矩，无例可比也。必以法御之，使

成为勾股而止。八线比例之术，皆勾股法也④。

王昶则同样表彰戴震此说是经过“细心讨索”，将“雷同剿说，悉扫而处之”⑤。其他学人的捧场甚
多，不一一列举。被一些人喝彩的这个说法，实际十分荒诞，直接违背前引江永的科学论断：“八线之
精算，为一切测圆之准绳，则此外更无歧途别径……于古人之法，探究其根，存而不用可也。”⑥但戴震
自己则洋洋得意，甚而发起批评：

　　欧逻巴窃取勾股为三角法，猥云三角能御勾股，勾股不能御三角。梅勿庵（按：即梅文鼎）书亦言之，以三角

中无直角，非复勾股比例可推，必用八线表之正弦，乃得三边互求之法。不知三角中成六勾股，两两相等交错其

间，以生比例。惜勿庵尚未明此关窍，不能羽翼古人⑦。

西方传来的三角函数，具有理论和方法的完整体系，其产生和完善的过程，与勾股毫无关系。传
统的勾股之说只是限于三角中的特例即直角三角形，而且没有探索和解决三角形边与角之间的数理
联系。因而三角函数能够包括勾股计算法，而勾股之法不能解决非直角三角形的边、角计算，“三角能
御勾股，勾股不能御三角”的说法是正确的。戴震在《准望简法》一文中，绘制锐角三角形，从三个角的
顶点向对边画出垂直线，分割成六个直角三角形，这就是他说的“三角中成六勾股，两两相等交错其
间，以生比例”。这纯属欺人骗术，根本不能用于地面和空间的实际计算。众所周知，无论勾股还是三
角函数的实际运用，都必须有一定的实际测量数据方可进一步计算，在图纸上将锐角三角形分割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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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⑤

⑥

⑦

卢文弨：《江慎修〈河洛精蕴〉序》，《抱经堂文集》卷六，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版，第７３页。

④　钱大昕：《戴先生震传》，钱大昕著，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先生全集》第９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６７１、

６７６页。

古人将西方传来的三角函数计算方法，称为“三角八线之法”，即三角函数之正弦﹑余弦﹑正切﹑余切﹑正割﹑余割、正矢﹑
余矢八项计算公式。

王昶：《戴东原先生墓志铭》，戴震研究会、徽州师范专科学校、戴震纪念馆编纂：《戴震全集》第６册附录二，第３４３８页。

江永：《翼梅·授时平立定三差辩》，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１３２９册，《数学》卷八，第３８７～３８８页。

戴震：《准望简法》，《戴震全书（修订本）》第５册，合肥：黄山书社２０１０年，第７７页。



个直角三角形，用勾股定理一步一步向前推算，这需要测量多少条线段才能满足计算条件？而这种繁
多的测量在大的地面上基本是不能实现的，而立体空间更无法施展，例如计算山峰距离两个地点的远
近，戴震无法画出各个角顶到对边的垂直线，一切都成为空谈。但三角学的正弦函数，则可轻松解决
此类难题。戴震把空谈当作“关窍”来批评梅文鼎，竟然饱受好评！这对比江永以科学态度匡正梅文
鼎，却被攻击与冷落，可以看出在乾隆年间，只要是贬斥西学，吹嘘古圣，何等荒唐谎言都可能走红。
尤其恶劣的是，戴震精习江永的学说，自己明知是扯谎，还一本正经地撰写，不知其心底意欲何为。

杰出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钱宝琮（１８９２—１９７４）著《戴震算学天文著作考》，以精深的专业造诣
审视戴震相关撰述，以他乾隆三十八年进入四库馆为节点，分成两个阶段，指出：“琮按震癸巳（乾隆三
十八年）以前，天文历算诸作，失之株守执拗，近于信古而愚；癸巳以后，《四库书》提要及《算经十书》校
勘，失之凿空妄断，近于不知而作。”①他在数学上大肆改变习用已久的概念，平添混乱。在天文学上，

将新知识牵和《周髀》《尧典》，“可谓极穿凿附会之能事”②。在《四库全书》馆所撰《周髀算经提要》《利
玛窦〈乾坤体义〉提要》《测量法义提要》等，把西学尽力归结源于《周髀算经》，“诸说穿凿附会，殊堪发
噱”③。如此贬抑西学，使其私淑弟子凌廷堪也持不同意见：“西人之说既合于古圣人，自当兼收并采，

以辅吾之所未逮，不可阴用其学而阳斥之，则排其为异者，亦过也！”④尤其是戴震校勘过的《算学十
经》，颇受戕害，“惟震之校订古算书，辄以后世习用之法修改原本之文字……其原文未误而妄事改窜
者，后人易为所蔽，是正颇难”⑤。这些评论皆以科学的专业眼光，揭示戴震行为的荒唐和危害，学界
内诸多对科学史专业知识半知半解、专事为戴震捧场者，应当阅读思考，面壁思过。

综上所述，戴震的“背师”行径，表现于学术宗旨、学术品格、学术风格、学术主张各个方面，都完全
背弃了江永的所有信念和期望，这已经无可辩解。而观其所为，岂止是背师！在天文历算之学方面，

昧着良心颠倒是非，肆行欺诈，谋取利益，故意篡改古籍原文，堕落为学界蠹虫。一有时机，则随时生
歹意，信笔弃情操，乃是对学术精神的背叛。

四　余　　论

戴震自乾隆十九年进京后的所作所为，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有预谋的投机钻营。他的投机作法屡
屡成功，这是学术史研究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历史研究所需要贯彻的实事求是准则，必须在确切资
料的基础上从各个角度作客观、理性与合乎逻辑性的评析。戴震其人利用学术知识作谋求利益的投
机，这种行为完全由他自己负责。但投机是否成功，除了个人因素、偶然因素之外，还应当从社会机制
上探讨背景与原因。

清乾嘉时期的历史考据学从整体上看，颇具有“为学术而学术”的意味，学者大多将研讨目标针对
具体的问题，避开敏感话题，致力于订正文献与考证史实。但涉及天文、历法、数学等科目，却不能回
避中、西文化的比较与研判，这是很大的宏观视野。由于历史积淀的华夷之分观念、天朝上国自大意
识、信古崇古思想，加之考据学对于古典文籍的依赖，在面临西学科技的先进性之际，“西学中源”理念
的选择具有清代学者容易认同的心理优势，统治者的提倡和官方奖助的倾斜，导致其成为价值判断的
主导方向。这样，原本为学术性的问题，在宗旨和导向上却呈现非学术化，而学术导向的非学术化，难
以避免学术整体的滑坡和腐败。清乾嘉学术号称发达，但多数学人顺从风气，埋头挖掘古人古学精
要，不再理会西方学术的继续发展；一些坚持实事求是的学者被冷落、排斥，因而边缘化；一些狡黠者
虽具有学术根基，却按照非学术化导向从事投机，以谋名利。给学术强加非学术化导向，是产生利用
所谓“学术”进行投机者的温床，于是伪学术和学术腐败一定大量滋生。戴震，则是这类投机者的典
型，为了私利毫无忌惮，可以抛弃自己真实的认知，可以泡制诡辩邪说，可以篡改古籍文献，这不仅践
踏学术底线，也失去道德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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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②③⑤　钱宝琮：《戴震算学天文著作考》，李俨、钱宝琮：《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第９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

１４５、１５４、１５８、１６５页。

凌廷堪：《读孟子》，凌廷堪著，王文锦点校：《校礼堂文集》第５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９页。



梅文鼎虽然在大官僚李光地的劝导下，附从了康熙帝的“西学中源”旨意，但梅文鼎毕竟仍然声张
西学技艺的优长，保持基本的学术底线，不会将先进、系统的三角函数计算方法，倒退拉回到简单的勾
股定理之内。乾嘉考据学者如钱大昕等，虽然也信从“西学中源”之说，但不会费尽心机穿凿中国古籍
与西学科技之间的联系，更不可能在整理古籍中篡改原文，以便于附会“西学中源”来当作证据。至于
江永等坚守求真、求是原则的学者被边缘化，至今仍得不到学界的足够重视，则是中国学术史的悲哀。
戴震的投机成功，主要依仗他对“西学中源”的主流意念做出“贡献”，行为巧诈而具备蒙蔽性，当然他
也的确在学术研究上有所成就。至于近代，又被披上反理学思想家外衣，更得到胡适等一批学者护惜
“乡贤”情绪的保卫。这诸多非学术因素一起成为戴震的装饰，将戴震及其学术层层包裹，增加了当时
及后世学者识读其本来面目的难度，因此，真相长久不能大白。

当今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史书写，必须不打折扣地贯彻实事求是的准则，客观、认真地剖析每一研
究对象，坚决避免用非学术化因素扭曲学术的价值观。如果我们的研究依然主观预定了宗旨，就可能
成为新一代扭曲学术的学者，就有待后来的学术研究进行审判。学术史的耻辱柱赫然矗立，吾辈岂可
不惕然戒惧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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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治忠，廊坊师范学院特聘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河北，廊坊，０６５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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