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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书离句》广西地方文献的一朵奇葩 
                       黄    明 
            （广西图书馆，广西  南宁  530022） 
[摘要]文章对清末科举应试教材《四书离句》及其作者进行了介绍，并对该书的

成书年代、版本及影响等做了一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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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五经”是我国人民，尤其是那些上了点年纪的人们所耳熟能详的一个词语。自

汉以来即有以《易》、《尚书》、《诗》、《春秋》和《礼记》五部儒家经典为大经，《孟子》、

《论语》、《大学》、《中庸》四种儒家经典为小经，后人将之统称为四书五经。 
四书中的《论语》是记录孔子弟子及其后学关于孔子言行思想的著作；《大学》则原

是《礼记》的一篇，至朱熹开始为作章句，改动章节，含曾参所述孔子语“说经”一章、

曾参门人传述曾参语的“传”十章及朱补传文缺遗的“致知格物”一章；《中庸》传为孔

子孙子思所作，原也是《礼记》的一篇，不偏叫中、不变叫庸，是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

《孟子》是孟轲（亚圣）弟子万章、公孙丑等纂辑的孟子思想专著，其继承孔子学说，兼

言仁义，提出“仁政”口号，同时又谓“民为贵”、“君为轻”，认为人性本善，强调善心、

存心等内心修养的工夫，是宋代理学家心性说之本。至南宋理学家朱熹将四书分章断句，

加以注释，题称为《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当时学习的入门书。元皇庆二年定考试课目，

必须在四书内出题，发挥题意规定以朱熹的集注为根据。明清两代一直相沿不改，成为功

令必读之书。 
数年前，一次偶然的巧遇——在地摊上见到两册平乐宝仁堂所出的《中孟离句》和《下

孟离句》，其首页题“柳州杨立先花农氏校，立冠玉如氏、立亮雪圃氏、立旭始之氏仝正

字”。初时仅是因其为广西人所著和在广西本土出版而注目。后经翻查《广西通志．出版

志》及《广西地方史志文献联合目录》等才确定这是一本尚未见著录的广西文献。之后趁

工作之便特意请教了著者籍贯地的柳州图书馆地方文献部的同行，方得知该书作者是清乾

嘉时柳州名贤杨廷理的儿子们。 

作者家世、生平 
杨廷理（1747－1813年）曾先后三任清廷台湾知府，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尤其

是开发噶玛兰，作出过重要贡献。近年来，学术界和公众对他日益重视。2000 年 11
月，杨廷理及其家族墓葬在柳州发现。2001年 9月，自治区和柳州市两级政府合办了
“海峡两岸杨廷理学术研讨会”。 2003 年值杨廷理辞世 190 周年之际，柳州市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为此组织编写了《杨廷理传》和《杨廷理年谱》两书，由云南民族

出版社出版。这两书与前已与读者见面的《杨廷理诗文集》一道，构成了目前国内仅

有的“杨廷理系列书”。继而又出了《图说杨廷理》。 
通过这些文献，我们得知杨氏先祖原籍江西南昌，曾祖杨标康熙年间从征广西，落



籍柳州府马平县（今柳州市），康熙 41年（1702）从征八排，死于军中赠“把总”、“武信
都尉”。 
祖杨刚，弱冠从军，以军功授裨将，迁守备、游击，历参将、副将，至左江镇总兵官，

署提督，乾隆 27年以寿终。乾隆《马平县志》及嘉庆《广西通志》有传。 
父杨廷理，生于清高宗乾隆 12年 3月初 9日（1747.4.18）字清和,号双梧；一字圆泉,

又号水覃、半缘、苏斋、更生。43年朝考合格[一等一名]，奉旨以知县用，签发福建。乾
隆嘉庆时曾任台湾知府。在台经历了林文爽反清事件，嘉庆元年充军伊犁，家眷回广州或

柳州，八年闰二月 26日释放回籍，九年寓广州，11年重官台湾，嘉庆 18年逝于台。著有
《知还书屋诗钞》、《创闿噶玛兰纪略》、《东瀛纪事》、《劳生节略》等。道光《重纂福建通

志》、《（道光）噶玛兰志略》、《（咸丰）噶玛兰厅志》、《台湾通史》、民国《柳江县志》和

《宜兰县志》有传。 
    杨立先清高宗乾隆 47 年（1782）5 月生，附贡生，嘉庆元年（1796）因父杨廷理获
罪充军新疆而随岳父陈超寓居广州。 4年立先入泮（生员），道光丙申（16年），需次西
江为江西候补县丞。” 

二弟杨立元乾隆 47年（1782）9月生，增广生，嘉庆 13年[1808] 十月在广东久病不
起，民国《柳江县志》有传。 

三弟杨立允乾隆 49年（1784）生，廪膳生，卒于嘉庆 12年[1807]。 
四弟杨立冠乾隆 50年（1785）生，字玉如，号小梧，增广生，嘉庆 12年[1807] 丁卯

科中式第六名举人，14年己巳恩科会试中式第一百二十一名进士官至翰林，著有诗集《南
帆草》、《北征草》，嘉庆 16 年[1811]（辛未）夏杨立冠病逝京师。民国《柳江县志》、《柳
州县志》及《柳州文艺集》有传。 
五弟杨立亮乾隆 54年（1789）5月生，字雪浦，又作雪圃，贡生。道光丙申（16年，

1836），立亮将父亲杨廷理生前全部诗集汇刊为《知还书屋诗钞》 ,第二年——道光丁酉
仲春（17年，1837）重刊《东瀛纪事》、《创闿噶玛兰纪略》。 

六弟杨立旭嘉庆 10年（1805）正月生。字始之，号晓潭。优贡生。道光 29年（1849）
己酉科中式第十八名举人。任广西兴业县儒学教谕。复以练勇捍贼立功于其乡，咸丰 4年
（1854）以举孝廉方正任山西阳高知县，咸丰５年捐钱银 1940 两建云阳书院。光绪 2 年
（1876）任霍州知州，任上主修光绪《直隶霍州志》二卷。至光绪 16 年归里，长柳江书
院，时年已八十。课士批改文字，均书蝇头小楷。后病故，尚未出殡，开吊之日，广西巡

抚马玉山（丕瑶，光绪 15年 8月至 18年 1月任广西巡抚）按临柳州，闻讣亲莅祭奠。在
城文武官员均来与祭，并各撰挽联以吊之。民国《柳江县志》、《柳州文艺集》、《晋政辑要》

有传。  

《四书离句》全貌、成因 
因为对作者有了较深的了解故而对此着意搜集，几年的工夫转眼间即逝。虽然陆

续收到几十册各种版本，如桂林占元堂梓；桂林杨鸿顺堂藏板；桂林钟全文堂梓行；桂

林尚友堂梓行；桂林下十子街经益堂板；桂林三让堂梓行；平乐宝仁堂梓行；多文堂；经

华堂梓行（湖南武冈民国 4 年）；佛山金玉楼藏版；桂林全文堂；粤东翰文堂藏板（书名
页题《离句四书正文》）及一未标堂名本（其版式、开本与上述各版不同）的《上孟离句》、



《中孟离句》、《下孟离句》、《下论离句》、《上论离句》和《中庸离句》，但始终以未能一

睹其全书面貌为憾。直至 2005 年 5 月间，于一堆虫蛀泛霉的线装书中翻出一本《大学离
句》。其书名页中央竖印楷书大字《四书离句》，左边印“光绪丁酉年校刊”、右边印“桂

林杨占元堂铜版”。至此我们才有幸得以窥见《四书离句》的全豹。该书包括《大学》一

册、《中庸》一册、《上论（语）》一册、《下论（语）》一册、《上孟（子）》一册、《中孟（子）》

一册、《下孟（子）》一册，共七册。该书主要是对《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

的原文进行断句、句读和文字音韵方面的校正，以帮助生童初涉科举之途。 
由于《四书离句》各册中均无序跋，故其成书时间只能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加以推断。

依照书上的署名“柳州杨立先花农氏校，立冠玉如氏、立亮雪圃氏、立旭始之氏仝正字”，

再结合杨氏六兄弟的生平，我们大致可推定《四书离句》成书于嘉庆 14 年（1809）[因
书上署名无二儿立元、三儿立允，立元嘉庆 13年[1808] 十月病逝；且杨立先嘉庆 13年奉
父命补刻《柳河东先生集》至 11月]至 16年（1811）夏[该年作者之一立冠病逝]之间。当
时杨立先 27-29岁。 
《四书离句》的编成很大程度是受其父的影响。经乾隆 53 年台湾清代历史上最大的

变局、并为乾隆皇帝自诩为其一生的“十全武功”之一的林爽文事件，杨廷理以为“台湾

人仗气易动”，故应“兴文学以柔之”，。联想到将“荒远之区”的柳州变为“文明之地”

的柳宗元，于是在当年十月刊刻《柳河东先生集》并在海东书院撰“重刻柳河东先生集序”

称“我柳州自唐以前，声教未开。元和十年，柳子厚先生来为刺史，曰：是岂不足为政耶？

以其土俗为设教禁，南方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先生游，经指授者，为文词皆有法。于是州

人莫不兴起从学，延至于今，已历千数百年矣。．．．．．．俾荒远之区，一变而为文明之地。

较之韩昌黎之在潮洲更有过之，非具经纬之略，匡济之才，能如是乎？”大儿子杨立先这

时看到父亲忙碌于政事的同时，对刊刻此集的关注之情，致使其 20 年后于补刻《柳河东
先生集》时仍历历在目。故在《补刻‘柳河东先生集’序》中写到“《柳河东集》曩家大

人仕闽时备极搜罗，合三而一之。刻时立先甫龆龀，第见重刊是集，初不知柳河东为何许

人，集中所云为何语。一日过庭，家大人晦曰：‘小子，此柳河东者，即我柳州唐时以文

教开荒之使君也。其名迹种种尚遗吾乡，女能习熟之，他日归，皆可以印证。’予敬识之

不敢忘。泊就傅后，肆业偶及，辄低徊不能释手。乾隆乙卯．．．．．．命立先携集板附眷来

东侨寓．．．．．．嘉庆戊辰，家大人重守闽中，予往省侍，老人询悉颠末，为之不怡，即谆

谆命东旋补刊，俾昭完璧．立先遵严命，竭支绵力，于全板中汇加点阅，综其阙若干，悉

依原本缮镌，缀辑成轶，庶旋复鲁灵光旧观．．．．．．。嘉庆十三年岁次戊辰十一月既望，杨

立先花农氏题于广州城南旅次。”的跋语。《柳河东先生集》到道光四年又由杨氏后人以旧

板重印，印本题“道光四年春镌”。此外，杨廷理在任内大兴文教——乾隆 55 年八月赴
彭湖抚恤，并令通判王庆奎鸠资修茸文石书院；主持奉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

朱熹）祠主祀于崇文书院；56年 6月实授台湾兵备道兼提督学政，主持岁试、科试，编《台
阳试牍》初、二、三刻；嘉庆 17 年，景仰宋儒杨龟山先生高风设立宜兰仰山书院供兰
地士民读书，致使文风大盛，人才辈出。与此同时，杨廷理还多次命杨立先兄弟编刻著

作，如嘉庆 9 年于广州旅寓《西来草》自序二称“．．．．．．因友人索视者众，不暇钞给，
遂命儿子辈选校一过，付之梓人．．．．．．。”故尔，杨立先在嘉庆十三年十一月完成了补刻

《柳河东先生集》的父命后，立即投入了《四书离句》的工作。 



 

对后世的影响 
1、 直接的影响。 

在出版时间上，作为科举的启蒙读物《四书离句》从编成即盛行不衰，伴随清末的科

举走完了近百年（96）的最后历程。直至百年之后——民国 4年仍有出版。而且在出版的
地域方面，仅据我们所收集到的即有广东、湖南和广西三个省（区）的出版物的直接物证。

另据售书者称，其手头的东西有收于云南、贵州等处。且不少书上均有当时书的主人的书

记或涂鸦。如生童某某、某月某日开讲、讲授至此或完毕等字样。就目前所知，能象《四

书离句》这样影响达数省、百年不衰的尚未见报道。 
2、 间接的影响 
《四书离句》是为科举考试服务的，明请的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殿试。由于乡试

的系统资料的缺如，我们只好试着对会试、殿试的结果进行一些统计分析。根据《四书离

句》的成书时间，本文将明请两代的科举考试划分为三个阶段来统计。第一阶段简作《明》，

即明代自洪武四年（1371）开科取士至崇祯十六年（1643）二百七十二年间共 90 榜（内
崇祯十五年特科不分甲，统计中归入三甲）；第二阶段简作《清》，即《四书离句》问世前

的清顺治三年（1646）清皇朝开科举至《四书离句》问世后十年尚影响不的大嘉庆二十五
年（1820）一百八十四年间共 106 榜（未计两科满榜，因其考试与《四书》无关）；第三
阶段简作《道》即《四书离句》问世后十年道光二年（1822）至光绪三十年（1904）刘春
霖榜废止科举为止的三十九榜。经对《明请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进行统计，排除了一些明

显的差错并用《广西通志．教育志》做必要的补充，结果如下： 
表一 明、清、道三个阶段全国、广西进士比较 

 全       国  广        西 百  分   比 
     明      24866       218       0.88 
     清      16606       216       1.30 
     道      10090       355       3.52 
 
 

表二 明、清、道三个阶段全国、广西进士相互间差异性比较 
     
   明   清 百分   明   道 百分   清   道 百分 
全国 24866 16606 66.8 24866 10090 40.6 16606 10090 60.8 
广西 218 216 99.1 218 355 162.8 216 355 164.4 
          
从表一、表二我们可明显看出在数量上呈《道》多于《清》、《清》多于《明》的趋势。即

便扣除每榜中取人数——《明》 276.3人/榜；《清》 156.7人/榜；《道》 258.7人/榜（《道》
与《清》比为 1.65）的因素，《道》期间广西考中进士的总人数仍是令人瞩目的。 
 
 



                 表三 明、清、道三个阶段全国、广西进士分甲比较 
  分   甲        一     甲      二    甲         三    甲    
 全国 广西 百

分 
全国 广西 百分 全国 广西 百分 

    明 267 2 0.75 6478 47 0.73 18121 169 0.93 
    清 318 1 0.31 4538 31 0.68 11750 184 1.57 
    道 117 4 3.42 4418 125 2.83 5555 226 4.1 
 
 

表四 明、清、道三个阶段全国、广西进士分甲相互间差异性比较 
  明  清 百分 明 道 百 分 清 道 百分 

全国 267 318 119.1 267 117 43.8 318 117 36.8 一 
甲 广西 2 1 50 2 4 200 1 4 400 

全国 6478 4538 70 6478 4418 68.2 4538 4418 97.4 二 
甲 广西 47  31 65.9 47 125 265.9 31 125 403.2 

全国 18121 11750 64.8 18121 5555 30.7 11750 5555 47.3 三 
甲 广西 169 184 108.9 169 226 133.7 184 226 122.8 

 
若从质量(一、二甲)上看《道》时期的表现更为耀眼。在整个明清两朝的科举取士的

历程里，广西仅有四名状元（一甲第一名）。其中《道》就独占三元，而余下的一名三元

及第的状元——陈继昌也是在《四书离句》面世后十年（嘉庆二十五年[ 1820 年]庚辰科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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