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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梅村詞讀札

譚苦盦 *

清錢振倫〈示樸齋駢文續存‧存素堂詩稿序〉：「國初江左詩人，以太倉吳梅

村為首，觀其皋牢萬有，凌轢百家；感遇蒼涼，子美流離之詠，言情婉轉，樂天諷

諭之吟。論者謂：宗法三唐，則取涂較正；熟觀諸史，則徵典不蕪；非徒以縟旨

攡才、綺詞流韻，誠騷壇之尊宿，為樂府之中聲。」
1
然事實上，「對於吳梅村這樣

一位大家，迄今為止的研究可以說剛剛起步，不足是很明顯的，很多研究是重複性

的，很多重要問題卻沒有涉及，不說別的，光是梅村不少詩作所反映的時事和涵義

就沒有真正搞清楚」
2
，其詞什亦然。筆者今從梅村詞內揀取數闋，或考其撰年，或

徵其本事，拋磚引玉，以期深入吳梅村之研究。

一

《梅村家藏藁》卷二十一〈江城子‧風鳶〉：

柳花風急賽清明。小兒擎，走傾城。一紙身軀，便欲上天行。千丈游絲收不

住，才跌地，倏無聲。　憑誰牽弄再飛鳴。御風輕，幾人驚。江南二月聽呼

鷹 3。趙瑟秦箏天外響，彈不盡，海東青。4

* 譚苦盦，中國清代文學研究會研究員。
1 
〔清〕錢振倫：〈示樸齋駢文續存〉，錢仲聯編：《明清詩文研究資料輯叢》（長春：吉林文史出版

社，1990年），頁 152。
2 
葉君遠：《吳梅村傳‧後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頁 303。

3 
清人靳榮藩所註《吳詩集覽》卷十九〈江城子‧風鳶〉引張如哉曰：「後段『江南』上少二字，

與蘇子瞻、謝無逸諸詞不合，疑漏刻『草長』二字也。『江南草長，群鶯亂飛』，邱希範語。」收

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 1397冊，頁 228。
4 
〔清〕吳偉業：《梅村家藏藁》，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96冊，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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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榮藩《吳詩集覽》卷十九云：「此詞似為阮大鋮而作。大鋮扳附魏閹，身麗逆

案，所謂『上天』、『跌地』也。南渡僞立，為馬士英所援，蟒玉巡江，所謂『牽

弄』、『飛鳴』也。至『呼鷹』、『海青』，固為襯貼『鳶』字，然『風鳶』即風

箏，故用『箏』、『瑟』字，而又以『箏』、『瑟』暗襯『阮』字也。又大鋮字圓

海，故用『海東青』字。」
5
前人詠風鳶之作多托物以警世或諷世，例如《元氏長慶

集》卷二十五〈有鳥〉其七：「以紙鳶諷刺假借他人之力高攀者。」
6
又如明人「朱

元介少宰風箏詩十首，皆譏世作，⋯⋯點破世態」
7
，故謂吳詞「通首諷刺」（《國朝

名家詩餘》引孫豹人之語），或不誣也。「詠物詞貴有寓意」
8
，然如僅從「詠物」角

度來看，吳詞亦佳作矣。

顧祿《清嘉錄》卷三：

紙鳶，俗呼鷂子。春晴競放，川原遠近，搖曳百絲。……清明後東風謝令乃

止，謂之「放斷鷂」。……褚人穫《堅瓠集》云：「吳中小兒好弄之，……春

日放之，以春之風自下而上，紙鳶因之而起，故有『清明放斷鷂』之諺」。

《常昭合志》：「兒童放紙鳶，以清明日止，曰『放斷鷂』。」……吳穀人《新

年雜詠》小序云：「杭俗，春初競放燈鷂，清明後乃止。諺云：『正月鷂，二

月鷂，三月放個斷線鷂。』」9

江南俗尚「清明放斷鳶」，吳詞所詠及者乃「江南二月」，故以「賽清明」言之。

風鳶為兒童所擎，傾城遊走，「川原遠近，搖曳百絲」。然其風鳶之製不一，內有

可作「飛鳴」者。顧祿《清嘉錄》卷三：「紙鳶，⋯⋯以竹蘆黏簧，縛鷂子之背，

因風播響，曰『鷂鞭』。⋯⋯楊韞華〈山塘櫂歌〉云：『春衣稱體近清明，風急

鷂鞭處處鳴。忽聽兒童齊拍手，松梢吹落美人箏。』案：唐（宋）高承《事物紀

原》：『紙鳶，其製不一，⋯⋯以竹為絃，吹之有聲如箏，故又曰「風箏」。』明徐

充《暖姝由筆》謂：『紙鳶，鷂子也。一曰「風箏」。』⋯⋯懸絲鞭於上，輒作悅

耳之音。⋯⋯今俗札作人物、故事、蟲介諸式，⋯⋯且作鷹隼、鴻鴈之形，呼曰老

5 
吳偉業撰，靳榮藩註：《吳詩集覽》，頁 228。

6 
薛天緯：《唐代歌行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頁 332。

7 
〔明〕姚旅：《露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 91。

8 
蔡楨：〈柯亭詞論〉，張璋等編：《歷代詞話續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頁 655。

9 
〔清〕顧祿：《清嘉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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鷹鷂、鴈鵝鷂。」
10
此類風鳶飛於空際，「因風播響」，一旦「千丈遊絲收不住」，

「才跌地，倏無聲」。「跌地」之風鳶被「牽弄」而起，再次「飛鳴」，「浩浩乎如憑

虛御風」，令人驚喜不已。而其盤旋翱翔，形似蒼鷹，「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

鶯亂飛」，不免令人生出「呼鷹逐獸」之想。其聲則如「趙瑟秦箏」所彈奏的一曲

「海東青」。楊允孚〈灤京雜詠〉：「為愛琵琶調有情，月高未放酒杯停。新腔翻得

〈涼州〉曲，彈出天鵝避海青。」原註：「〈海青挐天鵝〉，新聲也。」
11
田藝蘅《留

青日札》卷十九：「今鼓吹中〈鎖剌曲〉，有名〈海東青撲天鵝〉，音極嘹亮，蓋象

其聲也。此北鄙殺伐之聲，乃元曲也。元之鷹房養禽，名曰海東青。每放之以獲天

鵝，⋯⋯海東青，鶻之一種，亦名白鶻。⋯⋯能以小擊大，食天鵝。」
12
此曲「歷

來受到群眾相當廣泛的愛好。⋯⋯明朝人簡稱此曲為〈拿鵝〉。⋯⋯到了後來，此

曲除了仍然在琵琶上彈奏外，同時也已被器樂合奏所吸收」
13
，「《絃索備考》中收錄

了此曲，曲名〈海青〉，是胡琴、三絃、箏等絃樂器合奏的分譜，⋯⋯〈海青拿天

鵝〉一曲結構龐大」
14
，故云「彈不盡」也。

摹繪事物窮極精巧，描寫民俗盡於善美，「文人賦物之工，神妙竟有逾今日之

電影」
15
，此正吳詞之佳處也。那麼，有人認為相對於諷刺之意旨而言，「這首詞的意

義更在於放風箏景觀的本身」
16
，或不足深怪耶。

二

《梅村家藏藁》卷二十二〈念奴嬌〉：

東籬殘醉，過溪來，閒訪黃花消息。小院高樓門半掩，細雨欄干吹笛。側帽

狂呼，搊箏緩唱，翠袖偎人立。欲前還止，此中何處佳客。    卻是許掾王

10 
同前註。

11 
〔元〕楊允孚：〈灤京雜詠〉，〔清〕顧嗣立編：《元詩選‧初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

1965。
12 
〔明〕田藝蘅：《留青日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 361。

13 
楊蔭瀏：〈琵琶名曲〈海青拿天鵝〉〉，《楊蔭瀏全集》（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 4

冊，頁 288。
14 
楊久盛：〈琵琶名曲〈海青拿天鵝〉探源〉，《中國音樂學》，1994年第 2期，頁 50。

15 
章士釗：《柳文指要》（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卷 2，頁 67。

16 
于培傑：《漫話風箏》（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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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風流年少，爛醉金釵側。十載揚州春夢斷，薄倖青樓贏得。遍插茱萸，

山公老矣，顧影顛毛白。凭高惆悵，暮雲千里凝碧。17

《國朝名家詩餘》於此調下有題「即事」（鄒祗謨《倚聲初集》卷十七題作「殘

醉」），並引尤悔庵云：「此和王維夏詞也。王云：『佳人休笑，從來吾是狂客。』

醉態自佳。」王維夏即王昊，字維夏（或作惟夏），號碩園，位列「太倉十子」，

著有《碩園詩稿》三十五卷、《碩園詞稿》一卷。前及「佳人休笑，從來吾是狂

客」兩語，即見《碩園詞稿》內之〈念奴嬌〉一詞，題作「重九偕子俶九日計登

孝威鴻調女郎馮靜容宴集舍弟次谷留英閣」（鄒祗謨《倚聲初集》卷十七題作「九

日留英閣宴集」），詞云：「悲哉秋也，一天愁，衰柳敗荷收拾。蠟屐登高衝暮雨，

為訪東籬顏色。橘綠柑黃，蟹肥鱸美，此景稱難得。逢時不樂，壽雖千歲何益。 

　滿座麈尾風流，僧彌法護，看當今誰敵。指點寒花爭笑道，鳳嶺龍山猶昔。銀燭

燒殘，玉笙吹徹，醉把闌干拍。佳人莫怪，從來吾是狂客。」
18
惟此「佳人莫怪」與

彼所引「佳人休笑」稍異。吳詞既為「和王維夏詞」，則王詞與之為前後作當無疑

義，如能考出王詞作於何時，吳詞之撰年亦可因而知矣。

《碩園詞稿》所收〈念奴嬌〉有二，一題「重九偕子俶九日計登孝威鴻調女郎

馮靜容宴集舍弟次谷留英閣」，上文已齒及，一題「重九偕子俶九日孝威異公懌民

鴻調家次谷集眉照上人準提精舍」，詞云：「重陽之日，記當時，留英閣上曾燒紅

燭，二十七年俄過矣，不意勝遊還續。禪榻方閒，茶煙乍颺，非復揚州牧。登高徒

爾，量愁豈止千斛。　寧獨菊醆萸裳，身逢令節今昨殊。歌哭萬事總然同，夢幻莫

問，山丘華屋（從叔父增城公時新歿）。更憶秦淮，槐花柳汁，賢輩徒忙碌（白門

時舉鄉試，里中多往應者）。何如好友，一樽共坐深竹。」
19
據此「重陽之日，記當

時，留英閣上曾燒紅燭，二十七年俄過矣，不意勝遊還續」數語，是兩調之撰相去

二十七年也，而考相關史料，後者當作於康熙十六年 (1677)。

《王巢松年譜》「康熙十六年」條：「是年特設一科，專考太學，闈期在九月，

九弟以第七名中式，與星源同遇，⋯⋯重陽日，子俶、孝威、鴻調、家惟夏、次

谷、三兄、七弟暨余共八人，同集準提庵，怏聚竟日。次谷為主人，各有〈念奴

17 
吳偉業：《梅村家藏藁》，頁 162。

18 
〔清〕王昊：《碩園詞稿》，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 9輯，第

16冊，頁 548。
19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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嬌〉詩餘一首。是日，書城先生病卒。」
20
王巢松即王抃，字懌民，號巢松，亦為

「太倉十子」。據此自譜，康熙十六年「重陽日」宴集，諸人「各有〈念奴嬌〉詩

餘一首」，上引王詞後調即其一也，理據有二：

一者，王譜「書城先生病卒」，王詞「從叔父增城公時新歿」，皆指一人而

言，即王瑞國也。《梅村家藏藁》卷十六〈別維夏〉：「庾嶺故人猶未別。」原註：

「維夏叔增城公子彥。」
21
《婁水文徵》卷六十三唐孫華〈敕授文林郎廣東增城縣知

縣書城王公墓志銘〉：「公諱瑞國，字子彥，別號書城。世為崑山人，後割隸太倉，

遂為太倉人。⋯⋯易代之後，絕意仕進，惟與奉常煙客王公、僉憲魯岡吳公、宮詹

梅村吳公交誼至篤。⋯⋯公生於前明萬曆庚子二月，終於康熙丁巳九月，年七十有

九。」
22

另者，王譜「是年特設一科」、「闈期在九月」，王詞「白門時舉鄉試」，皆指

一事而言，即康熙十六年九月南京（舊稱白門）所開鄉試也
23
。《清實錄》「康熙十

六年六月」條：「癸丑，禮部題：『前經九卿議准，御史程文彝疏請本年添行鄉試，

今查直隸、江南、浙江三省貢監數多，應各遣官考試，⋯⋯湖廣、江西歸并江南

省，⋯⋯以入場應試人數計算，於十五名中取中舉人一名，不必另取副榜，於本

年九月內考試。』從之。」
24
江南省即南京。《清實錄》「順治二年閏六月」條：「乙

巳，九卿科道會議江南設官因革裁併事宜，⋯⋯彙疏奏入，得旨：『南京著改為江

南省。』」
25
又「順治二年七月」條：「壬子，⋯⋯攝政王多爾袞遺書定國大將軍和碩

豫親王多鐸等曰：『⋯⋯南京著改為江南省。』」
26

20 
〔清〕王抃：《王巢松年譜》（蘇州：蘇州圖書館，1939年），頁 43-44。

21 
吳偉業：《梅村家藏藁》，頁 144。

22 
〔清〕王寶仁：《婁水文徵》（道光十二年有餘齋刊本）。按：「年七十有九」當係「年七十有八」

之訛。張惟驤《疑年錄彙編》卷八：「王子彥，七十九，瑞國。生明萬曆二十八年庚子 (1600)，

卒清康熙十六年丁巳 (1677)。驤案：庚子至丁巳應七十八歲。」收入《叢書集成續編》（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第 259冊，頁 232。又朱彭壽《皇清紀年五表》「康熙十六年」條：

「九月，原任廣東增城縣知縣王瑞國卒，年七十八。」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臺北：文

海出版社，1983年），第 99輯，第 981冊，頁 319。
23 
黃崇蘭《國朝貢舉考略》卷一：「康熙十六年丁巳科鄉試，是歲因軍興，開科有鄉試，無會

試。」收入魯小俊等校註：《貢舉志五種》（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 1086。
24 
《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 4冊，卷 67，頁 862。

25 
同前註，第 3冊，卷 18，頁 164。

26 
同前註，頁 16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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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詞後調之題及註既與王譜所載相扣合，則其必為康熙十六年「重陽日」宴集

作也。據之逆推「二十七年」，則彼前調當作於順治七年 (1650)「重九」，梅村和

詞之撰年宜在稍後不久也。

關於吳詞所寫，靳榮藩《吳詩集覽》卷二十以為「此亦伎館之作，意不在伎而

在友，兼以自詠也」
27
。伎者，蓋王詞所及之「佳人」「女郎馮靜容」也。《眾香詞‧

數集》：「馮湘，字靜容，玉峰銷金橋妓，常乘畫舫泛半塘石湖間。」
28
張雲章《樸

村文集》卷十六〈姜君奉世墓碣銘〉：「名娼馮靜容者色藝傾一時。」
29
另者，《眾香

詞‧數集》「馮湘」條下引「婁水許旭九日」所撰〈念奴嬌‧壬子九日同王維夏浦

甄玉社長馮靜容較書宴集留英閣〉：「清秋三徑，喜吾徒長嘯，悲歌猶昔。半夜芭蕉

窗外響，愁殺梁園賓客。冒雨招朋，開簾出妓，莫遣花狼藉。共凭高閣，儘教痛

飲千石。    漫數落帽風流，吾生誕降，正庚寅之日。白雁南來聲嚦喨，萬里雲迷鄉

國。銀燭光搖，金爐香暖，更美人吹笛，青衫濕透，笑伊終是狂客。」
30
此內「開簾

出妓」、「美人吹笛」云云，亦指馮伎言也。「古人酬和詩，必答其來意」
31
，吳詞既

為「和王維夏詞」，故以「許掾王郎」借指許旭、王昊二人
32
，「和詩當和意」，又以

「搊箏緩唱，翠袖偎人立」複述「玉笙吹徹」之事。

三

《梅村家藏藁》卷二十二〈木蘭花慢‧壽嘉定趙侍御舊巡滇南〉：

仰頭看皓魄，切莫放，酒杯空。記六詔飛書，百蠻馳傳，萬里乘驄。天南碧

雞金馬，把枯棋殘局付兒童。雞黍鹿門高隱，衣冠鶴髮衰翁。　歎干戈滿地

飄蓬，落日數歸鴻。喜歇浦寒潮，練塘新霽，投老從容。菊花滿頭須插，向

27 
吳偉業撰，靳榮藩註：《吳詩集覽》，頁 238。

28 
〔清〕徐樹敏：《眾香詞‧數集》（上海：大東書局，1934年），頁 22。

29 
〔清〕張雲章：《樸村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

175冊，頁 127。
30 
徐樹敏：《眾香詞‧數集》，頁 22。

31 
〔宋〕洪邁：《容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卷 16，頁 210。

32 
《吳詩集覽》卷二十〈念奴嬌〉：「按：許掾，許詢；王郎，王凝之也；此借用。」（頁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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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籬狂笑醉顏紅。高館青尊紅燭，故園黃葉丹楓。33

嘉定趙侍御者，趙洪範也。王輔銘《明練音續集》卷六「趙洪範」條：「洪範，字

元錫，號芝亭。天啟壬戌（天啟二年，1622）進士，授湖廣麻城知縣，擢陝西道監

察御史，巡按雲南。土酋普名聲叛，兩院俱被逮，洪範賴有力者營救得免。居鄉以

醇謹稱。有《西臺疏稿》、《澹叟詩集》。」
34
《（乾隆）嘉定縣志》卷十：「趙洪範，

字元錫，居南城。幼時家極貧，勤學不少輟，登天啟壬戌進士。初令麻城，入為御

史，巡按雲南。未期年，土酋普名聲叛，攻彌勒州，道將無備，棄城宵遁，撫臣王

伉為樞部所劾，有旨逮問，并及洪範下詔獄，尋釋歸。至國朝康熙間沒。」
35
其字

「元錫」，當為「玄錫」之諱，明崇禎九年刻本《簡平子集》卷六〈得孫初陽函問

貽趙玄錫〉可證
36
。

除了「芝亭」、「澹叟」而外，趙氏尚有別號若干。一者澹然居士、古柱下

史，《簡平子集‧敘》：「余髫齔時即受知于簡平先生，今閱三十餘載，余既與時

迕，甘以林泉老矣，先生年踰七十，猶慨然以天下為己任。⋯⋯崇禎丙子（崇禎

九年，1636）清和日，友弟澹然居士趙洪範頓首謹題。」其下鈐有「趙洪範印」、

「古柱下史」兩印
37
。二者芝田，《（光緒）麻城縣志》卷十三：「趙洪範，號芝田，南

直嘉定進士。天啟甲子（天啟四年，1624），任知縣，有惠政，擢御史。」38
傳後附

梅之煥〈送趙芝田明府入覲〉詩二首。此詩亦見《梅中丞遺稿》卷八
39
，原係三首，

當作於趙氏自麻城「入為御史」之時。

趙氏所撰《西臺疏稿》，亦作《趙芝亭疏稿》，已燬。《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卷

九百九十七「應銷燬書籍總檔」條：「《趙芝亭疏稿》，一本。係明御史趙洪範撰。

因多明末奏章，語有干礙，應燬。」
40
其《澹叟詩集》似亦不傳，《明練音續集》卷

33 
吳偉業：《梅村家藏藁》，頁 162。

34 
〔清〕王輔銘：《明練音續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

第 395冊，頁 381。
35 
〔清〕程國棟：《（乾隆）嘉定縣志》（乾隆七年刻本）。

36 
〔明〕王道通：《簡平子集》，收入《天津圖書館孤本秘籍叢書》（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

複製中心，1999年），第 12冊，頁 744。
37 
同前註，頁 686-687。

38 
〔清〕陸佑勤：《（光緒）麻城縣志》（光緒三十年刻本）。

39 
〔明〕梅之煥：《梅中丞遺稿》，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5輯，第 25冊，頁 314-315。

4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下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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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錄其〈首春王研存諸同人社集小樓喜雨限韻〉一詩，或為其僅存之作耶。其云：

「生來懶骨髩初星，竹杖芒鞋倚石屏。洛叟來題喜雨閣，橘仙對弈爛柯亭。尊前酒

滿初浮白，市上春回未踏青。是處逍遙知有伴，不煩更讀漆園經。」
41
王研存，即王

泰際，行實可參《明練音續集》卷六
42
、《明遺民錄》卷八

43
。

關於吳詞，靳榮藩《吳詩集覽》卷二十以為「前段從滇南點染，後段從嘉定

點染」
44
。鶴谿公〈練川雜詠〉十六：「天然壘石擬南垣，黃葉青楓想舊園。勝地而

今消歇盡，祗留老圃倚柴門。（侍御趙洪範園亭壘石，相傳為張南垣所築，在南

城。《吳梅邨集‧木蘭花慢》壽侍御云：『高館清尊紅燭，故園黃葉丹楓。』今廢為

畦。）」
45
鶴谿公，即王鳴韶。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四十八〈鶴谿子墓誌銘〉：

「鶴谿子姓王氏，名鳴韶，字鶚起，有薄田在太倉之鶴瀝，因自號鶴谿子，外舅虛

亭先生之次子，而西莊光祿之弟也。」
46
王氏敘說〈練川雜詠〉之緣起云：「家兄向

有〈練川雜詠〉六十首，錢竹汀學士次韻和之，極為博雅。余於戊子之秋復採集

雜事續和若干首，亦可少補志乘之略。惟見聞淺陋，詞句鄙俚，不堪步兩先生後

塵耳。」
47
此云「亦可少補志乘之略」，則其採集之事當為有憑據者，因知吳詞所謂

「鹿門」、「高館」、「故園」即趙洪範在嘉定之「園亭」，而非泛稱。《（光緒）嘉定

縣志》卷三十：「趙氏園，一在學南，趙洪範闢，園中壘石相傳出張南垣手。⋯⋯

張慶孫〈和范潞公太史寓趙侍御園亭〉：『小築成佳勝，憑臨結構工。覷闌紛玉樹，

照水炫珠宮。柳翠輕煙裊，苔靑細雨濛。鳥從石竇出，人自板橋通。寘酒邀林月，

揮絃趁竹風。避喧身伴鶴，談俠氣蒸虹。徑曲行防仄，坡危立駭空。倣圖勞點染，

搘覽起頹癃。雪夜尋梅白，晴秋寫葉紅。遐觀思島嶼，幽訪夢崆峒。情繫千巖裏，

1742。
41 
王輔銘：《明練音續集》，頁 381。

42 
同前註，頁 386。

43 
孫靜庵：《明遺民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 64。

44 
吳偉業撰，靳榮藩註：《吳詩集覽》，頁 239。

45 
〔清〕鶴谿公：〈練川雜詠〉（民國九年《先澤殘存》本），胡曉明編：《江南家族文學叢編‧上海

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年），下冊，頁 10。
46 
〔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收入《嘉定錢大昕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
9冊，頁 795。

47 
鶴谿公：〈練川雜詠〉，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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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間一壑中。翛然娛永日，擬作浣花翁。』」
48
范潞公，即范光文，其詩待考。

又吳詞內「萬里乘驄」四字，乃切趙氏陝西道監察御史之身分。《古今類書

纂要》卷五：「十三道：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廣、陝西、山東、山西、廣

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監察御史，俱正七品。⋯⋯『驄馬』，漢桓典為御史

官者，執政無所回忌，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止，避驄馬御

史。』」
49
姚希孟《文遠集》卷十九〈趙侍御芝亭〉「驄車所至，山岳震搖」

50
、《明練音

續集》卷六侯峒曾〈秦淮水閣同趙芝亭侍御〉「暫陪驄馬亦佳哉」
51
、卷七強公室〈贈

趙芝亭侍御〉「繡衣曾控玉驄回」
52
皆同。其中，姚文「山岳震搖」、強詩「繡衣」

亦係御史之典，詳參《古今類書纂要》卷五
53
。

四

《梅村家藏藁》卷二十二〈滿江紅‧壽顧吏部松交五十〉：

拂袖歸來，閑管領、煙霞除目。算得是、與人無競，高飛黃鵠。眼底羊腸逢

九坂，天邊鰐浪愁千斛。脫身時、還剩辟疆園，浮生足。　樽酒在，殘書

讀。拳石小，滄州綠。有風亭月榭，醉彈絲竹。嫩蘀雨抽堂下筍，蒼皮霜洗

窗前木。倩丹青、寫出虎頭癡，山公屋。54

顧松交即顧予咸。韓菼《有懷堂文藁》卷二十〈吏部考功司員外郎顧先生墓表〉：

「先生顧氏，諱予咸，字小阮，松交其號。長洲人。順治丁亥進士，⋯⋯始為寧晉

知縣，⋯⋯調知浙之山陰，⋯⋯舉卓異，當內擢，以催科不及格竟寢。又三年復舉

卓異第一，乃擢刑部主事。母憂服闋補官，調禮部，尋選授吏部，轉考功司員外

48 
〔清〕程其玨：《（光緒）嘉定縣志》，收入《上海府縣志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

年），第 8冊，頁 619。
49 
〔明〕璩崑玉：《古今類書纂要》，收入長澤規矩也編：《和刻本類書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0年），第 5輯，頁 339。
50 
〔明〕姚希孟：《文遠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

179冊，頁 533。
51 
王輔銘：《明練音續集》，頁 381。

52 
同前註，頁 413。

53 
璩崑玉：《古今類書纂要》，頁 339。

54 
吳偉業：《梅村家藏藁》，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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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移疾歸。」
55
另據北京圖書館藏《唯亭顧氏家譜》，顧氏生於明萬曆四十一

年 (1613)十月初四日 56
，則梅村之「壽顧吏部松交五十」當在康熙元年 (1662)十月

前後。

關於吳詞，程穆衡、楊學沆《吳梅村詩集箋註》以為「詞中有『眼底羊腸』、

『天邊鰐浪』，當在其繫獄落職以後也」
57
，靳榮藩《吳詩集覽》卷二十亦謂「前段寫

其脫險」
58
，綜計顧氏一生所遇之險，要者有二，一為哭廟案，一為奏銷案。「康熙六

年丁未春三月松交予咸自紀」《雅園居士自敘》內云：

〔順治〕十八年辛丑春正月，世祖上賓，敷天同痛。哀詔至，撫司集紳士哭

臨。會有吳令某私盜漕米，易值以媚撫。諸生某某職踐更者不能平，因訐令

諸不法事。撫某疑薦紳與其謀，諸生又以事不白，奔哭孔廟。吳中故習：諸

生事不得直，即作〈卷堂文〉，以儒冠裂之夫子廟廷，名曰「哭廟」。撫未

之前聞，張皇摭拾，糾諸生驚大行、抗國賦，言言皆反側所為，密以聞，

舉朝大震，廷議遣滿部堂按狀。撫恐得實，謀所以自全，因密屬推究，指使

預謀者，意屬於余。滿堂諾之，撫遂先檄監司某，具諸生獄。……生首舉

余以對，乃不更問，即檄道府逮余，……邏騎促余入滿城，……及至會訊

之門，……余因問送揭之事誰首之，薛生曰：「揭出我手，先生不閱，委諸

地，我必以白先生，即死不累。」……司官先鞫薛生，唐生、馮生，相繼受

刑，皆無所供。……又訊，盡刑諸生，哀號淒惻，余痛若身受。……又提

訊，……自是不復訊，不知其竟以大逆定獄詞也，……坐余以指使之律，律

繯首，而諸生十八人皆立斬。……有銓司共事賀姓，手持片紙至獄，呼七八

囚以往。頃之，賀又來，朗然呼余名，余應之曰：「刑乎？」曰：「否。」出

見諸僕羅拜道左，淚盈眸，前語曰：「得生矣。」至訊所，賀先以前呼七八

人往，各受杖，移時乃為余解鐵索，傳諭之曰：「奉旨，以汝為本朝官，逆

生送揭不看，無他志，釋爾罪，復爾官，毋忽。」咸北向九叩頭，東向長揖

55 
〔清〕韓菼：《有懷堂文藁》，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45冊，頁 593。

56 
陸林：〈金聖嘆與長洲唯亭顧氏交遊考─兼論顧予咸與清初三大史獄之關係〉，《藝術百家》，

2002年第 2期，頁 73。
57 
〔清〕程穆衡、楊學沆：《吳梅村詩集箋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下冊，頁 875。

58 
吳偉業撰，靳榮藩註：《吳詩集覽》，頁 23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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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以出。59

在哭廟案內，顧氏「以獄詞牽連，陷於縲絏者幾三月，時值盛暑，積汗成膏，瘀血

成腐，頸肉與鐵索幾於膠結不分，事雖終白，所罹無妄之災亦甚矣」
60
，「禍甫脫，復

以抗糧之罪加三吳，盡上紳士之逋豪末者，請皆廢斥，而仕籍學校為之一空」
61
，「顧

予咸之不坐哭廟被絞，卒坐奏銷落職」
62
，故吳詞云「拂袖歸來」、「煙霞除目」。

顧氏落職歸里之後，「傾城求見，雅園三徑肩相摩趾相錯也」
63
。雅園者，即顧

氏所築之園居。《（同治）蘇州府志》卷四十六：「榿林小隱，在史家巷，考功郎顧

予咸所居。其東偏曰雅園，水木渟泓。南池、遺意亭尤幽勝，類山居。考功自記

云：『里中有曠土，俗呼野園，余拮据數年，粗成小築，易「野」為「雅」，從吳

語也。』」
64
顧震濤《吳門表隱》卷四：「雅園即榿林小隱，在史家巷，顧吏部予咸

所構。今僅存一池一阜，中有爽致軒（金聖嘆書）。又有八景曰：虹橋春漲、綠沼

荷香、明致桐陰、臥雲石壁、渚閣朝烟、荷亭晚霽、爽軒叢桂、曲徑寒梅。顧廣文

舜年有八咏詩。」
65
吳詞「還剩辟疆園」一句，即用典以言之。范成大《吳郡志》

卷十四：「晉辟疆園，自西晉以來傳之。池館林泉之勝，號吳中第一。辟疆姓顧

氏。晉唐人題詠甚多，⋯⋯今莫知遺跡所在。」
66
顧震濤《吳門表隱》卷二：「辟疆

園，⋯⋯志載失考，實在西美巷中，郡署東偏。」
67
曾畹《曾庭聞詩》卷四〈贈顧松

交吏部〉內之「吳下名園數辟疆」
68
亦用之也。

吳詞之下闋從「還剩辟疆園」而推衍之，詳述顧氏園林之趣、詩酒之樂。《（民

國）吳縣志》卷三十九引褚篆〈依園記〉：

59 
〔清〕顧予咸：《雅園居士自敘》，收入《叢書集成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第 25

冊，頁 161-162。
60 
〔清〕顧柏年：《雅園居士自敘‧附跋》，頁 164。

61 
顧予咸：《雅園居士自敘》，頁 162。

62 
孟森：〈奏銷案〉，《心史叢刊》（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3年），頁 32。

63 
〔清〕顧用霖：《雅園居士自敘‧附跋》，頁 163。

64 
〔清〕李銘皖：《（同治）蘇州府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

出版社，1991年），第 7輯，頁 368。
65 
〔清〕顧震濤：《吳門表隱》（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 45。

66 
〔宋〕范成大：《吳郡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 185。

67 
顧震濤：《吳門表隱》，頁 21。

68 
〔清〕曾畹：《曾庭聞詩》，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66冊，頁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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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吳鄉先生以風雅自命，饒園林詩酒之樂者，惟考功雅園顧公為最著。在昔

春秋佳日，予時相過從，引壺觴，弄筆墨，友朋暢聚，幾不辨執牛耳為誰

也。考功沒，其風寖衰。不二十年，季子迂客復築別墅於閭邱坊南，揮金

結客，邑之宿老詩翁及四方騷人韻士，畢延而置之座上，一時詩酒留連之

盛，品竹彈絲之勝，聲噪大江南北，顏之曰依園，蓋其地與考功雅園相依

也，……仿佛玉山金粟遺風，與雅園賓從，殆先後焉。69

不過，吳詞、褚記所及園林之趣、詩酒之樂，終究不免皮相，蓋哭廟及奏銷兩案之

後，「仕宦幾成畏途，雖有園圃池臺足以樂志餘年，而痛定思痛，卒不能釋然於懷

抱也」
70
，此在《雅園居士自敘》之內已有備述，可參閱之。

五

《梅村家藏藁》卷二十二〈風流子‧為鹿城李三一壽〉：

青山當戶牖，秋光霽，明月倒壺觴。羡金粟道人，草堂松竹，青蓮居士，藜

閣文章。傳家久，朱門開累葉，畫省付諸郎。綠酒黃花，淵明高臥，紅顏白

髮，樊素新妝。　登高頻回首，江南舊恨在，鐵笛滄浪。十載故園兵火，三

徑都荒。待山園再葺，讀書萬卷，湖田晚熟，縱博千場。老子婆娑不淺，盡

意疏狂。71

靳榮藩《吳詩集覽》卷二十評之曰：「前段敘三一家門之盛，後段指現在情事。」
72

考相關史料，李氏之世系表當作：

可衛（字爾公）

棠（字述卿）→同芳（字濟美）→胤昌（字文長）
73
→孟函（字三一）

可汧（字賓侯）

《（道光）崑新兩縣志》卷二十八：「李棠，字述卿。⋯⋯少業儒，因病輟業，習醫

69 
曹允源：《（民國）吳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第 11輯，頁 621。

70 
〔清〕褚篆：《雅園居士自敘‧附跋》，頁 164。

71 
吳偉業：《梅村家藏藁》，頁 163。

72 
吳偉業撰，靳榮藩註：《吳詩集覽》，頁 241。

73 
胤昌，史籍多作「允昌」，乃避諱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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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家貧，好施予，多儲藥以活貧者。⋯⋯邑舉鄉飲，不赴，卒，年七十八。子同

芳。」
74
又卷二十一：

李同芳，字濟美。萬曆庚辰舉禮部第二人，成進士，授刑部主事，遷禮部，

歷員外，典乙酉湖廣試，進郎中。……出為浙江提學副使。絕造請，精藻

鑑，所拔多名士。陞湖廣荊南道參政，……陞貴州按察使，……改廣東參

政，再進按察使，……陞山東右布政使，……擢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旋里後杜門卻埽，寂如寒素。……卒，年八十餘，贈工部右侍郎，予祭葬。

子胤昌。75

又卷二十五：

李允昌，字文長。同芳長子。萬曆庚子領鄉薦第一。辛丑成進士，選庶吉

士，授編修。丁未分校禮闈，得士李光斗冠房。壬子主楚試。……父歿，時

允昌已五十二，哀毀過常，遂卒。長子孟函，字三一，以恩蔭中崇禎己卯副

貢。好古樂善，邑中稱長者，選錢塘知縣，未任，卒。子可衛、可汧。76

徐乾學《憺園文集》卷二十八〈湖廣按察司提學僉事候補布政使司參議元仗李公墓

志銘〉：「公諱可汧，字賓侯，又字元仗，別號處厚。世為崑山望族。高祖諱某，贈

某官。曾祖諱騰芳，明萬曆庚辰進士，累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贈工部

左侍郎。祖諱胤昌，萬曆辛丑進士，翰林院編修。父諱孟函，崇禎己卯副榜貢生，

候選知縣，贈刑部山東清吏司郎中。」
77
此處所及之「高祖諱某」當即李棠，「騰

芳」或係「同芳」之訛。

吳詞「金粟道人，草堂松竹」兩句，《明史》卷二八五〈顧德輝傳〉：「顧德

輝，字仲瑛，崑山人。家世素封，輕財結客，豪宕自喜。年三十，始折節讀書，

購古書、名畫、彝鼎、祕玩，築別業於茜涇西，曰玉山佳處，晨夕與客置酒賦詩其

中。⋯⋯園池亭榭之盛，⋯⋯冠絕一時。⋯⋯自號金粟道人。」
78
此借「金粟道人」

顧德輝之「草堂松竹」，以美李棠之城南精舍也。考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卷 

74 
〔清〕張鴻：《（道光）崑新兩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第 15輯，頁

433。
75 
同前註，頁 311。

76 
同前註，頁 383。

77 
〔清〕徐乾學：《憺園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412冊，頁 671。

78 
〔清〕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 24冊，頁 7325-7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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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六〈懷石李翁墓表〉：

李氏之先為崑山人，而業儒。高帝時，崑山之占儒籍者首盧氏，而李為第六

家，時以比故中原盧、李二姓云。有光祿丞某者，生七子，……又次為蘭石

公某，饒陰德，應鄉飲賓。有二子，而翁其季也，諱棠，字某，少治經術，

有聲，而奪於病，弗竟就，因傍曉軒岐家言，不復稱仕進矣，而郡邑之習經

術者爭延而致之塾。……有子同芳，其治經精甚，又工屬文，教授諸弟子，

所薦十倍於翁時。翁乃徙居城南，築精舍，雜蒔卉竹環之，稍稍斥買古圖

籍，釀清酤，不復別擇，客至則留與樂飲，讙笑窮旦夕。79

「青蓮居士，藜閣文章」，蔣一葵《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六：「李白嘗至湖州，司馬

問白何人。白以詩答曰：『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四十春。湖州司馬如相問，

金粟如來是後身。』（白居蜀青蓮鄉，故號青蓮居士。）」
80
孫星衍《三輔黃圖》卷六

「天祿閣」條：「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

杖，叩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煙然，因以見向，授五行洪範之

文。⋯⋯至曙而去，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

下而觀焉。』」
81
此借李白與劉向之典，以喻李同芳、李胤昌之博學善文也。張溥

《七錄齋文集近稿》卷三〈李爾公槀序〉：「爾公大父學士、王大父中丞兩公文學貴

顯，世所師事。」
82
李爾公（李可衛）之「大父學士、王大父中丞」即李同芳、李胤

昌也。又張大復《明人列傳稿》「李同芳」條：「讀書一覽都盡，無所遺失。弱冠，

馳聲黌校間，雅自負，然莫能窺其際。戊辰，用天子覃恩，貢入太學，名高兩都，

爭幣聘經人師。⋯⋯庚辰，舉禮部試第二人，授刑部主事。」
83
又「李胤昌」條：

以力學起家，掇巍科，……而公負可兼千人之資，漱潤咀英，落筆五色，雅

為楚黃樊孝介先生所器重。庚子，秋試，卷為西浙徐公可求所得，遂解南

服，徐頗自詫廬陵、眉山無能遠過。比國門懸書，而天下士盡推公，固是出

79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收入《明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第 153

輯，頁 707-709。
80 
〔明〕蔣一葵：《堯山堂外紀》，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194冊，頁 245。

81 
〔清〕孫星衍：《三輔黃圖》（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年），頁 47。

82 
〔明〕張溥：《七錄齋文集近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87冊，頁 325。

83 
〔明〕張大復：《明人列傳稿》，收入《中國史學叢書三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年），第
3輯，頁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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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之青也。時中丞方赍捧在京師，公上春官試，遇中丞，逆旅商校元牘，執

手珍重而去。明年辛丑，中禮部試，選改庶常。癸卯，授編修。當是時寧

波、歸德、山陰同在政府，稍立異同，有所屬草，皆以諮編修。編修放筆滾

滾，無弗當政府旨者，然亦時有補捄，政府各退語其客：「李編修非獨詞臣

之冠，他日國體端有賴焉。」……編修明經術，所著書甚多，稿留邸第者殆

可十人舉之，惜不盡傳於世。然而《導欵》一書，駸駸與蘇氏《易傳》爭烈

矣。84

「傳家久，朱門開累葉，畫省付諸郎」，即寄望李可衛、李可汧伯仲之顯達也。

《（光緒）崑新兩縣續修合志》卷三十一：「李可汧，⋯⋯工詩古文，吐納風流，兼

曉音律。明崇禎己卯，以郡諸生領鄉薦。順治乙未，成進士，授行人，遷刑部主

事。⋯⋯擢湖廣提學僉事。⋯⋯兄可衛，字爾公。能詩文，入復社。」
85
張溥《七

錄齋文集近稿》卷二〈五經註疏大全合纂序〉：「鹿城李爾公可衛，世家子，好學

尚經術。」
86
潘道根《崑山名家詩人小傳》卷一「李可衛」條：「可衛，字爾公，

號養拙。明山東巡撫同芳曾孫。大父允昌，翰林院編修。父孟函，副貢生，選錢

塘知縣。可衛由廩生蔭入太學生，有聲復社，通星學及堪輿術。⋯⋯著有《遐齋

稿》。」
87
又「李可汧」條：「可汧，字元仗，初名開鄴，字賓侯，號處厚。明季，領

鄉薦。順治乙未，成進士，為刑部主事。⋯⋯性恬退，與葉方藹躋顯位，可汧擢湖

廣僉事，提督學政，以內艱歸，不復出。所著詩有《花藂集》。」
88

通過以上對吳詞古典與今典之箋釋，不難看出李氏「家門之盛」。而「故園兵

火」句，所指乃順治二年之崑山大屠也。《研堂見聞雜記》：「城竟破，殺戮一空，

其逃出城門踐溺死者，婦女嬰孩無算。崑山頂上僧寮中匿婦女千人，小兒一聲，搜

戮殆盡，血流奔瀉，如澗水暴下。兩邑之慘，惟崑為甚。」
89
如吳詞之「十載」乃實

84 
同前註，頁 305-307。

85 
〔清〕金吳瀾：《（光緒）崑新兩縣續修合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第 16

輯，頁 517。
86 
張溥：《七錄齋文集近稿》，頁 288。

87 
〔清〕潘道根：《崑山名家詩人小傳》，收入《上海圖書館未刊古籍稿本》（上海：復旦大學出版

社，2008年），第 17冊，頁 40-41。
88 
同前註，頁 52。

89 
〔清〕王家楨：《研堂見聞雜記》，收入《明清史料叢書八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

年），第 6冊，頁 35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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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則其之作於順治十二年或可推知。是年，李氏仲子可汧「成進士」，故吳詞

有「傳家久，朱門開累葉，畫省付諸郎」之謂。

六

《梅村家藏藁》卷二十二〈沁園春‧贈柳敬亭〉：

客也何為，十八之年，天涯放游。正高談拄頰，淳于曼倩，新知抵掌，劇孟

曹丘。楚漢縱橫，陳隋游戲，舌在荒唐一笑收。誰真假，笑儒生誑世，定本

春秋。　眼中幾許王侯，記珠履三千宴畫樓，歎伏波歌舞，淒涼東市，征南

士馬，慟哭西州。只有敬亭，依然此柳，雨打風吹絮滿頭。關心處，且追陪

少壯，莫話閒愁。90

「十八之年」，《瑤華集》卷十七作「八十之年」
91
，兩者似皆有可通處。一者，《梅村

家藏藁》卷五十二〈柳敬亭傳〉：「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蓋曹姓。年十五，獷悍

無賴，名已在捕中，走之盱眙，困甚，挾稗官一冊，非所習也，耳剽久，妄以其意

抵掌盱眙市，則已傾其市人。好博，所得亦緣手盡，有老人日為醵百錢，從寄食，

久之，過江，⋯⋯之揚州，之杭，之吳，⋯⋯之金陵。」
92
沈龍翔〈柳敬亭傳〉：「李

公三才開府泰州，緝地方不法，長吏以逢春應，時十七八歲一惡少耳。開府輕其

罪，乃出亡，之泰興，傭於某。久之意不樂，遂去。遊四方，至寧國，醉臥敬亭

山下，垂柳拂其身，遂慨然曰：『吾今姓柳矣，即號敬亭可乎？』於是名逢春，號

敬亭焉。」
93
據之可言柳氏「十八之年，天涯放游」。二者，汪懋麟《百尺梧桐閣詩

集》卷八〈柳敬亭說書行〉：「吳陵有老年八十，白髮數莖而已矣。⋯⋯盛名一時走

南北，敬亭其字柳其氏。⋯⋯老去流落江左間，⋯⋯長安客舍忽相見，龍鍾一老胡

來此？翦鐙為我說齊諧，壯如擊筑歌燕市。」
94
龔鼎孳《定山堂詩集》卷四十三〈和

90 
吳偉業：《梅村家藏藁》，頁 163。

91 
〔清〕蔣景祁：《瑤華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 1019。

92 
吳偉業：《梅村家藏藁》，頁 282。

93 
〔清〕沈龍翔：〈柳敬亭傳〉，《江蘇文史資料》（泰州：泰州人民印刷廠，1995年），第 87輯，頁

125。
94 
〔清〕汪懋麟：《百尺梧桐閣詩集》，收入《百尺梧桐閣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中冊，頁 822-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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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澹餘少宗伯贈柳叟敬亭四絕句〉其一：「金臺易水風蕭瑟，銅翟摩挲晚自憐。七

十九年纔入雒，天留遺老話遺編。」
95
此亦可言柳氏「八十之年，天涯放游」。然竊

以為「八十之年」於義更長，蓋吳詞之「客也何為」、「天涯放游」正與汪詩「龍

鍾一老胡來此」相仿佛也。

「眼中幾許王侯，記珠履三千宴畫樓」，《史記》卷七十八〈春申君傳〉：「春申

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春申君既相楚，⋯⋯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

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

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96
此指柳氏嘗

在王侯縉紳宴飲之所奏技。《梅村家藏藁》卷五十二〈柳敬亭傳〉：「與人談，初不

甚諧謔，徐舉一往事相酬答，澹辭雅對，一坐傾靡。諸公以此重之，亦不盡以其技

彊也。當是時，士大夫避寇南下，僑金陵者萬家。大司馬吳橋范公以憂兵開府，名

好士，相國何文端闔門避造請，兩家引生為上客。」
97
黃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十

〈柳敬亭傳〉：「之揚，之杭，之金陵，名達于縉紳間，華堂旅會，閒亭獨坐，争延

之使奏其技，無不當於心稱善也。」
98
「華堂旅會」云云，正切「宴畫樓」之意。

「伏波歌舞，淒涼東市」，《後漢書》卷二十四〈馬援列傳〉：「馬援字文淵，扶

風茂陵人也。⋯⋯又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

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為王。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南擊交

阯。」
99
此以「馬伏波」切馬逢知。余懷《板橋雜記》：「柳敬亭，⋯⋯善說書，⋯⋯

酒酣以往，擊節悲吟，傾靡四座。蓋優孟、東方曼倩之流也。後入左寧南幕府，出

入兵間。寧南亡敗，又遊松江馬提督軍中，鬱鬱不得志。」
100
俞樾《茶香室三鈔》

卷四「柳敬亭晚為蔡襄敏客」條：「吳梅村作〈楚兩生行〉，亦止言柳生近客於雲

間帥。雲間帥即馬提督逢知也。」
101
董含《三岡識略》卷三「馬鎮圖逆」條：「馬逢

95 
〔清〕龔鼎孳：《定山堂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403冊，頁 255。

96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 7冊，頁 2387-2395。

97 
吳偉業：《梅村家藏藁》，頁 282。

98 
〔清〕黃宗羲：《南雷文定》（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年），頁 164。

99 
〔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 3冊，頁 827-838。

100 
〔清〕余懷：《板橋雜記》，收入《余懷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 432。

101 
〔清〕俞樾：《茶香室三鈔》，收入《茶香室叢鈔》（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 3冊，頁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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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初名進寶，起家群盜。由浙移鎮雲間。性貪橫，自奉僭侈。⋯⋯時海寇未靖，

逢知密使往來，江上之變，先期約降，要封王爵，反形大露。事定，科臣成公肇毅

特疏糾之。朝廷恐生他變，下溫旨徵之，繫若盧，妻女發配象奴。未幾，與二子伏

鑕東市。」
102

「征南士馬，慟哭西州」，《晉書》卷七十九〈謝安傳〉：「謝安字安石，⋯⋯時

會稽王道子專權，⋯⋯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

深自慨失，⋯⋯尋薨，時年六十六。⋯⋯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為安所愛

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

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頌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

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103
此以「征南」切左良玉。《明史》卷二七三〈左

良玉傳〉：「左良玉，字崑山，臨清人。⋯⋯〔崇禎〕十七年三月，詔封良玉為寧南

伯。⋯⋯福王立，晉良玉為侯。」
104
黃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十〈柳敬亭傳〉：

甯南南下，皖帥欲結歡甯南，致敬亭于幕府。甯南以為相見之晚，使參機

密，軍中亦不敢以說書目敬亭。甯南不知書，所有文檄，幕下儒生設意修

詞，援古證今，極力為之，甯南皆不悅，而敬亭耳剽口熟，從委巷活套中來

者，無不與甯南意合。嘗奉命至金陵，是時朝中皆畏甯南，聞其使人來，

莫不傾動加禮，宰執以下，俱使之南面上坐，稱柳將軍，敬亭亦無所不安

也。105

左良玉對柳氏有知遇之恩，故其歿後柳氏頗有羊曇之悲。《梅村家藏藁》卷五十二

〈柳敬亭傳〉：「復來吳中，每被酒，嘗為人說故甯南時事，則欷歔灑泣。」
106
陳維崧

《湖海樓詩集》卷二〈贈柳敬亭〉其一：「憶昔孤軍鄂渚秋，武昌城北戰雲愁。如今

衰白誰相問，獨對西風哭故侯（指寧南侯也）。」
107

以上是筆者針對梅村個別詞什所發表的臆見，僅供參考，內中如有掛一漏萬，

102 
〔清〕董含：《三岡識略》，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4輯，第 29冊，頁 654。

103 
〔唐〕房玄齡：《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 7冊，頁 2072-2077。

104 
張廷玉：《明史》，第 23冊，頁 6987-6997。

105 
黃宗羲：《南雷文定》，頁 164。

106 
吳偉業：《梅村家藏藁》，頁 283。

107 
〔清〕陳維崧：《湖海樓詩集》，收入《陳維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上冊，頁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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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或求之過深而轉致穿鑿處，還祈讀者正之為幸。惟梅村之詞什多至百闋，其中大

多可作深入之探微或詳審之徵實，筆者學殖荒落，力不能逮，是所望於博雅君子者

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