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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延伸思考 
 

    有清一代詞學蓬勃發展，顯見其中興之態，清人治詞者已有此言1，近代研

究清詞者對此現象亦多所描述2。可惜就研究狀況而論，長久以來並未得以開展，

且焦點主要仍集中於名家生平與作品，如納蘭性德等3。這並不代表其他詞家沒

有研究價值，細究其因，一方面在於文學史著作基於篇幅，無法較全面地觀照，

研究者對其他詞家自然也相對陌生。另一方面，清代詞家作品在歷代中數量最

富，然無文本，便沒有研究基礎，早期雖有葉恭綽《全清詞鈔》以及陳乃乾《清

名家詞》作為憑藉，但仍有待全編性文本《全清詞》之編纂，方能提供清詞研究

更有利的支撐，目前《全清詞》出版者雖僅有《順康卷》二十冊與《雍乾卷》二

冊，亦已提供研究者極多新資料，因此近年來清詞研究已有漸盛之勢。 

    此時，必須提問的是：既然已有文本作為研究對象，除了個別詞人的研究之

外，是否還能拓展詞學研究的廣度？近年來女性、地域、群體、選集等議題跨領

域地進入研究視角，無疑厚實了清詞的肌理。這些議題之間並非全然無關，如群

體包含家族、友朋，甚至師生，而女性詞人經常隱而不顯地出現於其父其夫之別

集後，是整體家族研究之一環，甚至清代也出現輯錄女性詞人作品，甚或以女性

為編纂者的選集，彼此環環相扣、密不可分。故以群體之交遊為脈絡考察，由點

而線、聚線成面，當有助於廓清清代詞學的面貌。將研究視角放置在群體的架構

中，可以避免只將視線投注於名家與領袖身上，如雲間三子、陳維崧、朱彝尊、

厲鶚、張惠言、周濟、晚清四大家等人，討論文章已連篇累牘、不可勝數，這些

扛鼎人物的確具備高度重要性，個人的領袖魅力也確實不容忽視，但有許多文學

史或詞史未曾提及的詞家，也活動於當時的詞學場域，針對群體之間的往來以及

                                                 
1 如杜文瀾在《憩園詞話》卷一便清楚指出「我朝振興詞學，國初諸老輩，能矯明詞萎靡之失，

鑄為偉辭。」又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三引凌廷堪之語：「我朝斯道復興，若嚴蓀友、

李秋錦、彭羨門、曹升六…………然風氣初開，音律不無小乖，詞意微帶豪艷，不脫草堂前明習

染。」可見清人已注意到詞學於當時的發展隱有駸駸乎上之象。上列詞論皆引自《詞話叢編》（北

京：中華書局，2005 年 2 版 5 刷），分見頁 2582、3510。 
2 如葉恭綽於《全清詞鈔‧序》中說道：「往年我同友人論清代學術，曾認為清一代的詞，越過

明代。………後來拿這話請教文廷式、朱祖謀兩先生，皆頗以為然。文先生曾說過，詞的境界到

清朝方始開拓………朱先生也曾對我說，清詞獨到之處，雖宋人也未必能及。」當然這些意見可

能有個人主觀的看法，但也能明確看出當時這些詞學大家均以清為詞學中興之朝代。參見《全清

詞鈔‧序》（北京：中華書局，1982 年），頁 1。吳梅亦有「清詞則中興時也」之語，見氏著：《詞

學通論》（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5 年），頁 107。相關論述尚有不少，此不贅言。 
3 如以論文發表數量作為觀察，則以崔海正編，朱惠國、劉明玉著之《明清詞研究史稿》所整理

的情況可知，如陳維崧、朱彝尊、納蘭性德等詞家一直是熱門的研究重點。而根據林玫儀師所編

之《詞學論著總目 1901~1992》所載，研究清代詞家與作品者多集中在吳偉業等三十餘家，可見

清代詞學尚存許多有待開發的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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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的活動，或可指出文學領袖何以能主導風騷的背景。因此，詞派與群體研究

引發了筆者的興趣。 

    綜觀目前清代詞學流派之研究，不少學者認為明末雲間詞派是清詞復興之契

機4，相關討論之篇章已有相當數量。此外，浙、常二派向來為學界研究的焦點5，

然而除此之外，清代詞派尚有許多主題值得研究，近年來研究者的目光也逐漸開

展至之前未被注意的詞派與群體，並紛紛致力於建構其體系與核心概念。如吳熊

和先生及其指導的研究生近年來對於柳州詞派、西陵詞派，以及浙西詞派的前身

──梅里一地的詞人群體作了清楚的梳理6，對於一個詞派理論的承衍與分化，

                                                 
4 如嚴迪昌先生於《清詞史》第一章〈雲間詞派及其餘韻流響〉便提出相關看法，參見氏著：《清

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年），頁 12-13。劉勇剛以雲間詞派為「開啟清詞中興之局，

可稱明清詞運的轉捩點」，並以為雲間詞派「意內言外」的寄託說對常州詞派有所啟發。見氏著：

〈明末詞運的轉移與清詞中興之契機──雲間詞派新論〉，《懷化學院學報》25 卷 1 期，2006 年

1 月，頁 130-134。張宏生亦認為雲間詞派為出現最早，並對清初詞風的轉捩有著重大影響的文

學流派，詳參《清代詞學的建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年），頁 140。不過筆者以為雲

間詞派對繼起之陽羨詞派的影響似乎並不明顯，中間缺少更多可扣合的環節，雖然陳美朱曾提出

陳子龍與陳維崧之師承關係，但哀感頑艷、纏綿低回的詞風在清初頗為流行，可能更普遍地受到

花間詞風的影響，是否真與陳子龍有如此緊密的連結，恐有待商榷。陳美朱的說法見氏著：《明

末清初詩詞正變觀研究──以二陳、王、朱為對象之考察》（台北：花木蘭文化出版社，2007 年），

頁 23。而鄒祗謨《遠志齋詞衷》引王士禛之言，將陳維崧視為雲間派的「登堂入室者」，作為陳

子龍之門人，陳維崧與蔣平階的詞學觀有所不同。陳子龍對詞的審美要求可以推至北宋，確立雲

間詞派理論者卻是蔣平階師徒於《支機集》凡例所倡，以為入宋便開元曲，此語曾引來王士禛的

批評，到底宋詞在雲間詞派的地位如何，作為奠基者的陳子龍與理論確立者的蔣平階意見頗見不

同，如此一來雲間詞派的成員就還有斟酌的空間，此亦提供吾人思考詞派與群體之關係一個重要

的起點。陳維崧究竟如何從雲間詞風所主張的「穠纖婉麗」轉變到陽羨詞派所特有的豪邁風格，

應可從其壯年時期的經歷略見端倪。陳子龍死於順治四年，而陳維崧在〈任植齋詞序〉中提到「憶

在庚寅、辛卯間，與常州鄒、董游也………方其時，天下填詞家尚少」，辛卯為順治八年，距離

其師陳子龍之故不過四年，若陳維崧在填詞方面受到陳子龍的影響這麼大，在天下填詞家尚少的

當下，所填之詞怎會更接近蔣平階所倡之論點？其中當有可進一步挖掘處。陳維崧之語轉引自陸

勇強：《陳維崧年譜》（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年），頁 82。 
5 僅就中國期刊網檢索，輸入關鍵字查詢篇名有「常州詞」的篇章，從 1994-2007 共有 36 篇，

同樣條件輸入「浙西詞」檢索，則得 12 篇。輸入「陽羨詞」則僅得 1 篇，若以「陽羨派」為關

鍵詞，亦得 1 篇。加上查詢「雲間詞」所得之 8 篇，約莫六十篇。這個結果尚不包含以人物為主

的檢索，實際篇章應當更多，而以中國期刊網觀察，大陸學者依舊以常州詞派與浙西詞派為討論

焦點，比例相對其他詞派更高，當然量化的方式可能無法完全呈現其研究內涵，卻也不失為研究

詞派的基礎。若放寬範圍，以「常派」為關鍵詞檢索則得 37 篇，且多與詞學無關，可見需要輔

以人物查詢才能更精確。相較之下，以「浙派」為關鍵詞查詢則可得 248 篇，以「浙西」檢索則

有 147 篇。當然這些篇章並非全然都是詞學或詞派研究，卻也可以看出地域研究之盛，尤其這些

數據均不包含以詞派成員為主的研究，故詳細蒐尋，數量當遠大於此，本文不擬一一詳列，但依

舊可約略窺得研究者的關注焦點普遍集中。 
6 相關論述參見吳熊和：《吳熊和詞學論集》（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 年），頁 371-440。

然吳熊和稱西陵為派，其學生李康化卻直指西陵詞人至多只能稱為群體，而不能稱之為「派」，

見氏著：《明清之際江南詞學思想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1 年），頁 101。吳熊和的文章中

提出蔣景祁把柳州與西陵納入浙西詞派之羽翼，認為西陵前期詞人雖承《花》、《草》餘緒，但兼

祧兩宋，這種較為開放的態度，與陳子龍頗為相近，但卻與蔣平階頗多不合。嚴迪昌之《清詞史》

卻把西陵十子列為雲間餘響，其中頗有值得辨析之處。孫克強以為西陵、柳州等從一些比較大的

詞派下分化出來者，亦可稱派，似乎標準又較寬，詳參《清代詞學》（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2004 年），頁 21。論者莫衷一是，究竟詞人群與詞派之別，以及詞派與另一詞派的分化，是

否能從彼此的核心主張與堅持看出分野，值得進一步商榷。 



 

 3

提供一個思考方向。 

    若從時間軸線作為觀察點，廣陵詞人群體恰為接續雲間、陽羨與浙西諸詞派

之樞紐，重要性不容小覷。首先注意到廣陵詞人群體之評點資料者為林玫儀師，

2002 年發表之〈清代詞籍評點敘例〉一文即針對此展開研究，隨即在 2004 年 5

月，於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籌辦「王士禛及其文學群體學術研討會」，環繞王士

禛及其群體作為討論重心。其中直接論述王士禛之評點活動的篇章有二，分別為

楊玉成〈建構經典：王漁洋與文學評點〉及林玫儀師〈評點資料中所見之王士禛

詞人群體〉。因以王士禛為首之評點活動，參與者尚包含身邊交遊：文壇前輩與

同學諸子，筆者認為若從詞籍評點資料切入群體研究，當是一條可行之路。廣陵

詞人群體不但人數眾多，在當時又有相當的影響力，目前研究焦點多半還停留於

王士禛一人身上，還有許多發揮空間，經過以上思考，在考慮以群體研究代替個

人研究的情況下，筆者遂決定以廣陵詞人群體作為重心展開討論。 

    群體研究可發展之面向既深且廣，若要分析詞學群體則當以詞學活動為主要

核心，包含面向錯綜複雜，以下稍作說明： 

    若就群體、流派對詞學理論之闡發言之，廣陵詞人群之詞學觀勢必要先加以

釐清。依照筆者所見，已有篇章討論個別成員之詞學趨向7，其中也有較少為研

究者所注意到的詞人被挖掘，如鄒祗謨對於寄託以及聲律的要求。8在清初填詞

者尚少的時候，鄒氏作為較早嘗試創作的倚聲家，其地位是否也被隱沒？當討論

廣陵詞人群之成員的詞學觀已有些許成果的前提下，若要能更進一步，由前人猶

未細論之材料：詞作評語入手9，透過評語與已被輯出之詞論，相互參照，當能

彼此補足。本論文擬整理評語後，對其中討論較少的詞學觀點提出論述，參酌廣

陵詞人群體之詞話，相信能對此群體之詞學觀提供更完整的訊息，並可進一步觀

                                                 
7 如討論王士禛的詞學觀，就有吳宏一：〈王士禛的詞集與詞論〉，收入《清代詞學四論》（台北：

聯經出版社，1990 年），頁 1-68。卓惠美：《王士禛詞與詞論之研究》（臺北：私立淡江大學中國

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4 年）對此也有分析。張綱：〈王士禛的詞論主張及其創作實踐〉，《南

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 期 1994 年。此外李康化則針對尤侗之詞學觀與創作展開討論，

見氏著：〈尤侗詞學觀及其創作述評〉，《天津師大學報》第 1 期 1999 年，頁 60-66。除前所述外，

就數量來說，其他篇章則多在討論陳維崧的詞學觀點，尤集中其在陽羨詞派階段的詞學主張，故

此不贅述。 
8 如陳水雲：《清代前中期詞學思想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 年），頁 79-84。 
9 近年來隨著序跋、書信、評點等材料的輯錄越來越多，相關的討論也慢慢增加。但因清代資料

繁多，要將全部收集校錄，實有一定的困難度。或許也因如此，就筆者目前所見，研究者多在單

一詞家的研究上，會採取其別集中的序跋與書信來推證其生平或交遊。針對群體之評點資料加以

討論者為林玫儀師，林師所撰〈評點資料中所見之王士禛詞人群體〉一文，透過整理分析，刪汰

重複，一一比對後進行統計，將廣陵詞人群體評點資料中值得注意的關鍵處加以拈出，有孤鳴先

發之功。又林玫儀師所輯〈鄒祗謨詞評彙錄〉，輯錄鄒祗謨的詞評內容，並考訂其來源與版本，

但未進一步申論。張宏生也輯錄了《倚聲初集》中王士禛的評點，惜《國朝名家詩餘》、《廣陵倡

和詞》等文獻中王士禛的評點文字未能收入，也沒有進一步比較評點與詞論之間的契合度。前輩

學者所整理出的資料，已經為後起研究者帶來許多方便，而廣陵詞人群中還有其他詞家評點未專

文刊布，許多詞籍資料有待補入，這也是必須努力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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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此群體之理論與實踐，是否呈現出相近的詞學趨向。如以此為基礎，更可與清

初其他詞人群體、詞派之理論共觀，則清初詞壇有無共同關注之議題，便可一目

瞭然。 

    其次，根據前文所論，詞人群與詞派的建立，往往有相當程度的地域關係，

揚州古稱廣陵，在清初自有其特殊性，在清兵揚州十日的屠殺後，原本繁華的秦

淮河畔，頓時顯得衰瑟破敗。於此背景下，揚州一地在王士禛擔任推官的五年內，

竟也凝聚一股影響清初詞壇發展的重要勢力，箇中原因耐人尋味。根據梅爾清的

觀察，揚州從蕪城恢復到文人想像中的地理，透過許多人文地景的重建與形塑，

其中包括了紅橋、文選樓、平山堂等。10而與廣陵詞人最為密切相關者，無疑是

紅橋，其中還包含了數次的倡和與聚會。可見作為聚集地點的揚州，與廣陵詞人

有著密切的關係，欲深入剖析廣陵詞壇的詞學活動，從地域性出發應能收相輔相

成之效。 

    就交遊觀察，則師承或友朋關係均為重要的環節，彼此互動過程對詞學觀點

的產生是否有影響，也需要透過具體活動來觀察。對廣陵詞人而言，如紅橋唱和、

編選詞集、互相評點等均能窺見群體內部的審美標準。如蘇淑芬《湖海樓詞研究》

一書，處理了陳維崧的交游狀況11，又如吳雅萍也提及彭孫遹之詞論與相互評點

的內容。12然而研究成果上，更多焦點則放在王士禛一人身上13，此種「偏頗」

現象顯然有待平衡。如編纂選集就不能不提鄒祗謨，而同樣參與紅橋唱和者還有

蔣平階、袁于令等人，他們往來情況與作品也缺少相關論述。又如評點作品時，

                                                 
10 梅爾清以為王士禛利用在紅橋的聚會建構並將他自己劃歸到「被征服前一代」文人代表形象

之列，而反過來他們這一代也利用紅橋及其環境來重新想像晚明的城市景象。同時提出這些清初

官方年輕的代表，利用其為晚明「局外人」的特點以達到增強自己聲望的目的。詳見梅爾清著，

朱修春譯：《清初揚州文化》（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4 年），頁 29。紅橋的重新修葺是否如

同梅氏所言還可以再深入思考，但這個想法無疑提供我們在研究王士禛等群體在紅橋聚會時的一

種可能，而這樣的景點想像，是否對當時文人提供一個文化上的寄託，使他們得以重溯文化上的

明代。此與廣陵詞人群對《花》、《草》風格的接受與修正，以及對艷詞的看法有無關聯，當時的

秦淮河畔歌舞不輟，透過形式上的重建有沒有可能提供我們觀察其理論與創作情況的新角度，進

而使研究者轉換視角，探求明清之際的詞學變化，都是值得分析的論題。 
11 陳維崧之生平際遇、與清初詞壇之關係及其和詞人的往來，可參見蘇淑芬：《湖海樓詞研究》

（台北：里仁書局，2005 年），頁 13-33、99-137。 
12 見吳雅萍：〈彭孫遹詞論及其《延露詞》探析〉，收入《輔大中研所學刊》第 16 期，2006 年

10 月，頁 233-255。 
13 王士禛在詩學上以神韻說聞名，幾持清初詩壇權柄，故在詞學上研究者也多以其為中心展開

論述，對其於揚州的相關活動頗多論述。相關研究有裴世俊：〈王士禛五載揚州的文學活動與成

績〉，《齊魯學刊》2002 年第 2 期總 167 期，頁 49-52；張宏生：〈王士禛揚州詞事與清初詞壇風

會〉，《文學遺產》2005 年第 5 期，頁 87-98。此外李孝悌由生活史的角度切入，文章內容主要是

藉著不同類型的士大夫來呈現揚州的面貌，但也提供不少資料，見氏著：〈士大夫的逸樂：王士

禛在揚州〉，收入《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6 本第 1 分，頁 81-116。後收入《近

世中國之宗教與逸樂》（臺北：聯經出版社，2008 年），頁。裴、張二文均對紅橋唱和加以析論，

差別在於裴世俊的文章還討論了王士禛的水繪園唱和，張宏生則探討有關廣陵選政的心理動機。

宋莉媛則結合地域與交游，著眼於王士禛對江南文化之認同，見氏著：《個人對區域文化的認同

──以王士禛在江南交游為中心》（蘇州：蘇州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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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元愷、董以寧、陳世祥等人在廣陵詞學活動中也相當活躍，難以略而不談。14

劉揚忠在討論廣陵群體時，對其中題畫詞：青溪遺事，以及對余氏女子繡仕女圖

的唱和作品略微提及，但沒有詳加析解，其內容也是值得挖掘的一環。15個人認

為，透過詞學活動之研究，群體間的往來當能更具體地呈現。此外編纂選集也是

廣陵詞壇之重要貢獻，《倚聲初集》、《國朝名家詩餘》、《廣陵唱和詞》等，皆為

具體唱和活動之成果，編選動機、收錄作品各有不同標準，亦有可觀之處。 

    由於類似上述環繞廣陵詞人群之論題甚多，本論文無法一一展開，故將針對

「詞學活動」中「評點」與「酬唱」兩部分作為研究廣陵詞人群的切入面向。就

廣陵詞人群而言，此兩者之間關係密切，有時難以割裂。但詞學活動的範圍甚廣，

本文將著重於較少人留意的廣陵詞人群「評點」部分以及酬唱部分。前者所受到

的關注還不明顯，但後者如紅橋唱和、青溪遺事畫冊唱和等，研究者多已列出其

目，卻未對內容加以詳述，則此方面實有不少可發揮處。至於「交遊」一詞，本

文希望透過「評點」與「唱和」之詞學活動，觀察廣陵詞人群體在此遇合過程中，

所建立的社會關係。即企圖透過檢視廣陵詞人群詞學活動中的評點與酬唱兩部

分，來討論群體成員之交遊，並希望能從中梳理出他們的詞學觀點和往來情況。 

    若概略觀察曾參與廣陵詞壇之人物，則以王士禛為中心之廣陵詞壇，較密集

參與此群體之詞學活動者人數不在少數，學界討論最多者仍是王士禛，比例略顯

失衡。又依照資料分析，如鄒祗謨、王士祿、陳維崧、董以寧、彭孫遹等人，均

非揚州籍，揚州人之數量在此群體中明顯較為少數。在研究流派時，地域性往往

是一個考量重點，但因廣陵詞人群之定義，學界尚無嚴格的標準，由具體詞學活

動：評點、唱和作為切入點，從而對廣陵詞壇之面貌作一較有系統的觀照，正是

本文想要達到的目標。當然文學研究很難完全倚靠數字量化的方式來處理，揚州

籍的詞人相對較少，並不能證明其重要性便較低，詳細情形恐怕需要實際討論才

能略窺一二。 

    其次，廣陵詞人群作為明清之際的詞學群體，以王士禛為首的詞學主張是否

被群體成員所接受，成員彼此的詞學觀會否在長期接觸中有所修正，這些都必須

實際從他們交遊的情況來探索。再者，以創作與理論之間是否能夠相脗的角度切

                                                 
14 此部分資料參考林玫儀師對廣陵詞人群評點的數據統計，若從被評者來觀察，董元愷等人被

評的數量均超過 80 則，而董以寧所評之人亦有 12 家凡 88 則，如董以寧般具有評與被評雙重身

份者有 102 人，再參考其他活動的參與，廣陵詞人群的核心成員便呼之欲出。見林玫儀：〈評點

資料中所見之王士禛詞人群體〉，「王士禛及其文學群體學術研討會」論文，2004 年，頁 11。 
15 毛文芳於 2007-2008 年期間，以「王士禛及康熙時期的畫像題詠研究」為題，申請國科會計劃

補助，研究成果收入所著《圖成行樂：明清文人畫像題詠析論》（臺北：學生書局，2008 年），

究其內容，則未曾一一分析詞作內容，如討論余氏女子繡像圖，僅以活色生香之豔詞帶過；討論

青溪遺事畫冊時，也以「浸淫在秦淮艷事的氛圍裡」作結。筆者以為其中尚有可挖掘之處，如余

氏女子所繡諸像皆為神女，自屈騷以來，神女已成為一種文化符碼，其中對自身修潔與政治失意

間的辨證關係，值得注意。而青溪遺事畫冊之背景，是王士禛親歷金陵故都，耳聞遺民丁胤敘說

秦懷舊事後，心有所感而遣人描摹而成，毛氏之研究顯然對創作背景的在場性視而不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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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將他們的詞學主張與作品相互驗證，也是重要的核心。 

    另一個令筆者深感好奇之處在於，廣陵詞壇的風雲盛會是否因王士禛離開揚

州便告沒落？歷來研究成果，多有將王士禛視為廣陵詞壇的領袖人物，本文透過

廣陵詞人群體之詞學活動為主軸16，觀察詞學群體之交遊與唱和活動，是否因王

士禛離去而告中斷。從詞學觀點來說，個別成員的觀點也可能隨日後際遇產生變

化，如陳維崧為陽羨派之宗主，就詞作來說，後期作品的確有別於早期取徑「花

間」而作之艷詞，細考其詞學觀點發展之歷程，參與廣陵詞壇應是轉變之機。在

個體與群體間的互動，必須謹慎處理，藉由評點與唱和活動出發，當有助於我們

理解群體之往來情況及詞學成就。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述評 
 

    相較於其他詞派所受到的注意，廣陵詞壇要等到嚴迪昌先生於《清詞史》簡

要評介其詞學活動後，才逐漸引起重視。而嚴先生對廣陵詞人群的研究主要貢獻

有二：一是將其構成時所面對之背景，說明奏銷案、通海案等清初大案，乃引發

士人憂懼心理之關鍵；其次，嚴先生點出幾個他認為較有代表性的人物，如王士

禛、彭孫遹、鄒祗謨，孫默，同時介紹了紅橋唱和的一些參與者，使我們對此群

體有大概了解。或為文學史體例撰作所限，嚴先生並未全面性地將唱和者以及唱

和內容逐一細論，頗為可惜。而編選詞集方面，嚴先生雖舉出一些序跋討論《國

朝名家詩餘》以及《倚聲初集》的編纂，但對於裡面有的評點者有哪些，評點的

內容為何，並未能一一推繹，此或許是限於篇幅以及文學史撰寫之限制，導致細

節不夠全面。 

    蔣寅〈王漁洋與清詞之發軔〉一文，針對王士禛繼明清之際雲間詞派後，對

於清詞中興的貢獻頗多著墨，對其任揚州推官時「晝了公事，夜接詞人」的盛況

也有大致的描摩。該文共分三節，首先一一羅列王士禛的詞學活動，同時列出年

表，有助於研究者參照，並以此作為王士禛於《衍波詞》之後禁不作詞之說不盡

可靠的例證。其次，對王士禛的詞學觀念重新梳理，其材料除卻《花草蒙拾》之

外，偶也涉及評點，雖能和王士禛的詞論相對照，但舉例零星，不夠全面，也無

法對王士禛所評點的詞家作有系統的研究。最後，對王士禛詞學在清詞中興的影

響與地位下一評斷，其中強調王士禛與陽羨詞派之關係，並將這一清初詞壇盛事

作為陳維崧創作道路轉向之重要原因。17當然，這樣的觀點是否明確，由於陳維

                                                 
16 如順治十八年，王士禛以公事客金陵，但其友朋陳維崧、彭孫遹等人有青溪遺事畫冊的唱和，

但其地點並不在廣陵。又，針對紅橋唱和的追憶與重溯，一直到王士禛離開揚州後仍持續進行，

時間上無法以王士禛任揚州推官的五年為明確劃分。 
17 見蔣寅：〈王漁洋與清詞之發軔〉，《文學遺產》1996 年第 2 期，頁 91-99。後收入《王漁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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崧沒有單行的詞話，其影響是否能如此明顯觀察，還需待他日驗證。 

    近年來廣陵詞人群的研究漸成熱點。先是林玫儀師於「中國文學評點研究國

際學術研討會」中發表〈清代詞籍評點敘例〉一文18，率先提出從評點的角度探

討詞人群的觀點，林師認為詞籍評點中往往有「諸家同評」或「同學諸子同評」

一類，此乃研究詞人群體之嶄新角度，並以廣陵詞壇為例，就《倚聲初集》、《國

朝名家詩餘》、《廣陵唱和詞》等書中之評點資料，提出初步統計及分析，認為此

乃是探究詞人群體之交遊及論詞觀點的素材。並自 2003 年八月起執行為期二年

的國科會「清初詞籍評點研究──以王士禛為首之詞人群為中心」專題計畫，廣

蒐評點資料，對廣陵詞人群作深入研究。2004 年 5 月，林師復於中央研究院文

哲研究所負責籌辦「王士禛及其文學群體學術研討會」19，會議主題即以環繞著

王士禛周遭之群體為討論重點。兩岸與會學者七人，其中，楊玉成及林師之論文

均是從詞評切入。這個會議的成果，對筆者本文的撰作，有相當的啟發。 

楊玉成〈建構經典：王漁洋與文學評點〉一文從王士禛各方面的評點切入，

然不限於廣陵時期，範圍較大。針對廣陵時期的討論，則集中在《三家詩餘》、《倚

聲初集》兩部份。而《三家詩餘》包含了王士禛、鄒祗謨、彭孫遹三人的詞集，

楊玉成注意到其中幾次大規模的唱和組詞，如紅橋唱和、青溪遺事畫冊唱和。如

其所言，評點「建構一種小圈子、情感濃密的情調。讀者被迫進入三家私密的朋

友關係，感受他們的友情、觀點、差異，有些批語直接形成對話關係20」。但參

與唱和活動者，並不止於鄒、彭二人，如果只侷限於考察三人之關係，恐無法全

面觀照。同時，針對這些唱和活動的評語，對此群體之整體詞學觀固然有所裨益，

但仍嫌不足。且三人的詞集中也不限於唱和這一主題，故其中還有不少可論述

處。尤其這樣的評點是否真的是互相標榜，沒有意義與價值，在文人圈子中這樣

的活動應該如何看待，是本文企圖釐清的。在討論《倚聲初集》的部份，楊玉成

又以為評語「已經清言化，以優雅風趣的斷片語言發聲，自成獨特的話語類型」，

既然是獨特的話語類型，可能便不會只是單純的互相標榜。可惜其文對箇中細節

未有更多發揮。楊玉成在討論王士禛此階段之文學評點成就時，還有一點是值得

注意的，那就是對雲間諸子詞學觀點的修正，並舉出崇尚「神韻」是這個文人圈

                                                                                                                                            
康熙詩壇》（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年），頁 80-99。 
18 林玫儀。〈清代詞籍評點敘例〉，章培恆、王靖宇主編：《中國文學評點研究論集》（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2 年 12 月），頁 129-155。（2002 年 11 月 19-20 日史丹福大學中國語言文化研

究中心、復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主辦中國文學評點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 
19 此學術研討會於 2004 年 5 月召開，論文以單篇稿件的形式提供，故無法標注總頁碼，前列作

者所發表之篇章篇名如下，楊玉成：〈建構經典：王漁洋與文學評點〉；林玫儀師：〈評點資料中

所見之王士禛詞人群體〉；劉揚忠：〈廣陵詞人群體考論〉；蔣寅：〈王士禛與江南遺民詩人群〉；

張宏生：〈王士禛揚州詞事及其詞壇地位〉；徐國能〈伊應鼎《漁洋山人精華錄會心偶筆》述評〉；

呂正惠〈王士禛、沈德潛「辨體」論之比較〉。 
20 見楊玉成：〈建構經典：王漁洋與文學評點〉，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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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共同的品味，並說明王士禛標舉神韻，也將之用在豪放的蘇辛詞上，是一種沿

襲時代風氣的表現。這似乎點出這些「評語」有助於研究者了解當時的風氣，也

可以輔助作為研究王士禛詞學觀的證據。 

    林玫儀師〈評點資料中所見之王士禛詞人群體〉一文，則從《倚聲初集》、《國

朝名家詩餘》、《廣陵唱和詞》等共三十五種詞集中，刪複汰重，並應用電腦科技

建立資料庫，就評者、被評者、評語、詞作資料等建檔，統計廣陵詞人群之評點

資料，能補充許多詞人與詞論的相關資料。其價值約略可歸納如下：首先，就統

計資料來看，對於評點者與被評者之數量，透過量化的方式呈現，對參與此活動

者的活躍程度，則可見一斑。同時能看出身兼評者與被評者兩種身分的詞人可能

是詞學活動較為頻繁的一群，若能進一步分析並建立其交遊網絡，對瞭解當時的

詞學環境應有助益。就內容來看，此文舉出評點研究所面臨之難處及其對詞學研

究之助益。就評語所提供之訊息，歸納為「綴集失收作品」、「考察詞作年代」、「詞

作本事的補充」、「詞人生平事蹟的描述」、「家庭生活的描寫」及「親屬關係之認

識」等六類，每項類目下均略舉數例說明。在此基礎上，結合各家評語，析論其

內容，當有助於梳理評者的詞學觀。若評者有詞論，還可直接分析兩者是否一致，

若無詞論，則所評詞作俱在，是否為應酬標榜之語，當能立刻判斷。 

    劉揚忠〈廣陵詞人群體考論〉21一文，結構分為三大部分，分述詞學活動、

群體陣容結構、以及廣陵詞人群在詞史上的意義與影響。劉氏將詞學活動大致分

成社集酬唱及選政之操兩項。針對前者，整理出三人以上的聚眾唱和活動大致有

十次，將參與者一一列出。針對後者，則分別說明《倚聲初集》對清初詞壇的影

響在於促進清代詞學復興，《國朝名家詩餘》則可視為此一群體在詞學活動方面

的自我總結。但這是就活動的整體面來觀察，這些詞學活動的內容與過程，劉揚

忠的論述中都沒有呈現出來，使得廣陵詞人群在揚州所造成的風雲際會顯得片

面。至於群體成員結構部份，主要針對生平與作品尚可考見之六十餘人加以分

類，以籍貫作為依據，分成四類。或為揚州土生土長者，或為本籍外地而長期流

寓、終老揚州的詞人，或為短暫停留揚州、參與揚州重要詞事者，最後一類則是

居住於揚州附近，並未經常在揚州活動，但與王士禛等人有過唱酬的詞人。劉氏

的分類雖然呈現出廣陵詞人的籍貫與作品，但未就其評點行為與唱和作品進行更

深入的析論。而他對廣陵詞壇成員結構的歸納是否有可以商議之處，亦引發筆者

進一步思考的空間。 

   蔣寅、張宏生所發表之會議論文，在修改後分別發表於期刊上22，其內容則

                                                 
21 劉揚忠：〈清初廣陵詞人群體考論〉，《江西社會科學》，（無期卷數）頁 85-93，2004 年 7 月。 
22 蔣寅：〈王士禛與江南遺民詩人群〉，《北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2 卷第 5 期 2005
年，頁 116-125。張宏生之作後更名為〈王士禛揚州詞事與清初詞壇風會〉，發表於《文學遺產》

2005 年第 5 期，頁 8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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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如下。蔣寅著重王士禛與明清之際的遺民詩人之往來，但在分類上，有許多

詩人的身分屬於名士，對遺民這一身份恐怕未必接受，也未必認同，頂多只能算

是布衣交。以錢謙益為例，其身分也不算遺民，但王士禛依舊與其保持一定的關

係。蔣文對於王士禛之所以能成為文壇領袖的社會因素頗多梳理，但江南不限於

廣陵，遺民詩人也不盡符合廣陵詞人群之成員結構，但其提出王士禛透過交際而

逐漸奠定其宗主地位，對筆者觀察王士禛在廣陵時期的詞學活動之背景，仍有一

定的幫助。張宏生則肯定了揚州詞壇在清初詞學發展上的重要定位，簡介幾次唱

和的背景，但重心仍放在紅橋唱和的參與者，同時列出相關詞作，總結此唱和活

動使紅橋成為當時揚州的重要文化景點。有別於嚴迪昌與劉揚忠概略式的說明文

字，張宏生進一步地列出了參與者以及詞作，可惜沒有加以分析，我們無法從資

料的羅列看出參與者彼此的關係，也難以得知這些詞作的內容，如何呈現當時揚

州的詞學環境。 

    林宛瑜之博士論文以《清初廣陵詞人群體研究》23為目，章節分述群體形成

之背景、詞學思想、社集酬唱、個人創作、創作主題、合操選政以及廣陵群體於

詞史上之地位，討論面向頗為全面。其中與本文聚焦處關係較密切者，如論述群

體形成背景討論廣陵詞人群體之結構、詞學思想以及社集酬唱等，和筆者關注之

範圍頗有疊合，但彼此選取之材料與研究進路不同，本論文以評點與唱和為主，

在這兩個議題上有較深刻的發揮，可收相互補足之效。 

    李丹所著《順康之際廣陵詞壇研究》24一書於 2009 年初出版，為首部集中

探討廣陵詞壇之專著，論述內容包括廣陵詞壇形成之背景、分別以婉約與豪放兩

種風格觀察廣陵唱和活動、廣陵選政與評點、詞學理論、廣陵詞壇交遊考略幾個

部分。論述架構頗為全面、材料搜羅亦甚豐富。然而文中有不少攘善抄襲之處，

乃學術研究之大弊，陳述如下： 

 

一、幾乎全部襲用而不加註： 

有關評語內容對詞學研究之開展，李丹以「評點的文獻學意義」為標目列出

五點加以說明，所論與林玫儀師〈評點資料中所見之王士禛詞人群體〉一文所列

舉之六點詞評內容之意義，幾乎全盤照抄，卻未加註說明，筆者無法一一羅列，

茲以「詞作年代之補充」一項為例說明。李氏以梁清標《棠村詞》中，宋琬對〈蝶

戀花‧宋荔裳觀察招飲觀劇，次阮亭韻〉一闋之評語，說明此事在康熙十年五月

十四日（頁 169）。此與〈評點資料中所見之王士禛詞人群體〉一文所舉例證分

毫無差（頁 13），唯行文略有更動，因未曾加註，加上搬挪增損字句，筆者認為

                                                 
23 林宛瑜：《清初廣陵詞人群體研究》（臺北：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論文，2008 年）。 
24 李丹：《順康之際廣陵詞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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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氏此舉應為抄襲，頗有幾分欲蓋彌彰的意味。其餘抄襲處尚可比對李丹所著頁

169-171 與林玫儀師所著頁 12-16 所列舉之例證，此不贅述。李氏剽竊之法在於

打散前輩學者論文，重新排列組合，如林師將「失收作品之綴集」列於第一點，

李氏則題為「失收作品之拾遺」改列於第二點，又把「親屬關係之認識」易為「詞

人關係之認識」，同時刪除林玫儀師所論「家庭生活之描寫」，此種作法殊為可議。 

 

二、大量襲用而僅註明其中一小部分之來源，或含混其詞不加交代： 

類似的情況亦出現在分析《倚聲初集》之評語。李丹第三章〈開啟與延續：

廣陵選政〉所舉評語條數以及相關評者、被評者之說明，與林玫儀師〈評點資料

中所見之王士禛詞人群體〉如出一轍。林師文中謂「《倚聲初集》共收詞 1963

首，其中有評語者 1768 首，共 1884 則。其中鄒祗謨「自記」及「艾菴自記」二

則形式上不屬他人評語，若從嚴剔除，則為 1882 則。再分析此 1882 則評語，……」

李丹除「《倚聲初集》共收詞 1963 首，其中有評語者 1768 首，共 1884 則」數句

註明採用林師之統計數字，且未說明來源外，餘下大段文字均不加註，明顯誤導

讀者，以為此乃李氏之成果。仔細比對後，可知李丹搬動處有二。一是將評語之

統計數量改為表格，林師排版為一列四人，李丹將之易為五人；一則將林師「彭

孫遹，有評語 20 則，其中評鄒祗謨即占 19 則；黃京 11 則，評鄒祗謨占 9 則；

董以寧 8 則，鄒祗謨占 5 則；孫自式 6 則，鄒祗謨占 5 則；黃永 6 則，鄒祗謨

占 4 則；秦松齡 2 則，均為評鄒祗謨；程康莊 2 則，1 則評鄒祗謨。餘下 8 人皆

僅有評語」（頁 9）的說明，改頭換面後放置於註腳處，該註卻對林玫儀師之研

究隻字不提，顯涉剽竊。 
再者，林師〈鄒祗謨詞評彙錄（之三）〉一文曾比對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藏《國

朝名家詩餘》與上海圖書館藏本之差別，發現史語所本原為張潮之署名，上圖本

均易為孫默，因詳考其間流變，認為二者分屬《國朝名家詩餘》及《十六家詞》

兩個不同版本。李丹討論此問題，僅以「近年據林玫儀所見臺灣中科院史語所藏

本，卷首卻出現了不同的署名，茲將不同之處比較如下」一語帶過，事實上，臺

灣僅有中央研究院，而非中國科學院。接著，她便將林師文章所列數據整理成圖

表，卻未曾加註。（頁 117）其後討論史語所藏本《玉鳧詞》，卷上原為「天都張

潮山來較」，上圖本則易為「休寧孫默無言較」云云（頁 118），亦皆引自林師，

字句僅作些許變動，亦未說明論據來源。 

 

三、雖有作註，所註內容及出處卻有錯誤 

李丹討論《倚聲初集》之版本時，列出南京圖書館藏、上海圖書館藏、國家

圖書館藏（北京）以及中研院史語所藏四個版本，並以此進行比較，認為上海與

南京所藏版本「內容相同，唯有四處出現缺頁，且目錄部分多出『爵里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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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沈廣裕』迄『錢成位』三十六人」（頁 77），稱以上論述引自林玫儀師〈鄒祗

謨詞評彙錄〉（之一），若翻查林師著作，可知林師比對之版本為南京圖書館藏與

史語所館藏之《倚聲初集》，絕非上海圖書館藏與南京圖書館藏之別，且內容也

有出入。李氏隨意拼貼、移花接木，恐有誤導讀者之嫌。 

此外，《國朝名家詩餘》一書對清初詞壇影響重大，林師對此書版本之考訂

是極大突破，李氏引用其成果而含混帶過不加註明已見上文，此不贅述。然而李

氏隨即提出四大理由反駁林師「由張潮改為孫默」之說，並註明是援引自林師〈鄒

祗謨詞評彙錄（之二）〉。然而四點理由中，各家一再強調孫默搜集刊刻之功及其

貧寒之甚，卻無一語言及張潮；以及諸書中均未見張潮評語二者，分明出於林師

原文，李氏引來反駁林師，甚易誤導讀者，以為此乃其洞見。而〈鄒祗謨詞評彙

錄〉分為三次發表，林師對《國朝名家詩餘》之相關討論在於〈鄒祗謨詞評彙錄

（之三）〉，李氏卻謂〈鄒祗謨詞評彙錄（之二）〉。原文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

究所可全文下載，尋獲甚易，不應有此紕漏。李氏錯註出處，讀者若循此訊息查

找，勢必無法看到林師的說法，就學術倫理而言，殊為不當。 

    從行文脈絡與論述之證據可知，李氏必定參閱過林玫儀師討論王士禛群體之

相關文章，但多半不曾加註，實屬剽竊攘善。部分加註之處則以標榜一己之功而

忽略前人研究成果，部分所列篇章又頗見錯誤，可能誤導讀者，此皆為學術研究

不得不注意之處。 

 

    如就筆者選題所論之評點與唱和兩部分觀察，李丹已於部分章節有所申說，

但彼此取徑不同，試說明如下： 

 

一、評點部份 

    筆者從諸子同評之評語為基礎，外延至參與評點者的往來情況，李丹則專闢

章節討論交遊活動，分別就毗陵、柳洲、西陵諸地詞人與廣陵詞壇成員之交遊加

以討論，其中不免偏重，如毗陵等三地中，李丹對西陵詞人尤多申述。其中當然

也有可以補充之處，如討論柳洲詞人曹爾堪與廣陵群體之關係，雖說明順治十五

年，曹爾堪曾有揚州之遊，順治十八年與鄒祗謨共遊西湖，但強調與廣陵詞壇近

距離接觸，須至康熙四年。25若據蔣寅所編《王漁洋事蹟徵略》，則曹爾堪與王

士禛、彭孫遹等人於順治十六年便共同出遊。26李氏所謂「近距離」接觸，乃以

參與唱和活動為標準，然交遊實不限於唱和，若能盡量考索出彼此開始交往之關

鍵時間，處理個別詞人之定交情況時，便能推斷出人際網絡的發展。 

                                                 
25 參見《順康之際廣陵詞壇研究》，頁 224。 
26 參見蔣寅《王漁洋事蹟徵略》（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年），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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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詞籍評語內容篇幅短小，研究者對箇中突顯之詞學觀點多未措意，筆

者以此出發，觀察大量評語中反覆提及的論詞角度集中於哪些面向，對全面考察

廣陵詞人群體之詞學理論當有裨益。《順康之際廣陵詞壇研究》一書在分析廣陵

詞壇之詞論時，主要材料仍以詞話與序跋為主，涉及評語者甚少。討論尊體觀時

雖引入詞史觀念，並藉由評語點出陳維崧受此影響，啟發陽羨派「詞史」觀點，

但整體而論，對評語所透顯之論詞觀點仍有待開發。 

 

二、唱和部份 

    李丹將廣陵詞壇之唱和分為「王士禛時代」與「後王士禛時代」，藉以說明

廣陵詞壇詞風之轉變。總結所論，李氏認為王士禛任官揚州期間，主要風格以閨

閣艷情為主，王士禛返京後，由曹爾堪接續盟主位置，同時風格逐漸轉向豪放。

筆者同意此現象，但風格豔麗是否即代表內容便無深意，恐怕仍須回歸至作品內

容加以分析。以「王士禛時代」而言，李丹以時間為序列出六次唱和活動，觀察

唱和活動間之發展與變化。 

    筆者卻發現其中不無可商榷之處，略舉二例如下： 

 

    1、李丹依循蔣寅所述，將〈沁園春‧偶興〉唱和列於順治十七年，後文卻

又指出此次唱和之背景，在黃永、鄒祗謨罹禍奏銷案之際，事實上，黃永罷官居

家之時間已在順治十八年。又她於第二章謂「毗陵四子詞作以豔情為主」，認為

奏銷案後，鄒祗謨、黃永等四人因得到王士禛的幫助與關心，「因此他們之間的

唱和，仍然既成此前一貫的風格」（頁 29），而第五章論及黃永作品時，卻又認

為「無聊寄傲之氣仍清晰可見」（頁 222），論述前後矛盾。 

    2、討論有關王士禛聽聞秦淮舊事後的唱和作品，認為「青溪遺事畫冊」唱

和因屬於青年友人間的唱和，故其中無有深意，但論其與秦淮友人夜話時，卻又

轉變成別有寄託。若回溯此次唱和的背景，可知「青溪遺事畫冊」依舊在濃厚的

懷舊氛圍下進行，李氏將風格與內容完全視為一物，似乎欠妥。假使要考察唱和

活動之發展與王士禛之關係，則王士禛任職揚州前後之心境轉折，應加以說明。

李丹認為紅橋唱和繼承〈秋柳〉詩唱和，是利用懷古為題，表達對王朝與文化變

更之哀傷。然而若膠著於此，則舉凡內容與故國之思無關者，作品便成為應景的

「泛泛之作」（頁 36）。筆者以為此判斷出於先入為主的揣測，要討論詞作是否

有言外之意，應配合全詞語境加以詮釋，而李丹卻只強調個別關鍵字句（頁 35），

反而容易造成詮釋的盲點。 

 

    從上述論著可以發現，除李丹之外，絕大多數的篇章仍圍繞著王士禛等少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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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較為知名的詞家，雖程度不一地觸及到評點、交游、群體構成與詞學活動等

新面向，但往往概指其大要，儘管別有創發，卻也有許多有待深究的部份。筆者

在此基礎上，將把焦點放在評點與酬唱兩項詞學活動中，期望能更細緻地分析評

點與唱和所呈現出的詞人之交游，及其詞學觀點之間的關係，最後也希望將之納

入時間脈絡，觀察廣陵詞人群在詞學史上的位置。 

 

第三節  研究材料、步驟與方法 
 

    本論文主旨在透過討論廣陵詞人群之評點與唱和活動，來觀察群體之交遊情

況，並希望透過此二項詞學活動，歸納出廣陵詞壇成員的詞學觀點，同時觀察交

遊與詞學觀之間的關係。 

    在論文主體結構上，主要區分為兩大部分，分別就評點部分與酬唱部分加以

展開。評點部分計劃處理兩項主軸：一是從評語找出廣陵詞人群體的核心人物，

並且以此為基礎觀察其交遊。此處筆者將透過林玫儀師對廣陵詞人群評語資料的

整理，根據參與評點卻也同時被評者，以及評語數量的統計，先針對王士禛、鄒

祗謨聚會揚州前的交遊情形進行爬梳，同時對照兩人交遊對象參與評點之狀況，

藉由評語逐一尋繹考察評者與被評者之關係，乃至評點者之間是否有具體往來，

以此為基礎，探求廣陵詞人群體之交遊實況，希冀能大致規範出群體之核心份子

的範圍。 

    此外，透過評語蘊含之詞學觀點，我們也能看出群體是否有共同的審美趨

向，配合撰有詞話者，兩相對照，對建構群體之詞論當能有所裨益，筆者也希望

經分析後，能釐清這些觀點形成之原因。有關唱和活動部份，筆者擬從活動內容

和詞作來剖析，同時希望透過評語和唱和作品的相互參照，對廣陵詞人群體的酬

唱行為作一較明確的推繹。 

    本論文評點部分的原始材料主要依據《倚聲初集》、《國朝名家詩餘》、《廣陵

倡和詞》三部詞籍及若干別集27，透過詞評資料的整理並加以分析，觀察其中評

                                                 
27 三部詞籍包含評語超過千則以上，本論文使用之評語內容為林玫儀師整理後，依照詞籍、評

者等訊息建檔後，借予筆者參考，特此致謝。茲將所用詞籍版本羅列如下： 
《倚聲初集》二十卷，版本有二：一為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藏順治間大冶堂刻本，一為南京圖書館

藏順治十七年刻本。 
《國朝名家詩餘》十七種四十卷：以史語所庋藏留松閣本為主，得吳偉業《梅村詞》二卷、龔鼎

孳《香嚴詞》二卷、梁清標《棠村詞》三卷、宋琬《二鄉亭詞》二卷、曹爾堪《南溪詞》二卷、

王士祿《炊聞詞》二卷、尤侗《百末詞》二卷、陳世祥《含影詞》二卷、黃永《溪南詞》二卷、

陸求可《月湄詞》四卷、鄒祗謨《麗農詞》二卷、彭孫遹《延露詞》三卷、陳為崧《烏絲詞》四

卷、董以寧《蓉渡詞》三卷、王士禛《衍波詞》二卷。史語所另有董俞《玉鳧詞》二卷與程康莊

《衍愚詞》一卷合訂本，佐以中國科學院與上海圖書館二地所藏，相互比對。 
《廣陵唱和詞》七卷七種：曹爾堪《南溪詞》一卷、王士祿《炊聞詞》一卷、陳世祥《含影詞》

一卷、鄧漢儀《青簾詞》一卷、季公琦《幽篁詞》一卷、陳維崧《烏絲詞》一卷、宗元鼎《小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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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與被評者的則數，找出參與者在群體中所處地位是否居於核心。當然數量並不

是絕對的標準，若要討論彼此之交遊，則評者無法遍評諸作，未被此一評者評點

之作者，未必就和評者沒有往來，反言之，評者雖然有實際評語，但也未必和被

評者相熟，此時便要尋找評者與被評者存世之別集。從其序跋資料或是所收錄之

作品中，尋找彼此可能往來的證據。根據劉揚忠的說法，廣陵詞人群體之作品尚

可見者，約有六十餘家，但劉文所列均為詞集，詞集以外的作品，包括詩文別集

等，也是考察詞人交遊與生平時的有力資料。有許多文學史或詞史不曾提及的人

物，可能在當時頗為活躍，但在歷史洪流中，文獻易湮沒不顯，這些詞人自也無

法進入研究者的視線，故透過整理比對評語內容和詞家的別集，當能掌握更多當

時的詞壇實況。 

    對詞人生平與交遊的整理工作，有賴於年譜處甚多，對前人已經整理出來有

關廣陵詞人群體成員之年譜或行年考，如王士禛、陳維崧等，均為此部份的輔助

工具。如蔣寅《王漁洋事蹟徵略》、〈清代詞人鄒祗謨行年考〉、陸永強《陳維崧

年譜》、馬祖熙《陳維崧年譜》、《吳梅村年譜》28等，上述年譜資料為筆者之論

述，提供更為厚實的支撐。 

    評語數量龐大，筆者摭取其中出現次數較為頻繁，且集中於同一觀點者為討

論對象，發現廣陵群體將畫理、佛理、史學等觀點引入詞學批評，筆者即藉由評

語和作品，分析不同領域的觀點如何運用於實際批評。 

    唱和活動部份的討論，本文主要集中於環繞王士禛揚州時期前後的四次詞作

唱和，依照主題析為兩章，分別針對王士禛融入揚州之過程與心態轉變，與群體

觀看圖像後，對圖像之不同解讀，進行詮釋與梳理。 

    討論王士禛融入廣陵當地過程者，以順治十八年（1661）展開之〈沁園春‧

偶興〉唱和與康熙元年（1662）進行之紅橋唱和為討論對象。〈沁園春‧偶興〉

唱和之參與者有王士禛、鄒祗謨、彭孫遹、黃永、尤侗，具體呈現王士禛對外放

揚州逐漸釋懷的心理歷程。紅橋唱和之進行，則源自王士禛與袁于令、杜濬、丘

                                                                                                                                            
詞》一卷。 
《蒼梧詞》十二卷，董元愷著，民國三十年董氏家刻《廣川詞錄》本。 

《蓉渡詞》三卷，董以寧著，民國三十年董氏家刻《廣川詞錄》本。 

《玉鳧詞》二卷，董俞著，民國三十年董氏家刻《廣川詞錄》本。 

《直木齋全集詞選》三卷，任繩隗著，康熙刻本。 

《玉山詞》三卷，陸次雲著，康熙二十二年宛羽齋刻陸雲士雜著本。 

《珂雪詞》二卷，曹貞吉著，康熙十五年刻本。 

《月團詞》四卷，沈爾燝著，康熙刻本。 

《峽流詞》三卷，王晫著，清霞舉堂刻本。 
28 《王漁洋事蹟徵略》之出版項可參見前註。蔣寅：〈清初詞人鄒祗謨行年考〉，《山西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0 卷第 3 期，2007 年 5 月，頁 58-71。陸勇強：《陳維崧年譜》（北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年）。馬祖熙：《陳維崧年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年）。

馮其庸、葉君遠：《吳梅村年譜》（北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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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隨、蔣平階等人修禊紅橋時，王士禛作〈浣溪紗〉三闋，其餘諸人和之，這是

第一次針對紅橋的大規模唱和活動，隨後在康熙五年（1666），王士禛已離開揚

州，但其兄王士祿復遊揚州，與孫默、王岩、雷士俊、杜濬、孫枝蔚、程邃、陳

世祥、宗元鼎、陳維崧、鄧漢儀、王又旦、汪懋麟、吳嘉紀、汪楫、孫金礪等人，

並刻《紅橋唱和集》。此後，紅橋成為揚州當地之新景點，從中可看出王士禛身

為推官，努力融入揚州的具體「政績」。有關揚州當地之現象與背景，筆者主要

參考《揚州畫舫錄》、《廣陵詩事》、《廣陵覽古》29等著作，以期了解清人對紅橋

風物之觀看角度與當時之實際情景。 

    圖象部份，筆者分別以順治十八年（1661）青溪遺事畫冊的題詠唱和，與同

年展開之余氏女子繡像圖展開討論。「青溪遺事畫冊」唱和之參與者有王士禛、

陳維崧、彭孫遹、鄒祗謨、程康莊、董以寧共六人。揚州女子余韞珠繡仕女圖四

幅，則有王士禛、彭孫遹、鄒祗謨、董以寧、陳維崧、彭孫貽等人進行唱和。 

    針對青溪遺事畫冊以及余韞珠所繡仕女圖之唱和，筆者遍尋不獲畫冊與繡像

具體形貌，未知其是否尚存乎天壤之際，故研究上僅限於文字本身，透過典故與

詞作結構加以討論，對於圖文對照的部份似乎就較難有清楚的梳理。儘管如此，

依其題畫文學之本質，有一些學者的研究取向在筆者的思考過程中，也提供不少

啟發。如毛文芳所著之《明清文人畫像題詠析論》30，對於仕女圖的研究也有可

借鑑處。對於圖像所載之「歷史人物」、「事件」，各有不同的切入角度，恰可對

應群體之評詞觀點。 

     

    根據上列思路，本論文擬定之章節如下： 

 

    第一章「緒論」部分將概述研究動機、前人研究成果述評，以及研究步驟、

方法，是本論文論述之基本架構。 

    第二章「廣陵詞人群體評點資料中所見交遊述略」，旨在考索評點與交遊之

間的關係，將參與評點作為具體的詞學活動，則最廣義的廣陵詞人群體，應包含

此《倚聲初集》、《國朝名家詩餘》以及《廣陵唱和詞》之所有評點者。但這樣的

涵涉顯然有失準確，部分評者與被評者與王士禛、鄒祗謨有密切往來，詞作卻未

被收入以上三部選集，甚至沒有詞集傳世，顯然標準有待檢討。加上這樣的切入

視角，容易將廣陵詞壇的組成範圍高度膨脹，有鑑於參與評點者未必皆以詞名

家，難以與「詞人群體」名實相符，詞人間又未必將彼此引為儔輩，透過評點者

                                                 
29 （清）李斗：《揚州畫舫錄‧蜀岡錄》（北京：中華書局，2007 年）。（清）阮元撰：《廣陵詩事》

與，顧鑾撰：《廣陵覽古》，收入揚州地方文獻叢刊《廣陵詩事‧廣陵覽古》合編本，（揚州：廣

陵書社，2005 年）。 
30 毛文芳：《明清文人畫像題詠析論》（台北：學生書局，200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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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互認同，能保守確定參與最密切的人物有哪些。若再加上兼具評者與被評者

身分，也參與過以王士禛為首所進行的詞作唱和活動的人物，大致可描摹出廣陵

詞壇的主要結構。 

    第三章「廣陵詞人群體評點資料呈顯之重要論詞議題」，主要透過評語作為

研究材料，因詞學觀點之載體甚多，不限於詞話、序跋、題詞等，評點資料量多

語短，向為人忽視。本章討論詞人群體如何跨領域汲取養分，將畫理、禪理、史

學引入詞學批評，同時觀察引入上述理論時，是否純為附庸風雅。廣陵群體之評

語雖寥寥數字，往往是同一氛圍下互動的具體產物。實際批評時或因彼此熟稔，

導致評語流於溢美，而媸亦成妍，儕輩反覆提及之觀點，更能突顯群體內部審美

標準所趨，值得研究者多加措意。 

    第四章「從偶興到雅集：王士禛之揚州經驗與自我認同」，擬從具體作品文

字探索箇中轉折，透過順治十八年（1661）王士禛與友朋進行之〈沁園春‧偶興〉

唱和，以及廣陵詞學活動中最受人矚目之紅橋唱和為研究對象，觀察王士禛在與

友朋往還互動下，調適己身心態，努力融入揚州當地的認同行為。此處認同有兩

個涵義，分指對於擔任揚州官員，以及對主持文壇活動之召集人身份的自覺與接

受。希望透過作品，勾勒作家幽微的心理轉變過程，從被動接受友朋勸勉，至連

續兩次在紅橋舉行修禊唱和，王士禛藉由學習王羲之、歐、蘇召集眾人雅集的行

動，表現出他對揚州生活的接受。也因為一念之轉，王士禛更樂於以當地官員身

份，凝聚江南文人（包括遺老）、京師舊友之目光，終使揚州成為帶動清初詞壇

之重要關鍵。 

    第五章「圖／詞間隙與歷史追想──廣陵詞壇兩次圖像題詠唱和析論」，分

析廣陵詞壇兩次圖像唱和活動，發現其內容均非文人畫像所能涵括，媒材也不限

於筆墨，分為別「青溪遺事畫冊」與「余氏女子繡像圖」題詠。前者記錄王士禛

聽聞丁繼之講述秦淮河畔之陳年舊事後，命丹青好手所繪，後者則是聘請針黹好

手，繡出四個介於歷史傳說之故事，從首倡者的積極態度觀察，兩次唱和應有寓

意。歷來討論廣陵詞人群體唱和活動的篇章，對圖像題詠均未有完整的討論與分

析，本章擬以此出發，觀察圖像與詞作間的互涉與唱和者觀看圖像之目光，希望

能補充學界對廣陵詞壇詞學活動之認識。  

   第六章「結論」，總結廣陵詞人群體評點、唱和活動中提及之交遊，同時對照

評點內容，藉以觀察群體中個別成員的詞學觀之異同。評者、被評者之間的往來

對其詞學觀有無影響，在評點文字、詞論、詞人別集等資料統合之後，當有較全

面的判斷。而廣陵詞壇在詞學史上的地位便不會只是幾次詞學活動的概述，釐清

廣陵詞人群體的詞學觀點與唱和內容，對清初的詞學環境也就多一層掌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