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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的選擇
—清初詞學復興原因考論**

許 嘉 瑋*

摘　要

本文旨在爬梳前人對清詞中興的說法，立足於分析現有研究成果，反省

政治環境對詞之影響的說法，嘗試說明文學雖有反映現實之潛在可能，但並

非政治附庸便能解釋。若檢視清初三大案，將發現此為清廷針對明代以降科

舉、經濟、海防三方面弊病的反撥，屬整體政策而非針對江南，假使獨重一

地，則何來「復興」之說。其次，從明末結社風氣出發，透過交遊關係，奠

定詞人群體互動的網絡與拈出群體內部在政治以外的選擇，發現詞作往來唱

和成為群體結社活動中重要的載體，與早期唐五代詞傳播於酒筵歌席之間相

仿，在密集地聚會酬答過程掀起創作的風氣，作品量的大幅增加亦為復興之

證據。最後，從推進文學的角度出發，具體討論聚合的詞人群體透過選集、

評點、唱和等詞學活動，梳理結社活動在易代之際由政治轉向文學的痕跡。

指陳在貳臣、遺民、新貴彼此的激盪中，清代詞壇呈現出跨身分、跨地域的

面貌，藉由理論與創作之豐沛成果，點出影響文學發展之動因甚多，而「群

體」之選擇較諸政治、經濟等因素，可能更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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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政治詮釋下的文學史遮蔽現象

清代詞學號稱中興，背後原因已有不少學者論及， 1 無論從外緣環境影響

立論，或就文體內部發展加以發揮者，論點大抵集中。其中，周絢隆所歸納

的五個論點，可視為近五十年來，對清詞復興探析的主要說法。
2 他指出清

詞中興和明代詞壇長期沉寂與江浙詞壇崛起、晚明的歷史現實、清初社會現

實與詞體特有的抒情功能相契合、清代學術風氣發生變化、清初詞人群體之

形成與壯大有關。
3 邱陽則認為周氏之說有兩點可以商榷：（一）明詞並未衰

微，「詞亡於明」是清人的說法；（二）企圖鬆動政治力的影響，舉出清代亦

為詩、散文、戲曲的中興時代，文體非關鍵因素。又在前人說法外標舉「滿

族文化之發展」、「清代出版業發達」兩點。
4 

筆者同意將政治與清詞中興之關係加以鬆動的處理方式，然則，就詞

史之發展，清代特出於前代者，無疑是創作數量與詞學理論之發達，二者又

與群體和流派「如何」促進清詞復興有密切關係，職此，絕非點出「清初詞

人群體之形成與壯大」此一現象便可概括。就創作的角度觀察，應歌、應社

而為的詞作，自唐宋以降本為習見之事，廣義的應社作品，包括「分題」、

「和韻」、「分韻」等，狹義的應社詞則專為詞社所作，南宋之後此一現象尤

盛。
5 若追摹唐宋為清初詞壇復興的具體行為，則大量出現的唱和與和韻作

 1　 陳水雲鳥瞰明清詞研究時，曾對清詞中興之研究作一大概的說明。同時也關注政治力

之影響，如葉恭綽、王易，認為清詞在作品數量上遠超過宋詞，嚴迪昌則擺脫將清詞

與宋詞相較而論的思維，認為所謂「中興」的實質，在於抒情功能再次得到發揮，卻

仍將政治列為關鍵。見陳水雲，《明清詞研究史》（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頁

197-201、304-307。
 2　 朱惠國、劉明玉分析二十世紀 90 年代以降對此課題的研究，在總結整體研究後以為周

絢隆的說法具有代表性。見氏著，《明清詞研究史稿》（濟南：齊魯書社，2006），頁

245-249。但周說提出之「中興」是建立在承認「明詞衰亡」的基礎進行討論，明詞是否

衰微，則牽涉清初詞人如何看待明詞，也與清詞復興有關。

 3　 詳細論述請參周絢隆，〈論清詞中興的原因〉，《東岳叢刊》1997.6: 87-93。
 4　 見邱陽，《清詞中興原因再探》，《哈爾濱學院學報》28.10(2007.10): 66-71。
 5　 此說參沈松勤，《唐宋詞社會文化學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5），頁

20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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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顯然與詞的傳播環境有直接關係。從交遊與唱和關係切入，「滿族文化之

發展」也源於詞人間的互動。同時更透過友朋的互相支持，許多詞集才得以

刊刻，邱陽提出的兩點觀察，無疑忽略人之於文學的能動性。

清初三大案固然對文人有所影響，詞作也反映心境上的蹇困，但題材

開拓絕非僅止於慷慨激昂的世變之作，酒筵歌席、社集應酬於清初詞作中數

量頗重。外在環境導致詞人為免禍轉而避詩就詞，也無法說明詞學復興乃有

清一代南北地區共同呈現之成果。無論內部或外部因素，風氣之形成均有賴

一推波助瀾的力量，故本文擬從群體的角度進行考察，點出群體之自覺選擇

對清詞復興產生的積極意義。社集乃晚明以來普遍現象，清初詞壇有意識地

反省明代詞學理論與創作成果，表現對前朝之繼承關係。是以，若從文學史

的脈絡，明清的代際關係必須重新考慮。如僅止於從社會背景分析，恐將割

裂詞發展之時空向度，以「史」的角度出發，本文擬側重三部分進行論述：

（一）首先梳理世變與清詞復興之關係；（二）縱向考察晚明以降社集活動如

何對清初詞壇復興產生影響；（三）以廣陵詞人群體為例，從選集、評點、唱

和三方面切入，說明實際參與文學活動的群體成員才是清詞復興最重要的推

動者。
6 

二、世變對清詞復興之影響的反省：以清初三大案為例

清初江南地區反抗最為明顯，科場、奏銷、通海等案更集中在順、康之

際，無論是躲避風聲，或因不能明說的際遇發而為文，文人創作時避詩就詞

的說法幾成定論。然則，以「政治影響」作為詞學復興的主因，恐將背景簡

化成國族主義的發酵。易代文人之身分絕非「遺民」、「貳臣」便能概括，兩

者關係也不是全然對立，加上朝中新貴介入交遊，世變語境下的人際網絡是

官方與文人之間的巧妙緩衝。就清廷之立場，三大案當能視為滿人對科舉、

 6　 夏志穎曾從選集、評點、唱和三方面，說明清初詞人標榜聲氣與清詞復興之關係，以《四

庫全書總目提要》發端，指出官方對此一風氣的反對。但該文囿於篇幅，未進一步分析

群體之發展與構成、活動，結論也強調群體活動對詞人創作信心之增強，其中唱和雅集

活動與詞體源於雅集娛樂之關係，則無論及。參氏著，〈聲氣標榜與清詞復興〉，《中國韻

文學刊》23.2(2009.6): 9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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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軍事三方面的整頓。波及層面日益增加，也許在統治者意料之外，為

日後統治方便，清廷自也不會任其擴大。況且，反清復明者南北皆存，論者

不必獨重江南， 7 回歸歷史情境，清初政治環境與詞壇復興之關係，當有重新

思考的必要。以下分就三案略述之：

（一）科場案

科場案起於順治九年壬辰（1652）程可則（生卒年不詳）一案， 8 順治

十四年丁酉（1656），其勢之盛幾蔓延全中國，至戊戌（1657）始結，共有

五闈涉入，其中順天、江南兩處為盛，河南、山東、山西等地亦傳出舞弊事

件。涉案南方士人雖多，然南北二闈均有考官、士子因此殞命、流徙，亦有

從寬處置，允許繼續會試者。凡革去舉人資格者，多因文理不通， 9 並非清廷

「刻意」打擊東南士人。量化處理易產生循環辯證的謬誤，江南本是文化淵

藪，明清兩代進士數量自居全國之冠， 10
若從罹禍士人多隸籍江南作為證據，

理由並不充分。科場案五闈中，順天、山東、山西等均為北地，數量上甚至

北多於南。舊說清廷以義師多倡於南方，故多方壓抑，但江南案略晚於順天

 7　 此參考顧誠的研究，其指出北京、山東、山西、陜北、甘肅等地均有反清活動，以此說

明民族矛盾並不限於南方，北方紳民的反清運動比較分散，加上南明的史書對此又較少

記載，清廷對北方反抗者的殺戮實不下於南方。見氏著，《南明史》（北京：中國青年出

版社，2003）。又，梅爾清（Tobie Meyer-Fong）以王秀楚《揚州十日記》為例，點出素

來被認為清軍殘殺暴虐的「揚州」一地，其實在該書中，王氏也承認在清軍中存在大量

漢人兵卒，提醒我們在種族對立之外，有時殺戮源於漢人自相逼迫，而該書記錄之死亡

人數恐也略顯誇大。梅說參見氏著，朱修春譯，《清初揚州文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

社，2005），頁 19-21。
 8　 汪琬於〈程周量像贊並序〉言「周量嘗舉壬辰進士，既得第一人矣，而會權貴人與考官

有隙，謀因事中之。於是科場議起，爭指摘周量經義以傾考官。聞於上，周量乃復被黜。

當是時，權貴人之意非有憾於周量也，特借周量為根，以快其私爾。然科場之議，日以

日熾。其端發於是科，而其禍極於丁酉，士大夫糜爛潰裂者，殆不可勝計。  」見氏著，李

聖華箋校，《汪琬全集箋校》（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頁 854。
 9　 順治十五年二月之科場案，詳見清．王先謙改修，《東華錄》（臺北：文海出版社，

1963），《順治卷》，頁 213。
10　 關於明清江南進士數量的研究，可參考范金民，〈明清江南進士數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

分析〉《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1997.2: 171-178。其中蘇、松、常、鎮

四府人數的確甚夥，但杭州、湖州兩府進士亦不在少數，杭州人數甚至多於蘇、常，湖

州人數也勝過松江，卻罕聞研究者提及清廷是否針對二地進行大規模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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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順治曾對賄賂舞弊表達深痛惡絕之意，就情理推之，視南闈為再犯，刑

罰倍於北闈，亦屬合理。
11
又如順天闈案中，也有南人涉案，如孫暘為常熟

人，流徙之地卻非最北方的寧古塔，而是尚陽堡，可見懲處主要以案判例，

無涉籍貫。

明清以八股取士，晚明防弊之舉漸嚴而舞弊之事愈盛，犖犖大者如程敏

政、唐寅，沈同和、趙明揚等案皆轟動一時。
12
明室與清廷應對態度並無二

致，易代之際，士人積習未改，構陷卻日益嚴重，就結果論之，南方罹案者

之數量的確多於北方。但檢視科場案的發生，多因文人互相告發，非清廷起

意造禍，挾怨報復的成分當多於「以漢治漢」的政治陰謀論。孟森「其時發

難者漢人，受禍者亦漢人，漢人陷溺於科舉至深且酷，不惜假滿人以為屠

戮」 13
之說，應能突顯漢人相迫之切。

（二）奏銷案

清初因應戰爭等需求，對徵納田賦殊為緊迫，江南地素富饒，賦稅繁

重，逋欠情況也最易發生。歷經戰亂，江南經濟盛況不再，卻依舊必須負擔

各種賦役，此即順治十七年（1660）發生奏銷案的背景。董含（1964-?）對

此有相關記載：

江南賦役，百倍他省，而蘇、松尤重。邇來役外之征，有兌役、里役、該

年、催辦、捆頭等名；雜派有鑽夫、水夫、牛稅……。大約舊賦未清，新

餉已迫，積逋常數十萬。時司農告匱，始十年並征，民力已竭，而逋欠如

故。巡撫朱國治強愎自用，造欠冊達部，悉列江南紳衿一萬三千餘人，號

曰抗粮。
14

11　 順治十五年十一月辛酉事，內容有「違朕面諭」、「如此背旨之人」諸語，可知江南案在

順天案之後發生，順治於順天案後已再三申誡不可舞弊，故後犯者所罰較重，亦情理中

事。詳《東華錄．順治卷》，頁 225。
12　 對明代科舉舞弊的相關研究，可參郭培貴，《明代選舉志考論》（北京：中華書局，

2006），頁 232-241。
13　 孟森對科場案的研究向來頗受矚目，此處他雖點出這是漢人之間互相迫害，實際上其研

究仍主要集中於清廷對江南的傾軋，前揭語及迫害江南士人的論述分見《心史叢刊》（北

京：中華書局，2007，2 刷），頁 34、60。
14　 清．董含，《三岡識略》，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第 4 輯

第 29 冊，頁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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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含為奏銷案的受害者，其紀錄彌足珍貴。這段資料拈出幾個線索：1. 說
明江南賦役以蘇、松二地最重，徵稅內容既多且雜，導致舊賦未清、新餉已

迫；2. 因司農告匱，導致十年之稅並徵，民力已竭而無法負擔，加上巡撫以

抗糧為名，導致順治大怒；3. 朱國治引致民怨，加上丁憂，故離開蘇州。清

廷任派韓世琦續理此事，壓迫之勢更顯惡化。歷來討論奏銷案的論文多以打

擊作為切入角度， 15
漢人本位論將經濟問題轉成國族認同與意識形態的對立。

實則，令江南文人寒心者在於貪吏蠹胥的殘忍，清廷之蒙昧在於要求官員之

「業績」，將政治責任歸於中央固無可厚非，但也不能忽略地方官吏誣告、報

復私仇之可能。

徵調軍備或為清廷冠冕堂皇的藉口， 16
然就清人文獻所載，順治對蘇、松

自明季以來所遭受的官吏私徵深表同情， 17
此與朱國治上奏後的殘酷表現大相

逕庭，頗有可究之處。奏銷案起於順治十七年末（1660），因清世祖駕崩，

康熙幼年即位，朝中正屬一片混亂，權臣勾心鬥角之勢方興，地方官吏亦趁

亂舞弊。《東華錄》載康熙二年（1663）八月辛丑，龔鼎孳（1615-1673）上

奏曰：

錢糧新舊並徵，參罰疊出，那見徵以補帶徵，因舊欠而滋新欠，請將康熙

元年以前催徵不得錢糧概行蠲免，有司既併心一事，得以畢力見徵，小民

15　 其中尤以孟森之說流傳最廣，影響也最大。詳參《心史叢刊》，頁 3-21。
16　 筆者以為順、康兩朝之際，滿人並未有完善的土地與田賦政策，許多時候憑實際需求行

事。長年征戰，內庫空乏，徵收田稅於理可諒。相較南方，北方當時盛行圈地，凡旗人

縱馬範圍，屋舍與人民均須充為財產。奏銷案實際死亡者少，圈地政策下，北人除大量

財物外，生命與自由也可能化為烏有。加上奏銷案本應牽拘入京待審者，後皆放回，鄉

紳被監禁時，皮肉之痛難免，但不危及身家，較北人而言，已屬幸運。而蘇州亦有少數

地區受害於圈地，孟森曾以韓菼為例，說明當時蘇州同時遭逢二事，見《心史叢刊》，頁

8-9。
17　 據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獻通考》（臺北：新興書局，1963），卷 1〈田賦考〉記載，順

治元年、三年，帝王曾兩次面諭臣子有關財政的問題：「順治元年，禁天下毋得正賦外再

加火耗，令各直省文臣齎錢糧冊籍以朝。當是時，民承故明，加派之後，望治甚切……

山東撫臣方大猷亦言錢糧款項宜并刻由單，俾熟地糧米實數定為一編，使民易曉。  」「國

計民生，首重財賦，明季私徵濫派，民不聊生，朕救民水火，蠲者蠲、革者革，庶幾，

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而兵火之後，多藉口方冊無存，增減任意，皆貪墨官胥惡害，己

而去籍，使朝廷德意無由下究。  」頁 4857、4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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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苦紛紜，得以專完正課。下部知之。
18

康熙甫登基，無暇顧及地方，故以朱國治於當地所見為實，亦可想見。若有

司存心示威，鄉紳世家如何得免？江南之禍多為文人官吏間的報復行為，而

清廷所重在於快速掌控中原財政，絕非限於江南一地。
19
明末以來，鄉紳逋

欠已是常態，清廷明令各省均有奏銷期限，無須窄化為傾軋江南文人。
20

（三）通海案

明清兩代對海防的態度均禁止多於開放， 21
明代嚴行海禁，恐沿海居民

與海盜倭寇結合，危害邊防。同理，清人處理海防問題也採取與明人相近的

方式，對沿海居民商賈的威嚇損害並無差別，轉換角度，則戕害與維護的界

線頓時模糊。順治十三年（1656），有人提議將沿海居民內遷三十里以防止

明鄭勢力，時清廷並未採納，康熙初年，施琅再次提出內遷，遼東至廣東各

省，沿海居民盡遷內地，前後共遷界多次。
22
就政策面觀之，清廷收復臺灣

18　 此奏見於康熙八月辛丑，詳《東華錄．康熙卷（一）》，頁 19。
19　 傅慶芬指出奏銷案的直接原因在於「財政嚴重不足，軍餉告匱，需要整頓全國財政，尤

其是全國財賦重地的江南財政。  」並舉例說明當時確有軍需之急。文中也指出奏銷案最

早發生於嘉定，此地曾有「嘉定三屠」慘案，但基本上仍依照順治新令辦理，雖發端較

早，但懲處未因此地曾激烈反抗而加重，況嘉定三屠與薙髮令有關，與奏銷案無關。其

後，清廷更進一步規定鄉紳身分，以為出仕本朝者才能算是鄉紳，如此清廷打擊的豈

非是歸順的明代鄉紳勢力？見氏著，〈清初「奏銷案」補證〉，《江蘇社會科學》2004.1: 
132-137。

20　 趙踐根據清代檔案，以為此乃針對全中國鄉紳，警示意味大於實際壓迫，重點在與鄉紳

爭奪經濟賦稅之權，背景可追溯至哭廟案導致清廷對賦稅的掌握產生不安定感。見氏著，

〈清初奏銷案發微―從清廷內閣中樞一個文件說起〉，《清史研究》1999.1: 109-113。此

亦筆者所論奏銷案為賦稅政策之因，至於江南大族傾家蕩產者，多以地方官吏之故，於

是經濟案件轉變為政治案件，牽連之廣竟達萬餘人，或非統治者所預期。

21　 明清兩代對海禁的態度均頗為謹慎，相關政策制定也較為嚴格，清代以來鎖國傾向尤為

明顯。對此議題之論述，可參王日根，《明清海疆政策與中國社會發展》（福州：福建人

民出版社，2006）。
22　 關於清代海防遷界之研究，可參考謝國楨的研究，見〈清初東南沿海遷界考〉與〈清初

東南沿海遷界補考〉二文，收入《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上海：上海書店，2006），頁

218-256。透過其研究，遷海主要針對明鄭勢力，並不限於江浙兩省，其中以發軔之地福

建受禍最深，然當地反彈和清廷傾軋卻較他處為輕，可知清廷施壓與反彈聲浪雖有關聯，

卻無法直接將兩者畫上等號。又謝國楨以為，清初奏銷與哭廟諸案均與通海一事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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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依舊採取強硬態度，對南北各省沿海均採統一標準，可知所謂針對南方，

只是偶合明鄭的活動範圍。儘管相較科場、奏銷二案，通海案更聚焦於江

南，乃清初杜絕沿海城鎮與明鄭勾結的策略，但有清一代對沿海居民的控制

均頗嚴格，政策頗為一貫，亦不容忽略。

順治十二年（1655），大儒顧炎武（1613-1682）即遭人構陷通海，後

賴錢謙益（1582-1664）奔走救援，方得脫出。順治十六年（1659），鄭成功

由崇明入長江，與張煌言會師，金壇縣令任體坤謊稱金壇士民造反納降，與

王重、袁大受等人誣陷當地儒生，幾經波折，誣陷者轉而成為涉案者，此事

最後交由朱國治審結，任體坤等人鋃鐺下獄，後與被判涉及哭廟案的儒生一

併於江寧處死。康熙元年（1661），祁班孫等人復以「通海」被捕，祁氏為

明遺民祁彪佳之子，也實際參與反清活動，但檢視判決，班孫等人卻死裡逃

生，遭流放至寧古塔。假設清廷有意迫害江南文人，遑論是否有意反清，依

舊可藉各種理由大肆殺害。祁班孫為「遺民之後」，正宜作為殺雞儆猴的標

靶，卻只遭流放，此例當可略為鬆動通海案為打壓「江南文人」的說法。

簡言之，江南文人雖因三大案而產生心境轉變，促使作品風格趨向多

樣，卻無法遽稱因為壓迫與文網嚴密，導致清詞復興。
23
轉換文體實無法保

證不遭構陷， 24
順、康兩朝，文字獄尚未大興， 25

文禍往往和作者身分有關。

故外在環境固對文學有所影響，但仍必須考慮實際情況，方能避免概念先行

的論述。歷史發展並非斷裂的存在，科場等弊端在明代便已出現，重點放

在文人選擇用什麼方式去面對，更能突顯文學發展的能動性。交通不便的古

但根據文獻，則經手官吏構陷的成分更為顯著，況福建之奏銷情況又未若江蘇一地嚴重，

以此判斷，清初各大案彼此間的肇端，並無明確牽連。

23　 陳水雲歸納前人研究清詞復興原因，提到由於詞為小道，可掩飾高壓政策下的文人心態，

點出詞學復興的原因之一與文網密織有關。詳氏著，《清代詞學發展史論》（北京：學苑

出版社，2005），頁 6。
24　 據葉高樹的統計，順、康、雍、乾四朝的文字獄案，發現順、康二朝多為人所告發，且

涉案人籍貫分散南北。見氏著，《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2），頁

254-255。
25　 康熙年間兩件文網案：「明史案」、「南山集案」，主要因為人事關係，其次是字句上與明

朝有較直接聯繫，與文體似無瓜葛。參見李潤強、牛黎芳，〈清初士人的明史意識與康熙

朝文字獄案―以康熙朝「明史」案與「南山集」案為中心〉，《甘肅廣播電視大學學報》 
17.1(2007.3): 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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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文人對友朋流徙之苦多有同悲之心，當彼此詞作談及相關際遇，悲涼慷

慨之氣流貫其間亦屬常理。顯然友朋來往與唱和，對詞作數量的增加與詞學

理論的復興，其作用更為深刻、明確。

牽涉科場案之詞人甚多：如與陳維崧（1625-1682）、彭師度（1624-?） 
並稱江左三鳳凰之吳兆騫（1613-1684），為梁溪詞人顧貞觀（1637-1714） 
之摯友，透過顧氏向納蘭容若求助，始得提早自塞北回歸，遠行之初，亦曾

得吳偉業（1609-1671）作〈悲歌贈吳季子〉詩相贈；方拱乾（1596-1667） 
赴遼左前後，曾多次與陳維崧等人有過互動。丁澎（1622-1686）主任河南

考官，全家遭流放尚陽堡，歸後與各地詞人亦有接觸。以奏銷案言之，曾為

仕紳喉舌之「貳臣」龔鼎孳本是復社成員，於順、康詞壇交遊頗廣，對遭受

牽連之冒襄、陳維崧均表達關心，龔氏更是清初詞壇重要人物。
26
嚴迪昌曾

指出，當時朝野之士經常麇集龔鼎孳寓宅，並未因其政治立場的轉換而拒絕

與之往來。
27
由此可略窺昔日社集成員在鼎革之後發揮的影響，至少如龔鼎

孳等對遭逢奏銷案之南方文人階層伸出援手。至於通海案，多半與構陷和當

時軍事緊張有關，清廷也未刻意針對涉案之遺民後人；同為社集人物，顧炎

武得以脫困，仍與「貳臣」錢謙益的奔走有關。上述種種無不與群體互動有

關，似無法直接看出政治背景如何導致詞的抒情功能重新受到重視。

清初詞學復興為整體現象，獨重江南更無法解釋因何京華、山東、河南

等地也出現詞人群體與一定數量的創作。
28
若詞作數量與理論建構可作為清

26　 清初鄧漢儀稱龔鼎孳為京城詞壇「首建旌旄」者，見〈十六家詞序〉，清．孫默編，《國

朝名家詩餘》（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刊本）。又謝章鋌稱龔鼎孳、吳梅村等人「在國初

時開宗風」，同樣說明龔鼎孳在詞壇的領袖地位，見《賭棋山莊詞話》卷 8，收入唐圭璋

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5 刷），頁 3428。
27　 引見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頁 117。事實上，龔鼎孳以其

朝廷官員的身分，對江南一帶士人多所庇護，如奏銷案時，他曾上奏康熙：「請將康熙元

年以前催徵不得錢糧概行蠲免，有司既併心一事，得以畢力見徵，小民亦不苦紛紜，得

以專完正課。  」此事可參《東華錄．康熙卷（一）》，頁 19。
28　 陳水雲論及清詞復興時，便注意到當時各地均有不少詞人，非獨江南而已。詳參《清代

詞學發展史論》，頁 3。又，陳氏曾考察康熙年間河南詞人群體，具體說明在江南與京華

之外，河南一地也有其重要位置。該文也點出如陳維崧、徐釚等人與該地詞人之交往，

河南詞人周在浚更參與了秋水軒唱和。陳說可見氏著，〈論康熙年間河南詞人群的詞學思

想〉，《商丘師範學院學報》16.3(2000.6): 43-46。可知當時之群體與流派尚未有明確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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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復興的證據，文人群體無論是相濡以沫或麇集宴樂，都有不少唱和作品，

同時群體式的相互評點更蔚然風起，評點資料除卻實際批評外，更透露群體

成員間的理解與維護之意，故考索清初之群體關係實有其必要。

三、晚明結社風氣、型態與清初社集之結構

結社為中國文人之習見現象，有時更影響文學潮流的走向，如明末復

社即與當時舉業、文人風會兩方面位居主導位置有關。王鍾陵認為「師友之

間的結社唱和，乃是中國古代文人從事文學活動的基本方式。這樣一種活動

方式使文人們大大突破了血緣和地域的限制─雖然其家族與鄉邦的色調依

然是濃重的，由此，可以結同道、熾聲勢，並在主客觀條件具備的情況下

發生傾動一時、擅聲館閣的影響，從而使文學潮流、文學風會發生顯著的

變動。  」 29
清初地域性群體與詞派廣泛出現，無疑符合主客觀條件皆具備而

適合詞壇復興的背景。從明末復社至清初南北社集，更可勾勒出文人社交網

絡，茲就晚明以降的結社風氣、群體成員的身分與交遊進行考察，檢視清初

詞壇與復社以降師友往還之人際網絡。

（一）奠定風氣─晚明結社概況與清初江南背景

明嘉靖後，因經濟與交通等外在條件與文人對舉業的需求，各地均有結

社現象，尤以江南為最。不過隨時間推移，文人社集由以文會友的文學活動

轉為政治上的社會運動。
30
其中經濟因素佔據重要位置，從吳偉業的回憶亦

可見一斑：

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尚晏然，一時高門子弟，才地自許者，相遇於南中，

刻壇墠，立名氏，陽羨陳定生，歸德侯朝宗與辟疆為三人，皆貴公子。定

生、朝宗儀觀偉然，雄懷顧盼，辟疆舉止蘊藉，吐納風流，視之雖若不

同，其好名節持議論一也。……會三人置酒雞鳴埭下，照其家善謳者，歌

主人所制新詞，則大喜曰：「此諸君子欲善我也。  」 31

域性，更多時候，依靠友朋間的互動關係。

29　 見王鍾陵，《文學史新方法論》（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頁 193。
30　 見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頁 6-9。
31　 此為〈冒辟疆五十壽序〉中的一段文字，乃吳偉業昔日與冒襄、侯方域等復社友人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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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定生、侯朝宗、冒辟疆，乃至吳偉業，皆為社集之重要人物，而此段話透

露三個耐人尋味的訊息：1.「貴公子」隱然點出經濟能力是社集成員的必然

條件，至少為領頭人物所必備；2. 社集名士重視名節、好發議論；3. 交遊時

的活動之一為歌舞宴樂，填詞遣家伎謳之，是實際存在的現象。無論復社、

幾社，乃至南北諸社，數量之多、聲勢之大，可知晚明以來，文人群體之活

動頗為密切。如金陵作為南明首都，復社諸子也隨之雲集，更突顯在戰火

蔓延前，江南之優渥經濟為社集重要原因。此一背景，卻在明亡之後出現變

化，至少如前文所及，奏銷案遍及蘇、松等富庶地區，降低江南文人結社的

現實可能。

值得關注的是，明末清初南方社集卻不減反增。假設從沿襲晚明文化的

角度觀察，明代二百餘年直至明亡，東南文人忠義而不廢風雅的情況具體表

現在「名士與才媛」的風流故事上， 32
作為江南文人文化的基本條件之一，即

便江南當時才從戰亂之中脫出，但「大江之南，職四民之業者，十僅得五，

而游民居其半焉。安歌便舞，褕衣甘食，山遨而水嬉，經過者指為繁華佳麗

之地，不知四民敝攰，有穅   不充者。  」 33
此一充滿矛盾與衝突的場景即出

現於明清之際的江南地區，文人彷彿獨立隔絕於世界之外，無視於當時頻繁

的天災人禍。僅從文化的延續進行考察，雖說明社集活動「跨代」之可能，

但無法解釋為何各地結社越演越烈，導致順治年間，清廷屢次下令禁止立盟

結社。
34

晚明文人集社，兼具文學與政治之雙重型態，政治局勢丕變一度成為文

的回憶，引見清．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吳偉業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頁 773。
32　 可參孫康宜，《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2）。張宏生以龔鼎孳

與顧媚情緣為例，說明龔詞「芊綿溫麗」的風格與其風流情事有關。詳見氏著，〈龔顧情

緣與晚明士風〉，收入《中國詩學考索》（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頁 351-371。
33　 清．朱彝尊，〈送湯潛庵先生巡撫江南序〉，《曝書亭集》中冊（臺北：世界書局，

1989），卷 41，頁 497。
34　 乾隆時期文人俞正燮（1775-1840）對清初禁社現象有較為清楚的描述：「我朝順治九年，

禮部頒天下學校臥碑，第八條云：『禁立盟結社。  』十七年正月，又以給事中楊雍建言，

禁妄立社名，及投刺稱同社同盟，則以八股牟利假借社名也。十六年例，則士習不端、

結社訂盟者，黜革。……俗之敝士通文，曰詞壇，曰吟壇，亦社壇也。  」見氏著，《癸巳

存稿》，收入《俞正燮全集》第 2 冊（合肥：黃山書社，2005），頁 33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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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轉為政治的關鍵，但鼎革後，詩酒酬酢的成分再度被強化。文學史多從政

治等外緣因素切入，突顯「世變」的影響力，其中或有偏頗。世變對清詞之

推動固有其影響，但文人如何因應、面對世變帶來的衝擊，更值得注意。若

承認「遺民」是實際存在的文化現象，則清初遺民的自我投射，往往聚焦於

宋。藉由編纂「宋遺民錄」之類的書籍表達認同。康熙中期，朱彝尊等人刊

印流傳《樂府補題》，亦描摹出宋遺民詞人透過唱和來表達興亡之感。
35
《廿

二史劄記》曾提出此見：「蓋自南宋遺民故老，相與唱嘆於荒江寂寞之濱，流

風餘韻，久而弗替，遂成風會，固不繫乎朝廷令甲之輕重也歟。  」 36
趙翼為

乾隆時史學家，可見邁入清中葉之際，將遺民雅集唱和之舉視為別有寄託，

已成為史家留心的話題。

此模式或可用以觀察清初文人的心態。透過際遇相仿的師友相濡以沫，

以群體之力量加強共鳴或彼此撫慰，為文人最為習見的方式。箇中轉折，雖

與清廷態度有關，但也突顯文人於雅集唱和中相互慰藉的重要性。復社後人

如陳維崧、王士禛，日後也與社中前輩往來密切，即使沒有「結社」之名，

仍延續復社以降「議論」與「填詞宴樂」的風氣。詞體雖有要眇宜脩的特

質，卻未必能完全躲避有心人刻意告發，如有抒發鬱悶不滿，議論之處便轉

換成評點，藉由群體活動的私密性與遮蔽性，可降低具體情事外洩的機率，

而大規模的唱和也透過某些「旗幟」明顯的主題、號召，規避法網的有意檢

測。具體例證，留待第四節進一步論述，於此之前，須先對易代前後文人之

身分及交遊略作梳理，始能更清楚勾勒出清代詞學復興和社集之間的關係。

（二）四方雲集─易代背景下文人之選擇與交遊

前文曾指出具「貳臣」身分如龔鼎孳者，對護持文人、百姓仍極為用

心，而與新貴納蘭容若交好者，如顧貞觀也為犯案友人奔走。說明文人儘

35　 《樂府補題》是否確為表達對元僧楊璉真伽在會稽陵墓挖掘南宋帝后一事，學界尚有不同

說法，甚至有研究指出此乃詮釋的問題。但可確定，《樂府補題》之作者多為宋末遺民，

其背景為社集唱和之作，清初文人未嘗無藉此發揮之意。有關《樂府補題》的詮釋問題，

可參黃素雲，「中國古典詩歌的詮釋學問題―以《樂府補題》的詮釋為例」（嘉義：南華

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2008）。
36　 引自〈元季風雅相尚〉一文，見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北京：

中華書局，2001，2 刷），頁 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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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選擇有別，彼此之間往來卻較少受到「政治身分」的影響，而明末清初時

期，文人往來情況頗為複雜，但參與社集者，結構上仍以師友為中心，並向

外擴展。

明室覆滅後，復社成員四散，對生死的選擇亦大相逕庭：顧炎武遍遊九

州，著書立說；方以智削髮出家，遁跡山林，復社成員第二代如陳維崧、朱

彝尊等前後入新朝為官。從容就義終究只是部分文人的抉擇，父死子不必死

的觀念落實在延續宗族上，子孫門人應試出仕對遺民而言是可以接受的。且

選擇迥異的文人，彼此之間或有交遊、或相排斥，也增強了文人對群體選擇

的區異性。當士人關注焦點從大群體—國家，轉向小群體—家族或友

朋，有別於死節的個人取向似乎昭然若揭。群己關係的挪移與轉變，與明代

中晚期以來的情況若合符節。
37
對明清之際的文人來說，「家」、「國」之間

容許有不同取捨，死節不再是唯一選項，重新思考與社會接觸的方式，似乎

是當務之急。而逐漸增強的宗族、友朋等群體內聚力，在文人面對環境丕變

時，提供有力的後盾與支撐。
38
當身分認同逐漸成為區別群我的重要關鍵，

文人對「遺民」、「逸民」的定義也有所改變，遺民除卻忠於前朝，更負擔文

化延續之責，逸民的行為則更多是偏向個人獨善。明清之際與遺民往來彷彿

是身分的證明，當遺民成為一種文化符號，甚至有藉「遺民」此一標籤標舉

清譽者。殷殷學步的心態同時表現於對歷史人物品格的企求，伯夷、陶潛成

37　 據王國良觀察，明末是公私利害觀念轉變的時期，有別於理學家公而去私的情況，陽明

後學如黃綰與吳廷翰等人將兩者放在並重的位置，並舉出李卓吾以私為善的看法。由此

可知即便未成風潮，偏向個人利益或實現私我的趨勢，在明代後期業已形成。牛建強則

從明代中晚期山人文化形成的角度切入，說明江南地區逐利與自我的高度強化在明代是

頗為普遍的現象。以上分見王國良，《明清時期儒學核心價值的轉換》（合肥：安徽大學

出版社，2005），頁 253-263。牛建強，《明代中後期社會變遷研究》（臺北：文津出版

社，1997），頁 140-141。
38　 蔣平階與門人周積賢便是最佳例證，復明無望後，蔣氏亡命天涯，而周積賢生死相隨，

「師生之間，實已情逾骨肉」，可知家人友朋等群體，對遺民來說不但是自我身分的確認，

也是心靈上的慰藉。此說引自林玫儀，〈支機集完帙之發現及其相關問題〉，《中國文哲研

究集刊》20(2002.3): 132-133。又何冠彪曾以陳確為例說明忠孝不能兩全的遺憾，但筆

者注意到陳確所愧對者，並非直指國亡後不殉身的悔恨，而是著重在師友皆能就義而死，

己獨苟活。由此推斷，群體間的相互影響甚大，存活者要說服的除卻自己，還有已去世

或未去世的師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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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理想典型，文人將自身投擲入時間洪流，藉此尚友古人、自表心跡。
39

縱然選擇有別，但同一時間點，文人所面對之景況並無二致，然則，此

一區別無法決定宗族與友朋間的往來行為：如彭孫貽與彭孫遹為從兄弟，份

屬同宗，前者被目為遺民，後者卻應科考，舉為博學鴻儒，但兩人仍時有唱

和；
40
觀照錢謙益與黃宗羲之關係，則發現前者雖年歲較長，但因政治關係

而對後者始終有著無法言喻的愧懟。
41
列舉上述二例旨在說明遺民、新貴與

貳臣的往來情況複雜，是以，必須重新檢視文人新價值的建構與認同關係的

確認。
42
結交、絕交是文人的自我認同，看似絕對，實則依照不同的標準，

群體對自身的看法可能與他人觀看的角度略有不同。
43
明亡之後，江南持續

39　 可參見孔定芳的研究，其對明清之際「遺民」身分成為符號，對個體在群體與社會中

的人際關係有重要影響。見氏著，〈清初明遺民的身分認同與意義尋求〉，《歷史檔案》 
2006.2: 44-54。這種自覺式的抉擇，對文人來說，雖諱言於清廷，卻經常優先於實際的

政治身分，成為文人往來時的重要考量。

40　 如彭孫貽曾追和廣陵詞壇的填詞活動：「題余氏女子繡像圖」，其中一闋之詞題點出「和

信弦弟，同程邨、阮亭諸公」，信弦為彭孫遹之號，可知透過堂弟，彭孫貽與王士禛等人

亦有往來。彭孫貽該詞見程千帆等編，《全清詞．順康卷》第 2 冊（北京：中華書局，

2002），頁 1089。
41　 甲申之後，黃宗羲便看不起錢謙益在南都的作為，國變後錢氏降清，更是黃宗羲與之斷

絕音訊四年，直到錢謙益暗通鄭成功事發，輿論才有所改變，黃宗羲始抛棄成見。詳錢

杭、承載，《十七世紀江南社會生活》（臺北：南天書局，1998），頁 189。
42　 遺民、新貴、貳臣，這幾種身分角色迥異的人在明清之際互有往來，其中不乏激烈相頡

頏者，如顧炎武曾遭陷與通海案有關，歸莊奔走求救於錢謙益，錢氏以顧炎武須對外言

稱為錢氏門下為條件，歸莊知顧氏必不肯，偽為門生帖子，顧炎武獲救後竟寫公開聲明

駁斥，令錢謙益頗為難堪。儘管如此，仍可知貳臣與遺民絕非毫無互動，縱帶有目的性，

貳臣對遺民也未必見死不救。錢、顧兩人的牽線者歸莊，本身就是一個交遊較為多元的

人物。以其為觀察對象，對明清之際的文人交往情況當可收以小窺大之效。如杜春媚便

以歸莊為例，指出文人的多樣性選擇是新舊價值交替過程中，明遺民積極參與建構的結

果。見杜春媚，〈從歸莊看明遺民多樣性的生存選擇〉，《清史研究》2001.4(2001.11): 
104-106。另如前文所言，龔鼎孳替奏銷案發聲，面對當時雷厲風行的政策猶能挺身而

出，可知絕不能用貳臣一詞概括當時仕清的文人，見前文所述，此不贅言。

43　 徐林以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為例，說明社會交往除政治外，還與經濟、文化、社會輿論

等有關。並指出「廣大的未仕之士人開始有意無意地尋求擺脫其傳統士人的政治屬性，

但是卻不會放棄其文化屬性，也可以說是士人的身份以及由此身份而帶來的士人所特有

的優越感，相反仍要從其文化中去強化士人身份的確證。  」筆者以為此情況延續至清初，

成為文人對自我認同的重要取向。見氏著，《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會交往研究》（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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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型社事召開，參與者若非身為復社、幾社成員，也往往與二社往來密

切。以昔日復社成員吳偉業於順治十年，在虎丘召開之十郡大社為例，該社

集之目的為調和慎交社與同聲社之對立，當時之參與者頗眾，如鄒祇謨、尤

侗、顧貞觀等人皆為清初著名詞人。
44
又如浙西詞派之先行者朱一是，不但

參與當地社事，也與復社成員黃宗羲往來密切。
45
此處僅略舉二例，回歸當

時情境，則不但各社往來更為頻繁，影響較不明顯的女性群體為詞之復興所

作的貢獻，同樣不容忽視。
46

四、選政、評點與詞論、唱和：廣陵詞壇與清詞復興

姚蓉亦曾以晚明結社風氣之角度研究清代詞派興起之機，同時也注意到

松江幾社領袖陳子龍，正是帶領雲間詞派成形，發揮影響力的重要推手。姚

氏雖然提出社集酬唱、刊刻社稿等活動與文學傳播的關係， 47
然而清代有許

多無法獨立成派的群體，他們也是清詞復興的強力後盾。若反省雲間詞派與

清初詞壇的關係，領袖人物陳子龍於順治四年（1647）投水身亡，曾與之

唱和的友人李雯仕清，門人蔣平階亡命天涯，雲間後嗣無以為繼。加上雲間

詞派於清初引發討論者多在詞學觀點，關於唱和、刊刻詞集方面的影響較不

突出。此可從順治九年（1652），蔣平階與沈億年、周積賢師徒刊刻之《支

機集》略見端倪，該集為師徒三人互評互選的作品，屬於群體內部的私密活

動，而蔣平階當時正躲避清廷追捕，無法直接傳播詞學主張與公開唱和活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161-186，引文見頁 162。
44　 參見張慧劍，《明清江蘇文人年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頁 631。此外，何

宗美也指出，復社弟子或子弟彼此的交遊狀況，參見氏著，《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天

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2 刷），頁 282-284。
45　 梅里詞人與雲間詞人的交往，也與社集關係密切，相關論述見陳雪軍，《梅里詞派研究》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 160-161、271-273。
46　 也有群體不在社集成員之範圍內，但仍可看出交遊關係與對詞的自覺接受。其中，女性

詞人便是值得注意的課題，如歸淑芬、沈栗、孫蕙媛、沈貞永編纂《古今名媛百花詩

餘》，收錄各代女詞人詠花詞，其中以清代最多，共計 45 家，221 闋。上述四家之作各

為 64、21、7、14 闋，總數約佔二分之一強，仍有標榜「群體」的意味。統計數字參林

玫儀，〈《古今名媛百花詩餘》校錄〉，《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5.3(2005.9): 170、187。
47　 見姚蓉，《明清詞派史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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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從明清之際的創作風尚觀察，《花間》、《草堂》風格依舊為詞壇主流，豔

詞作品頗多。筆者以為稱西陵、柳州等清初詞派受雲間詞派的影響，然言此

乃明末以來之共同現象亦無不可，重點在於詞人與詞論家如何運用或轉化明

代以《花間》、《草堂》為主的「典範」，呈現自身面貌。

陳維崧回憶順治八、九年的詞學背景時，曾有「方其時，天下填詞家尚

少」之語，點出當時致力創作者，乃毗陵詞人群體如鄒祇謨、董以寧等。
48

當時唱和之作，細膩描摹女子體態的豔體詞、壽詞、填圖詞佔極高的比例，

未必一一扣合世變風會的感慨之氣，也和強調比興的雲間詞論產生一定程度

的悖離。
49
職此，更能說明題材的多樣性與政治之聯結可以鬆動。事實上，

刊刻詞選集、評點與唱和皆是清初詞壇頗為習見之現象，下文擬以廣陵詞壇

為例進行分析，具體說明清初承接晚明社集風氣，故清詞復興也必須透過群

體進行考察，才能獲得較清晰的輪廓。已有論者指出，居於清初詞壇復興關

鍵地位之群體，當屬以王士禛（1634-1711）為首之廣陵詞壇， 50
但必須說明

的是，詞學群體活動較為顯著頻繁的廣陵一地，只是清初詞學中興的縮影，

具體成果仍源自各地群體之互動，以此角度，方不致將文學史之發展成為某

一群體、家派的衍生產物。

48　 陳維崧於〈任植齋詞序〉點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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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陳子龍之影響如此

深遠，順治年間詞壇尚未復興的原因何在？筆者以為提倡比興的雲間詞派與陳維崧之關

係值得反思。當王士禛讚許陳維崧為雲間的「登堂入室者」，其基礎當在看出陳維崧大量

創作豔體詞，這可與建立陽羨詞派理論後毀其少時之作的態度對參。這也是清初對明代

《花間》、《草堂》詞風之延續。若論及清詞復興，從「因」到「變」的過程，尤為關鍵。

參見氏著，陳振鵬標點，李學穎校補，《陳維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

52-53。
49　 陳子龍等雲間三子最初並未將詞與比興緊密連結，根據劉勇剛的考察，「雲間詞派在理論

上高自標置，追求自然高渾的境界。但在創作實踐上並沒有全然擺脫明中葉以來的《花

間》、《草堂》餘風。詞的題材依然以春思豔情為主，詞風香軟，意格不高。  」但在思想

上，又認為「言情之作，必托於閨襜之際」，此重視比興的論點，為雲間後學所繼承。劉

說見氏著，《雲間派文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155、162-164。
50　 如蔣寅便持此看法，詳見氏著，〈王漁洋與清詞之發軔〉，《王漁洋與康熙詩壇》（北京：

人民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頁 80-99。另，李丹從清詞演變的觀點出發，認為「不懂

得廣陵詞壇，便不能真正懂得清詞的中興」。參氏著，《順康之際廣陵詞壇研究》（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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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政與標榜─群體力量與清詞復興

明清之際「存史」意識頗為強烈，就保留文獻的立場，選集前附作者小

傳或爵里表，雖有其傳統淵源， 51
但清初大量出現以明人或易代文人為主的詩

詞選集，附有作者資料者數量漸多， 52
依舊值得研究者注意。當然，這種體

例未必能成為系統化的論述，但從所選作者的身分以及序跋文字，猶可略窺

一二。

編纂選集依照其目的，有不同的裁量標準，改朝之後，有不少以明清之

際文人作品為主的詞選出現。
53
或因人存作品，或因作品存人，在清代政局

穩定前的這段時間，此舉應可解釋為保存、延續前代文化。當三藩之亂大勢

底定，清廷介入文藝活動的痕跡也愈發明顯。在清初各種選集與詞論中，詞

人一再提倡「尊體」，若有意藉此避禍，則一方面倡言詞非小道，一方面卻希

冀藉由文體的幽微性抒發各種不滿，兩種行為無疑是矛盾的，歷來論者卻鮮

少措意，筆者以為身陷文禍與文體無直接關係，「詞為小道」故可逃避清廷箝

制的說法，當可商榷。

王易曾指出清代君王經常努力營造風雅形象，促使清詞作家數量遠超過

明代。
54
營造風雅的背後實則流露清廷對「詞」的關注，此可由康熙《歷代

51　 最遲至元好問編纂之《中州集》便附有作者小傳等資料，而元好問之遺民身分，對自身

文化的保存也頗為積極。當然保存文化未必採取存人的方式，也未必只選取前朝文人之

作，但在編纂選集的過程中，呈現對前朝文獻的關注，當無庸置疑。

52　 以順、康兩朝為例，開始編選或刊刻的明人選本，如《列朝詩集》、《明詩綜》、《蘭皋明

詞匯選》，加上未竟而卒的《明詞綜》遺稿，至少有四部，其他相關選本尚有不少，此不

一一指出。此外，收有易代之際文人作品的集子如《倚聲初集》、《今詞初集》、《瑤華集》 
更是不勝枚舉。其中有不少選本附有作者小傳或爵里表，如《列朝詩集》、《倚聲初集》、

《瑤華集》等，所選亦不乏遺民之作，在構陷風氣興盛的清初，這些選集得以流傳，未遭

「因人廢詩、廢詞」的命運，可謂幸矣！以朱彝尊所編《明詩綜》為例，其序明確指出所

收作者有「死封疆之臣、亡國之大夫、黨錮之士，暨遺民之在野者」，也清楚說明此書

「竊取國史之義」的存史意圖。此序收入朱彝尊，《曝書亭集》中冊，卷 36，頁 448。
53　 根據閔豐的統計，清初清詞選本幾近三十種，無論《今詞苑》、《今詞初集》、《倚聲初

集》、《百名家詞鈔》等，皆錄有明清之際文人的作品，有關清詞選本選詞名單，可參氏

著，《清初清詞選本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284-306。
54　 王易以為「清初風雅之突勝於明者，亦係夫君主之好尚，遠過於明之諸宗。觀世祖之於

尤侗，聖祖之於姜宸英，世宗之於閻若璩，高宗之於沈德潛。或誦其文，或耳其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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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餘》〈序〉略見端倪，其言「詞者繼響夫詩者也，乃命詞臣輯其風華典麗悉

歸於正者，為若干卷，而朕親裁定焉。  」 55
雖然《歷代詩餘》的編纂時間已

至康熙四十六年，但遲至康熙朝，詞已經為統治者注意，編訂選集已是文教

政策的「成品」，詞引起關切當在更早之前。而晚明社集本有刊刻社稿以自標

榜的行為， 56
在官方與詞人群體之間，不同的詞集取向，卻同樣促成清初對詞

的重視。

與王士禛於廣陵時期有關之選政有二，在當時皆具備代表性，一為鄒

祇謨主編，而兩人共同掛名之《倚聲初集》，一為孫默所編之《國朝名家詩

餘》。兩部詞集之成書，無論是資助刊刻、邀稿成書、互相標榜以形成風氣，

皆可看出群策群力的痕跡。茲分論之：

1.《倚聲初集》之編纂

根據蔣寅與張宏生之研究，《倚聲初集》為鄒祇謨前往揚州前便開始著

手選稿， 57
而該書乃採隨到隨刻的形式，故於題為順治十七年（1660）刻本

者，亦間有順治以後、康熙四年（1665）前的紀事。
58
成書過程中，王士

禛、鄒祇謨兩人各有貢獻。

從資助刊刻的角度觀察，考慮順治十七年末（1660）鄒祇謨便遭遇奏銷

案，導致從「晉陵甲族」淪為「一日散萬金立盡」的貧者， 59
加上江南地區甫

欽其學，或愛其詩……故自康熙至乾隆間，詞之作家固遠過明代……」，見《中國詞曲

史》（北京：團結出版社，2006），頁 370。實則以上羅列者多非以詞名家，康熙時舉博

學鴻儒者如朱彝尊、陳維崧，乃至於彭孫遹等皆為清初著名詞人，早在帝王提倡風雅前

便頗享盛名。

55　 清．永瑢、紀昀等編纂，《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 430 詞曲類第 1491 冊（臺北：臺

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2。
56　 可參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頁 139-142。
57　 分見蔣寅，《王漁洋事蹟徵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頁 98；張宏生，〈王

士禛揚州詞事與清初詞壇風會〉，《清詞探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212-213。
58　 閔豐以為目前書目與圖書館著錄均題為順治十七年大冶堂刻本，其根據是王、鄒所撰寫

的兩篇序文，但序文與實際刊刻的時間未必一致，加上前附詞人爵里表隨版本不同而有

異，顯然有一最先附梓的刻版，之後又進行補版的工作。見氏著，《清初清詞選本考論》，

頁 62-64。
59　 王晫，《今世說》，卷 4〈雅量〉，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學林類》第 22 冊（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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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戰亂，經濟狀況恐怕不足以支撐「出版興盛」的說法，故王士禛藉由「新

貴」身分，給予友朋資助，亦符合其「晝了公事，夜接詞人」的風雅形象。

就內容部分觀察，《倚聲初集》所收錄清初作者，除卻納入不少復社成員外，

這些前朝耆老多半也與廣陵詞壇有具體往來，加上該書幾乎收錄王士禛在廣

陵時期的所有唱和詞作，儼然帶有群體互相標榜之習氣。該書在康熙年間便

頗為流傳，沈雄《古今詞話》對此曾有記載：「人文蔚起，名制若林。近披朱

竹垞《詞綜》、毛馳黃《詞譜》、鄒程村《倚聲集》、蔣京少《瑤華集》，家璣

人璧，評者紛如。  」 60
從鄒祇謨之卒年觀察，鄒氏亡於康熙九年（1670），但

《倚聲初集》在康熙朝仍得享盛名，當與王士禛「清朝新貴」與「文壇盟主」 
的身分有關。

2.《國朝名家詩餘》之刊刻

孫默（1613-1678）被目為當時清流名士，與廣陵詞壇成員交遊密切，

《國朝名家詩餘》一書 61
從邀稿至刊刻，頗仰賴當時交遊網絡之力量。孫默乃

一窮巷布衣，若無人資助，單憑己力難以完成此偉業，李丹認為「廣陵詞壇

後期，隨著領袖人物的離開，孫默經濟上趨於貧困，無力刊刻，從今日所了

解情況來看，孫默在後期刊刻詞集進程緩慢，可能也與經濟困難有關。  」 62

考慮清初背景，如非書肆與朝中顯貴，對於出版書籍的資金來源，實有其困

難處，故該書前後花費十四年始得完帙。從康熙二年（1663）孫默開始搜羅

詞集的時間分析，與《倚聲初集》刊刻時間前後相銜，所收詞人皆為廣陵詞

壇之重要人物，但所居分散各地，除卻相互標榜之外，也能看出清初詞壇盛

況與群體交遊的關係。

（二）評點的盛行─比興託喻與理論開發

伴隨兩部詞集的印行，其中大量出現的評點字句，也成為值得深思的文

北：明文書局，1985），頁 45。
60　 《古今詞話》刊刻於康熙二十八年（1689），本文據澄暉堂刻本，引自唐圭璋編，《詞話叢

編》，頁 881。沈雄的觀察距離鄒祇謨辭世已有一段時間，但顯然《倚聲初集》並未因編

纂者之消亡而為人忽視，筆者以為這與另一編者王士禛的活躍有關。

61　 《國朝名家詩餘》與《十六家詞》常常為人所混淆，兩者分屬不同系統，詳細考辨可參林

玫儀，〈鄒祇謨詞評彙錄（之三）〉，《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4.3(2004.9): 79-89。
62　 見李丹，《順康之際廣陵詞壇研究》，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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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材料。文社與文學評點在明末清初的興盛有著明顯的關係， 63
而此一現象也

反映在詞集。清初廣陵詞壇於選集中進行評點，頗有借鑑明代詞選之處，其

中如卓人月編選、徐士俊參評的《古今詞統》便是最明顯的例子。
64
但更為

直接的繼承，筆者以為依舊來自於晚明以降的社集活動。如從評點史的角度

出發，則明代出現的評點，多為個人式的，群體共評的情況極少出現。
65
就

清代詞集評點的樣貌，不少可見「同學諸子同評」、「諸家同評」等字樣， 66
互

稱「同學」正是保留社集成員的具體證明。王應奎曾云：

自前明崇禎初至本朝順治末，東南社事甚盛，士人往來投刺無不稱社盟

者。後忽改稱同學，其名較雅，而實自黃太沖始之。……自注云：同學之

稱，於與沈眉生、陸文虎始也。
67

無論是黃宗羲或王應奎、沈壽民等，可知以「同學」稱社友絕非孤例，乃出

於群體成員彼此認定為同一社群的心理狀態。
68
在形式部分，清初詞人仍有

不少晚明社集習氣，表現在「同學」共評及評語內容相互標榜兩部分。

又因群體評點具備較高的隱密性，從評語不但能得知詞人的創作原因，

更可以透過考訂作者的原題作為掩護。前者如尤侗評彭孫遹〈念奴嬌．四疊

前韻〉所謂「四詞慷慨悲涼，唾壺欲碎，僕常謂吾輩今日正索磈壘，人亦不

可得。荊卿、漸離相樂相泣燕市，止兩人耳，輒和二章，以志同感，不足為

外人道也。  」 69
「群我」、「內外」之別，表明情感上的歸屬與認同，亦是儕輩

63　 見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頁 145。
64　 陶子珍考訂《古今詞統》之版本時，提到此書主要版本有二：一為明未刊豹變齋印本、

一為明崇禎間刊本。其中後者除將書名從《詩餘廣選》改為《古今詞統》以及增錄徐士

俊的序之外，各卷所選詞調、詞作、評語等皆與豹變齋印本相同。見氏著，《明代詞選研

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3），頁 343-344。王士禛所見乃一有評點的通代詞選，

而《倚聲初集》之爵里表更與《古今詞統》之氏籍表功能相同。

65　 明代之詞集評點風氣已頗興盛，但多是個人為單位進行品評。參孫琴安，《中國評點文學

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頁 145-159。
66　 可見林玫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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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29-155。
67　 清．王應奎，《柳南隨筆續筆》（北京：中華書局，1997，2 刷），頁 171。
68　 可參見許嘉瑋，「清初廣陵詞人群體研究―以評點與唱和為主的考察」（臺北：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頁 32-50。
69　 清．彭孫遹，《延露詞》，清．孫默編，《國朝名家詩餘》（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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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為知己的重要關鍵。彭孫遹、尤侗都曾參與王士禛〈沁園春．偶興〉唱

和，彼此相識，評語中所謂「磈壘」當指奏銷案後彭孫遹失官一事。僅就

詞題與詞作觀之，則幽微筆法較難看出明確指涉，僅「菰羹鱸膾」、「不抵

一錢」 70
諸語稍能看出痕跡，但透過評語卻可提供作品繫年依據。後者最為顯

豁的例子當屬鄒祇謨評點時竄改蔣平階作品，鄒氏甚至試圖自圓其說：

《支機集》本倣《花間》，刻遺宋調，綴詞皆有調無題，余為摘註標目，以

便賞音，諒諸子不嫌蛇足耳。
71

事實上，這與蔣平階之本意恰好相悖。《支機集》〈凡例〉第三條云：「吾黨

每多寄託之篇，間有投贈之作，而義存復古，故不更標題。  」 72
此外，《倚聲

初集》又將蔣平階易名為蔣階，事實上蔣氏與不少廣陵詞壇核心成員相識，

更參與王士禛等人發起之紅橋唱和，鄒祇謨此舉顯得刻意， 73
加上其所著詞評

多次點出「寄託」， 74
理應不該有此謬誤，蓋蔣平階為抗清遺民，身分較為特

殊，此正可看出群體曲相維護之心。若著眼於理論之開發，則在群體共同偏

好與時代風尚影響下，評語透顯之面向亦頗為多元，除卻尊體、辨體外，在

具體作品分析中，也帶出繪畫、史學、佛學等不同領域交涉的豐富內涵。
75

其中詞、史結合的論點，更早於陽羨詞派之詞論，理論的開發與成型和群體

間的討論、實踐有直接關係。

館藏，清康熙年間留松閣刻本），卷 3，頁 9。
70　 二語分見〈念奴嬌．長歌〉、〈念奴嬌．再疊前韻〉，《國朝名家詩餘．延露詞》，卷 3，頁

8。
71　 蔣平階，〈南歌子．七夕〉詞後評語，清．王士禛、鄒祇謨編，《倚聲初集》（《續修四庫

全書》集部詞類第 172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南京圖書館藏順治十七

年刻本），卷 1，頁 2。
72　 蔣平階等編著，《支機集》，收入張宏生編，《清詞珍本叢刊》第 22 冊（南京：鳳凰出版

社，2007），頁 475-476。
73　 林玫儀便認為鄒祇謨更動題目之用意在於「有所顧忌而故作更動」，見〈支機集完帙之發

現及其相關問題〉，《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0(2002.3): 146。
74　 鄒祇謨於《倚聲初集》中如評陳子龍〈望江南．憶舊〉：「湘真一刻，晚年所作，寄意更

綿邈悽惻」（卷 1，頁 5）、錢謙益〈永遇樂．十六夜見月〉：「托意雅深至，自有瓊樓玉宇

之思」（卷 18，頁 10）。餘例尚多，此不贅述。

75　 詳許嘉瑋，「清初廣陵詞人群體研究―以評點與唱和為主的考察」，頁 5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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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寄情於唱和─廣陵詞壇成員與詞學復興

清初詞壇有多次大型的唱和活動，參與者遍及大江南北，但介入最深者

仍屬廣陵詞人群體。單就王士禛任官揚州時期，便有數次雅集，題材包括題

畫、懷古、言志，甚至追摹宋詞名家李清照之作品。
76
以此觀之，群體顯然

不限於有政治寄託的發憤之作，而是將酬答視為一種習見的文學活動。詞人

大量投入創作自也促成清詞復興。因清初唱和活動頻繁，無法一一詳列，茲

略舉數例以為佐證：

1. 江村唱和

據朱秋娟的考辨，江村唱和共有兩次，一是康熙四年（1665）時，曹

爾堪、王士祿、宋琬於西湖之聚會，一是曹爾堪、尤侗、宋實穎於蘇州的唱

和。因兩次皆選〈滿江紅〉一調，故易相混而論。
77
若將二次唱和之參與人

數共觀，則其盛況空前，「繼和者不下數十家」 78
。〈滿江紅〉此一詞牌多為風

格激越之作，從內容與詞牌的契合，可知清初詞人對於選調已有一定程度的

認知。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曹爾堪為柳州詞人群體之中堅， 79
與廣陵詞壇往

來密切，《國朝名家詩餘》收有其《南溪詞》，鄒祇謨引王士禛所云「不纖不

詭，一往熨貼」 80
稱許柳州詞派，對其評價頗高。而王士祿為王士禛之兄，與

曹爾堪於前後免罪出獄，藉由唱和表達心聲，後來追和者未必際遇相同，卻

不妨礙詞作的傳鈔與唱和。

2. 秋水軒唱和

該次唱和為康熙十年（1671），曹爾堪、龔鼎孳、紀映鍾、陳維岳、王

士祿等當時名公，齊聚文人周在浚於北京的秋水軒別墅所進行的填詞活動。

76　 李丹曾對王士禛揚州唱和進行統計，見《順康之際廣陵詞壇研究》，頁 25-28。
77　 朱秋娟，〈「江村唱和」考述〉，《中國韻文學刊》23.3(2009.9): 35-38。
78　 王士祿於陳維崧〈滿江紅．贈朱亦巖先生〉一詞後之評語，透露相關訊息：「此顧菴江村

舊韻，僕憂患中一再和之，客夏湖上出示顧菴，後同荔裳往復用韻，遂各得八首。顧菴

又與既庭、展成唱和於吳門，此外繼和者，不下數十家。  」見陳維崧，《烏絲詞》，卷 3，
頁 13，收入《國朝名家詩餘》（清康熙年間留松閣刊本）。

79　 吳熊和為最早注意柳州詞派的研究者，他指出該詞派之構成與當地家族有密切關係，也

觀察到柳州詞派多復社成員。見氏著，〈《柳州詞選》與柳州詞派―明清之際詞派研究之

一〉，《吳熊和詞學論集》（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頁 385-403。
80　 參見鄒祇謨，《遠志齋詞衷》，收入《倚聲初集》前編，卷 3，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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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參與者的身分觀察，有久仕北京者，如龔鼎孳；有受到龔鼎孳庇護之前朝

遺民，如紀映鍾；陳維岳乃陳維崧胞弟，屬致力於功名的遺民第二代；周

在浚為周亮工之子，屬河南詞人群落一員。考其原因，則諸人酒宴歡會過程

中，曹爾堪見壁間有酬和詩，即興賦〈賀新郎〉一闋，隨後龔鼎孳即席依韻

和之，竟成為南北名流爭和的特殊現象。後輯為《秋水軒唱和詞》，計收錄詞

人 26 家，詞作 176 闋。
81
李桂芹曾將秋水軒系列唱和中主要活動的參與者列

出， 82
如梁清標同樣久居京師，為京華詞人一員，而汪懋麟是廣陵詞壇後學、

宋琬籍貫山東萊陽，但多次參與各地唱和，以上三人與曹、龔、王等人皆與

廣陵詞壇互動密切，造成一次跨地域、跨身分的大型唱和。
83

3. 迦陵填詞圖題詠

清代畫像題詠也屬填詞唱和關注的題材之一， 84
而康熙十七年（1678） 

繪成之〈迦陵填詞圖〉引發一次廣泛而熱烈的詞學活動，透過陳維崧建立之

人際網絡出發，可再次驗證觀察交遊與唱和之間的關係。從當代性觀察，許

多唱和者皆屬陳維崧廣陵時期往來之友朋。從風格論之，陳維崧為陽羨派宗

主，但唱和作品卻不乏綺麗之作，可推知詞人依據不同情況書寫相異風格的

自覺性。又從參與圖像唱和者進行考察，則朱彝尊、李良年為浙西詞派重要

人物，嚴繩孫則屬梁溪詞人群體，納蘭性德為滿州籍詞人，依舊反映出跨地

域、跨身分的唱和結構。就詞作內容分析，則多半圍繞著陳維崧與冒襄家歌

僮紫雲的微妙情愫，依照對畫面布局以及人物眼神、動作等相關細節的理

解。摘錄兩闋於下：

81　 見嚴迪昌，《清詞史》，頁 125-128。
82　 李桂芹，〈秋水軒唱和活動及其意義〉，《長春大學學報》18.4(2008.7): 51-52。
83　 清代詞派與群體帶有強烈地域性，治清詞者早有論述，可參張宏生，《清代詞學的建構》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2 刷），頁 142-148。但筆者發現清初詞壇興盛之重要

原因，正在於跨地域的大型唱和甚多，而不同詞派的理論、觀點，也在相互交遊與切磋

中逐漸明確，形成鮮明的流派意識。

84　 有關清代畫像題詠的研究，可參毛文芳，《圖成行樂：明清文人畫像題詠析論》（臺北：

臺灣學生書局，2008）。毛氏之研究包括金農、徐釚、陳維崧、王士禛等，皆為有名之畫

家或文人，清代題畫詞的唱和數量尚有不少，此類作品內容與風格允許多樣呈現，有專

注於畫面的鋪展演繹者，也有藉圖像完成自我情感投射者，豐富的唱和作品也成為詞壇

興盛的風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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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簟涼生暑氣消，玉人趺坐學吹簫。頻邀郎盻，倩筆畫眉梢。郎把吟髯方

得句，未能閒卻是霜毫。烏絲題就，著意為儂描。
85

掀髯欹坐，搦管憑誰和。有女雙鬟花半嚲，一曲洞簫吹破。  是誰妙筆傳

神，風光掩映如真。笑我迷離老眼，時從畫裡呼君。
86

填詞者一方面依循花間以降，於酒筵歌席間描摹歌伎姿態的傳統，用來作為

紫雲男扮女裝的姿容，一方面稱揚陳維崧風流才子的形象，從風格論之，不

少作品偏向綺靡，有別於江村、秋水軒兩次唱和以清勁剛健為主的取向。

透過三種不同題材的雅集唱和，說明清初詞壇的「多樣性」，擺脫以「政

治背景」作為題材開拓的固著論點。事實上，清初許多群體性的唱和，題材

與內容之描寫都頗為多元，無論是描寫圖像、賀人婚娶、登臨古蹟，皆有可

觀之處。這些填詞活動往往來自於人際網絡的開展，在酒筵歌席間也帶有高

度的「自娛性」，透過一次次雅集聚會傳播至大江南北。

五、結　語

文學史之書寫，有賴於個案研究之豐碩成果進行補充，本文即以群體作

為綰合前人研究之角度，重新爬梳清初詞壇復興的原因。透過前文討論，可

得出以下幾點成果：

（一）清初三大案雖影響深遠，卻未必只針對江南文人，以政治為主要論

述的舊說當可鬆動。作為文學發展的動因甚多，或直接、或間接，有內在、

有外在，感於政治而發諸激憤慷慨，只是清初詞作諸多風格的一環，若僅慮

此一端，恐失之片面。此外，政治打壓也無法說明清初南北皆有不少詞學活

動的原因。簡言之，清廷深文羅織的重點不在文體，而是作者的身分。若無

人舉發、作者也無特殊身分，通常較少成為文字獄案下的犧牲者。從清初選

集與詞論中，能發現詞人對「尊體」的重視，若有意藉此避禍，則一方面倡

言詞非小道，一方面卻希冀藉由文體的幽微性抒發各種不滿，無疑是矛盾之

85　 清．王頊齡，〈琴調相思引  題迦陵先生填詞圖〉，收入張宏生等編，《全清詞．順康卷補

編》第 3 冊（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 1263。
86　 清．陸進，〈清平樂  題陳其年太史填詞圖〉，收入程千帆等編，《全清詞．順康卷》第 8

冊，頁 4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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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但歷來論者卻鮮少措意。筆者以為身陷文禍與文體無直接關係，清代不

但是詞的復興階段，同樣也是詩、曲、古文獲得蓬勃發展的時期，「詞為小

道」故可逃避清廷箝制的說法，實有商榷空間。

（二）清詞復興並非斷裂的文學史現象，從活動方式與成員兩方面皆可

看出晚明社集影響的痕跡。詞人之交遊網絡，未必取決於相同的政治取向，

而在於如何面對「前朝」留下的身分與詞學觀點。從面對人生轉折與際遇不

順時，友朋支持的力量可具體表現在唱和題詠。就組成結構論之，明亡之

後，復社成員流雲四散，卻依舊保持一定的聯繫與互動。遺民、貳臣與清廷

新貴並非可以簡單劃分的對立身分，審視清初詞壇，我們顯然能找到許多跨

地域、跨身分的詞學活動，溯其源頭，皆和復社（或陳子龍為主的松江幾社） 
有著潛藏的線索，而對於詞體的認識，也可看出明清相承而又相異之處。

（三）以廣陵詞壇為例，藉由詞集編纂、評點、唱和三方面，當能看出

清初詞學復興與群體活動之間的密切關係。探究詞集之編纂，可看出無論是

稿件蒐集或出版資金的籌措，均仰賴成員之力量，而詞集所選名單也可看出

晚明以降社集選稿相互標榜的遺風。從評點活動出發，則有三點足供觀察：

1. 群體遭逢生命轉折時，幽微心事的共感依據；2. 透過評點進行遮掩，以維

護友朋的安全；3. 最後則在具體的詞作品評中突顯詞學主張與立場。最後分

析人際網絡與唱和活動，則可知詞作數量的大幅增加與題材的多樣性，皆源

於群體成員間的雅集贈答。若承認清初詞學復興的具體證據與作品量、題材

開發、詞論深化有關，則必須重視群體居中推波助瀾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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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oices Made by Poetry Group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Reasons  

for the Early Qing Resurgence of Ci Poetry 

Hsu Chia-wei*

Abstract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existing research, this paper aims to clarify past 
scholarly opinion on the reasons behind the Qing resurgence in ci 詞 writing. 
Reflecting on what has been written about the influence of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on literature, I attempt to explain why, although literature can 
potentially be a response to political realities, it would be inadequate to say it is 
merely a vassal of politics. Examining three famous incidents that occurred in 
the early Qing, we find that these examples of the Qing court’s attempts to tackle 
the maladies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the economy, and coastal defense that 
it had inherited from the Ming, were in fact a reflection of general government 
policy, and not targeted specifically at the Jiangnan 江南 area; if it were just 
Jiangnan that had been singled out, then why refer to a general “resurgence” in ci 
poetry? Secondly, the forming of literary friendships in the late Ming established 
a network of ci poetry groups, indicating the extra-political choices made within 
such groups, and we find that exchanges of poetry became an important vehicle 
for forming associations. These exchanges facilitated the propagation of ci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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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imilar manner to banquets held during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periods, 
where the practice of exchanging poems at these crowded gatherings fostered 
a creative atmosphere. The large increase in the quantity of works generated 
by these activities also stands as proof of the resurgence. Finally, this paper 
specifically discusses the formation of ci writers’ groups around literary activities 
such as anthologies, critiques and poetry exchanges, examining the evidence for 
a shift in the focus of such activities from politics to literature around the time 
of the dynastic change. In the interplay between so-called turncoat officials, 
Ming loyalists, and new aristocrats, Qing dynasty ci circles appeared to cross 
boundaries of identity and region, and the proliferation of theories and works 
signify a large number of motivating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however, the choices made by such poetry groups were perhaps even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variou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Keywords:  early Qing, ci 詞, association-forming, anthology, critique, loyalis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