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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與陳枚

氏　岡　真　士

關鍵詞：清印本、《花鏡》、李漁、王望如、周亮工

１　清印本《水滸》與陳枚

　　《水滸》的版本，僅就簡本來說，也有各種各樣的。其中有一個本子叫十卷本，首冠序文，

最後３行如此寫道：

　　而重戒前途之難束縛則此□□□□□

　　一大奇書可以不朽矣　　□□□□□

　　　　　　　杭陳枚簡侯書□□□□□

這個版本殘破頗多，引文之前更是厲害。“杭陳枚簡侯書”的前後幾個字也無法閱讀，幸好仍

能看取這篇序文是“陳枚簡侯”寫的。此本現在蔵於北京的中國國家圖書館，共有十卷百十五

回，相當於孫楷第先生所稱的“清金陵德聚堂刊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參看馬幼垣《水

滸二論》聯經出版2005年版、三聯書店2007年版；氏岡真士〈兩種“出像”本《水滸》在百
十五回諸本中的位置〉，《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第15號，2010年，後者的日譯增訂本見於《文
簡本を中心とした『水滸傳』の研究》科研報告書別冊，2012年）。
　　其實這篇序文又見於八卷百十五回本與各種百二十四回本。八卷本沒有識語，“可以不朽

矣”為止，除了南京圖書館藏本沒有封面以外，北京大學圖書館也藏有兩部，封面分別刻著

“道光五年”“光緒寅壬”幾個字。“道光五年”是1825年，“光緒寅壬〔＝壬寅〕”是1902年。
　　至於百二十四回本，則“可以不朽矣”下面換行寫道（“／”表示換行）：

　　旹／乾隆丙午年冬十月望日／古杭枚簡侯（大道堂本、蔾照書屋本）

　　旹／乾隆丙辰年冬十月望日／古杭枚簡侯（清華大學、首都圖書館等藏本）

　　孟春望日／古杭枚士簡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10行26字本）

“乾隆丙午”是1736年，“乾隆丙辰”是1786年，可是孫楷第先生卻指出：“清康熙時有陳枚字
簡侯”（參看《文簡本を中心とした『水滸傳』の研究》）。

　　由此看來，清印本《水滸》往往載有陳枚序，那麼陳枚的活動是在康熙時期還是乾隆時

期？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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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陳枚及其父親

　　清朝時期有幾位叫陳枚的名人，其中最有名的大概是雍正時期畫清院本《清明上河圖》的

那位宮廷畫師，怪不得有人以為這位陳枚就是我們要了解的人物（〈《花鏡》作者陳淏子考〉，

《文獻》2002年第４期）。他說：“今按：《清人別集總目》卷二記載：‘陳枚，字載東，號殿掄
（筆者按：此處字與號顛倒），婁縣人。雍正四年以繪畫供奉內庭，乾隆七年尚在世。有《留青

新集》三十卷、《留青采珍集》十二卷’……又據《清史稿》載：‘陳枚，江蘇婁縣人，官內務

府郎中’……陳枚，字殿掄，號載東，晚號枝窩頭陀，與畫院待詔陳善為莫逆，供奉畫院，授

內務府員外郎。……晚年復構廬於杭之西溪以終，無子（並見《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三二

引《婁縣志》）。”

　　這種看法受到嚴厲批評，王建先生在〈《〈花鏡〉作者陳淏子考》辨〉，《文獻》2003年第２
期）中指出 :“他可能將畫家陳枚與出版家陳枚搞混了。……之所以有此錯誤，是因為將陳枚
弄混了，載記中同名同姓的現象極多，故彭作楨先生編有《古今同姓名大辭典》以供查考如果

利用了此書，便可知陳枚有兩個，一位是曾經供奉內庭的畫家陳枚，即婁縣人，一位就是全州

陳枚，這兩人都不是出版家陳枚，也不是陳淏的兒子。如果再查《明清進士題名碑錄》還可以

得知中道光二十年進士的陳枚（山東昌樂人），查《中國叢書綜錄》可至海昌（即浙江海寧）

也有個陳枚，寫過《補庵遺稿》等書，可知陳枚是何其之多。……弄錯的原因有二個：一是據

《清人別集總目》，此書錯誤之原因也忽視了同姓名現象；一是……”。

　　王先生說得擊中要害。順便一提，他談到《補庵遺稿》，此書只收〈游靈泉序〉一篇，另

有《補庵詩鈔》，也僅錄〈游靈泉〉詩三首和〈初營棣園有述〉詩。《補庵遺稿》和《補庵詩

鈔》實際上是《乾初先生文鈔》二卷、《乾初先生詩鈔》一卷的附錄（《海昌叢書》）。撰者陳枚

（1623－1664）字爰立，號補庵，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陳確（1604－1677）的姪兒（確長兄賁永
的中子），《陳確集》〈文集〉卷十四刊登了〈哭爰立姪文〉（中華書局1979年版）。叔父確字乾
初，是劉宗周的弟子（久富木成大〈陳確の心象風景－その病気の詩をめぐって〉，《金沢大学

文学部論集，行動科学・哲学篇》第19號，1988年。馬淵昌也〈劉宗周から陳確へ－宋明理
學から清代儒教への轉換の一樣相〉，《日本中國學會報》第53集，2001年）。
　　話題轉回來，就王先生等的論文題目來看，可以知道這些論文的關鍵其實不在陳枚而在他

父親陳淏，即園藝專著《花鏡》的作者。《花鏡》流傳很廣，版本頗多，可惜“在《清史稿》、

《碑傳集》、《國朝耆獻類徵》、《文獻徵存錄》、《國朝先正事略》以及《浙江通誌》（人物藝文兩

部）、《杭州府誌》等文獻中，均不見著錄作者姓名”（伊欽恆〈校註花鏡引言〉，《花鏡》農業

出版社1962年版）。
　　伊先生指出：“作者陳淏子，一名扶搖……在自序所署的時間，坊本各有不同……甚至也

有署民國三年的”，但在雍正四年（1726）刊出的《古今圖書集成》中已有著錄，“再查日本花
說堂版，除自序外，尚有兩篇序文：一篇是丁彭（藥園）寫的，末署康熙戊辰立春後三日。一

篇是張國泰寫的，末署康熙戊辰花朝。坊本中自序署康熙戊辰的占大多數。故斷定《花鏡》初

版系在清康熙戊辰年，即一六八八年。據自序中說：『年來虛度二萬八千日。』照此推算在本書

出版的當時，作者已是七十七歲的高齡，他的出生約在明萬曆四十年代（一六一二年），即十

七世紀初期”。



147《水滸》與陳枚

　　後來誠堂先生〈記《花鏡》作者陳淏子〉（《中華文史論叢》第７輯（復刊號），1978年）
指出：“據其子陳枚所輯刊《留青采珍集》後函第一有林雲銘作〈陳扶搖先生七十壽序〉：「今

上（康熙）御極之二十有三年，甲子重開，……夏四月，同學諸子徵余言，為扶搖先生侑古稀

之爵。」有此上推，他生於明萬曆四十三年乙卯（一六一五）。”

　　此文又指出：“林雲銘所作壽文又說：「扶搖先生……弱冠蜚鳴，文品卓卓，為儒林領袖。

……杜門著書，種竹澆花以適意。凡所評定六經講義及周秦兩漢文章，莫不奉為典則。是以四

方名公卿來游吳會者，咸願識荊就正。」是陳淏係一選家，對園藝很有興趣，《花鏡》之作，是

有實踐經驗的。”

　　至於陳枚，誠堂先生這樣說道：“林雲銘所作壽文又說：「扶搖先生為余友簡侯（即陳枚）

尊人。簡侯日以詩酒文章，迭相往還，因知先生最悉……」……其子陳枚，也喜選書，有《留

青集》、《寫心集》、《留青采珍集》等，並自營書坊，以「武林文治堂」、「吳門寶翰樓」、「金陵

孝友堂」等書坊作為對外聯絡站，經營書業達四十年之久。”至於說“對外聯絡站”有甚麼根

據，待本文第３節另述。

　　王建先生進一步指出：“考定陳淏的生平……索解的關鍵在於其子陳枚。陳枚編有許多書，

較著名者無過於“留青系列”，《留青新集》首冠康熙戊子沈心友序，對我們了解此書及陳枚生

卒年等極有幫助，序云：“梓成，風行宇內，紙貴洛陽，由是《廣集》梓於西泠，《全集》梓於

白下，《采珍集》梓於黃山、白岳、虎阜之同人，是集凡五刻，予五董其事……去秋壽七袠，

余曾以序言為壽，不謂觴壽未幾，遽修文天上，豈天亦愛才，延佇玉樓，不使塵寰得聆馨咳

耶？今春夏之交，其長公子子厚以留青遺稿寄予，蓋謂是書，自予始之，當予終之也。予細為

樓閱，凡三千餘葉，名曰《留青新集》。”沈心友寫序的康熙戊子即四十七年（1708），“去秋壽
七袠……不謂觴壽未幾，遽修文天上”，則陳枚的生卒年為明崇禎十一年至清康熙四十六年

（1638－1707）。
　　王先生又將《留青新集》卷三雜文類所收方渭仁〈扶搖陳先生暨元配戴孺人合葬墓誌銘〉

全文引用，此僅摘錄如下：“扶搖先生世居錢塘，以儒行起家。諱淏，字爻，一號扶搖。習舉

子業，入杭郡庠生，名噪鄉校中……性愛秣陵名勝，欲束裝往游，適笠翁李先生卜居白門，相

延作杖履老友，遂得遨遊其地。與李翁登臨憑弔之暇，商酌魯魚，品題帝虎，而所裁定書益廣，

研京鍩都，洛陽紙為之價十倍。由是先生之名益彰……先生誕三子二女，長諱枚，字簡侯，號

東皋，杭府庠生……而厄於遇，徒擁皋比……不難吟風弄月而歸，所操選政，風動士林……孫

六人，長諱德裕，字子厚，錢邑監生……。”

　　就陳淏、陳枚父子，王先生槪括地說道：“陳淏是杭郡庠生……主要活動於杭州，曾寄居

南京，與李漁等合作，出版了不少書籍，獲得了成功，這個職業後來也由他的長子陳枚所繼承。

陳枚字簡侯，號東皋，也與其父一樣，杭府庠生，但從未中舉，曾教館為生，後來操選政，繼

承陳淏之事業，很是成功，從《留青集》的曾五度重刊也可見一斑。”筆者也認為陳枚可謂一

位企業家，詳情見本文第６節。

３　陳枚存文

　　陳枚的著作雖未匯集在一起，部分內容至今仍可窺見，比如他歿年刊行的《留青新集》三

十卷收錄了37篇詩文（按，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有兩本《留青新集》，一是“大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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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板”的，有康熙戊子（1708）沈心友因伯氏〈序〉，無〈例言〉，卷十三為補鈔；一是“素位
堂藏板”的，有沈心友〈序〉，亦有康熙丁亥（1707）〈例言〉，索書號為363-0008；兩本正文
都是半葉20字11行。另有《四庫禁燬書叢刊》集53～54冊影印本，原件藏於山東省圖書館，
稱“本衙藏板”，有“戊子”（1708）張國泰〈敘〉，雖有〈例言〉無紀年，版式與字體亦不同，
正文半葉20字９行）。

胡雪層五十壽序（卷一第16葉ａ面，壽文）“凡人生當五秩……”
同學賀潘大母八十聯咏序（卷一79ａ，壽文）“旃蒙大荒落之歲……”
祭吳素菴文（卷二11ａ，祭文）“嗚呼吾摯友素菴……”
祭湯式如親翁文（卷二28ａ，祭文）“嗚呼痛哉……”
※潘葆光〈程德公傳〉（卷三30a）有陳枚〈附識〉“民譽暨德公……”
題朱御九指梅箸松畫冊（卷三56ｂ雜文）“朱子御九為予中表昆季……”
白嵓古文素鈔序（卷三78ｂ，雜文）“余與張子履安同受陸夫子門牆……”
祝朱聖節學博六十（卷五４ｂ，應酬詩，壽誕）“霞瀛高士隱岩谷……”

祝陳元亮七十（卷五13ａ，應酬詩，壽誕）“星輝南極小陽天……”
贈俞卓人（卷五46ｂ，應酬詩，壽誕）“時入省鄉試兼以詩文囑余采入新刻”
壽夏沛然六十（卷七２ｂ，應酬詞，壽誕）“座上交相錯……”

祝王松溪五十（卷七９ａ，應酬詞，壽誕）“千金難換……”

代孟聘馮啟（卷九10ａ，啟〔四六粹言〕，慶賀類）“松枝挺秀……”
代朱聘袁啟（卷九15ａ，啟〔四六粹言〕，慶賀類）“節屆小陽……”
賀臬司署藩篆啟（卷十10ｂ，啟〔四六粹言〕，仕途類）“伏以餉軍……”
筆引（卷十34ｂ，啟〔四六粹言〕，藝術類）“文成五彩……”
薦童子試啟（代）（卷十一５ｂ，四六粹言，薦引類）“恭維鳳閣……”

謝友惠茶（卷十三43ａ，牘〔尺牘瓊華〕，辭謝類）“連日不會……”
與朱既明（卷十三47ｂ，牘〔尺牘瓊華〕，辭謝類）“人至輓近……”
送友香柑（卷十三52ｂ，牘〔尺牘瓊華〕，餽遺類）“粵歸帶有香柑……”
與吳爾嘉（卷十四２ｂ，牘〔尺牘瓊華〕，慶慰類）“令郎捷音……”

與朱慎威（卷十四11ａ，牘〔尺牘瓊華〕，候問類）“別之日……”
與王安節（卷十四11ｂ，牘〔尺牘瓊華〕，候問類）“別久矣……”
柬楊復初（卷十四24ａ，牘〔尺牘瓊華〕，頌揚類）“鄙人管見……”
與朱慎威（卷十四37ｂ，牘〔尺牘瓊華〕，砥礪類）“別有歲月……”
勸掩露骨引（卷二十九27ｂ，引〔疏引〕）“蓋聞仁人利濟……”
自題小照（卷二十九33ｂ，贊）“我生不辰……”
題郭陶菴小照（卷二十九36ａ，贊）“胡為不軒冕而……”
袁闇公像贊（卷二十九37ａ，贊）“伊何人哉……”
胡克生像贊（卷二十九38ｂ，贊）“卓哉胡子……”
題江山佟邑侯寫照（卷二十九39ａ，贊）“才大者……”
題繆德深扇頭小照（卷二十九43ａ，贊）“貌清癯……”
呂純陽祖師贊（卷二十九46ａ，贊）“四海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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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朔贊（卷二十九46ｂ，贊）“漢廷竊酒……”
鍾馗贊（卷二十九49ｂ，贊）“這箇髯公……”
暑扇銘（卷二十九50ｂ，銘）“其體巽也……”
端硯銘（卷二十九51ｂ，銘）“惟山有石……”

　　《留青采珍集》二十四卷（前函十二卷、後函十二卷，封面稱“全集”）是《留青新集》藍

本，但收錄作品有些出入（按，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有兩部《留青采珍集》，都稱

“金閶寶翰樓梓行”，有毛際可序（無紀年）和康熙壬午（1702）方象瑛序。《明清法制史料輯
刊》第一編第７、８冊影印其卷18～23）。下面請看《留青采珍集》保存的陳枚文章之題目，
劃線的１篇是《留青新集》裡沒找到的。

薦童子試啟序（代）（前函卷四９ａ，四六啟，薦引）“恭維鳳閣……”

筆引（前函卷四7ａ，四六啟，藝術）“文成五彩……”
與吳爾嘉（前函卷五２ｂ，尺牘，慶慰）“令郎捷音……”

柬朱慎威（前函卷五11ｂ，尺牘，候問）“別之日……”
與王安節（前函卷五13ａ，尺牘，候問）“別久矣……”
柬楊復初（前函卷五28ｂ，尺牘，候問）“鄙人管見……”
與朱慎威（前函卷五45ａ，尺牘，砥礪）“別又歲月……”
與朱既明（前函卷六35ａ，尺牘，餽遺）“人至輓近……”
送友香柑（前函卷六39ｂ，尺牘，餽遺）“粵歸帶有香柑……”
謝朱慎威惠松羅（前函卷六57ａ，尺牘，辭謝）“連日不會……”
祭湯式如親翁文（後函卷一108ａ，壽文，祭文）“嗚呼痛哉……”
林貞姬傳（後函卷二29ａ，雜文）“世之傳烈女貞婦者多矣……”
勸掩露骨引（後函卷二63ａ，疏引）“蓋聞仁人利濟……”
自題小照（後函卷二65ａ，像贊）“我生不辰……”
題繆德深扇頭小照（後函卷二71ｂ，像贊）“貌清癯……” 
暑扇銘（後函卷二78ａ，銘）“其體巽也……”
祝陳元亮七十（後函卷三13ｂ，詩，壽誕）“星輝南極小陽天……”
贈俞卓人（後函卷三36ａ，詩，懷贈）“時入省鄉試兼以詩文囑余采入新刻”
祝王松溪五十（千秋歲）（後函卷三53ｂ，詩餘（附））“千金難換……”

　　出現《留青采珍集》二十四卷以前，已有《留青廣集》十二卷，首冠康熙十八年（1679）
陳枚序(《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53收有影印本，原件藏於北京首都圖書館)。劃線的10篇是
前兩部書裡沒找到的。

祭繆湘芷表伯文（卷二36ａ，祭文）“嗚呼先生……”
勸掩露骨引（卷三下冊34ａ，徵引）“蓋聞仁人利濟……”
生華館筆引（卷三下冊38ａ，徵引）“文成五彩……”
壽袁翁（卷四上冊24ａ，詩，誕辰）“有客常盈履……”



150

輓友（善手談）（卷四上冊40ａ，詩，輓）“生死胡云促……”
輓楊母二絕（卷四上冊43ａ，詩，輓）“憶昔登堂拜母時……／霜雪初零草正枯……”
送汪文遠上公車（集唐）（卷四上冊59ａ，詩，科第）“詞名往日勤長安……”
壽夏沛然六十（清門引）（卷四下冊２ｂ，詩餘）“座上交相錯……”

弔姑母朱孺人（西江月）（卷四下冊33ａ，詩餘）“竹影龍香硯北……”
題繆德深扇頭小影（卷六下冊78ｂ，像贊）“貌清癯……”
侯某邑侯啟（卷七上冊４ａ，小啓，仕途類）“川嶽鍾靈……”

代孟聘馮啟（卷七上冊６ａ？【原缺】，小啓，仕途類）“松枝挺秀……”【？】

延師啟（卷七上冊41ａ，小啓，時用類）“竊惟金玉之傳……”
訂張履安看牡丹（卷七下冊23ａ，尺牘，邀約類）“〔龍〕華牡丹大放……”
邀友看紅葉（卷七下冊23ａ，尺牘，邀約類）“日來潦盡潭清……”

　　《留青二集》十卷出版得比《留青廣集》更早，首冠康熙丁巳（十六年1677）徐士俊序和
陳枚序(山東煙台市圖書館藏本，影印收於《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155，卷三１ａ～40ｂ原
缺)。劃線的９篇未見於前三部《留青》集裡。

祭繆嫂江孺人文（卷二58ａ，祭文）“維淑人之天亶兮……”
賀友入泮（集唐）（卷四上冊44ｂ，詩，科第）“聖賢事業本經綸……”
賀魏德維新婚（卷四上冊51ａ，詩，婚姻）“江南才子成嘉禮……”
弔姑母朱孺人（西江月）（卷四下冊11ｂ，詩餘，哀輓）“竹影龍香硯北……”
薦考試啟（代）（卷六下冊86ａ，小啟）“維恭台下……”
生華館筆引（卷七34ａ，徵引）“文成五彩……”
題殷求淑供鬼谷像（卷七51ａ，像贊）“筮卜何昉……”
題何元長蘭竹卷（卷十３ａ，題跋）“前輩之工蘭竹者……”

題趙千里桃源圖（卷十４ｂ，題跋）“世之篤論畫者……”

跋藍田叔山水卷後（卷十４ｂ，題跋）“畫山水有體……”

朱木民指梅著松冊子跋（卷十10ａ，題跋）“朱子木民……”

《留青二集》之前應該有《留青》初集，未睹為憾。

　　另外，《寫心集》也收錄了陳枚的書信18篇（按，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本載有康
熙己未（十八年1679）李潁考叔〈序〉、康熙庚申(十九年1680)陳枚〈題辭〉、〈小引〉、〈凡
例〉；《國學珍本文庫》排印本（中央書店（上海）1935年版）還有康熙庚申(十九年1680)林
雲銘〈序〉，〈小引〉在〈題辭〉後僅引末１行，疑是底本漏了一葉。又按，正文分為十六類，

內閣文庫藏本〈類目〉與正文次序稍異，下面姑且依照〈類目〉，排印本亦以〈類目〉為準），

都是《留青》諸集中沒找到的。

　　

第一冊（正文稱卷一）：

慰李考叔先生（慶慰類８ｂ）“昨者薄暮……”

復胡天為（文藝類８ａ）“弟落拓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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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張樞侯（懷敍類６ａ）“一曲驪歌……”

第二冊（正文稱卷二）：

與姚亮公（餽遺類５ｂ）“李翁以惠泉見貽，不敢私享，願與足下分甘……”

示及門（感憤類７ｂ）“鸚鵡能言……”

與張樞侯輿部（薦引類５ｂ）“張履安敝鄉佳士也……”

第三冊（正文稱卷三）：

與王安節宓草兩昆季（乞假類３ｂ） “二兄筆底煙雲……”〔正文見於卷四〕
復馮子京（乞假類６ａ）“昨聞起舞聲……”〔正文見於卷四〕

與繆次典（乞假類７ｂ）“春和矣……”〔正文見於卷四〕

與張履安（辭謝類８ａ）“弟性不喜奕……”

與盧以菴（辭謝類９ｂ）“硯田久冷……”

謝李笠翁先生惠泉釀（辭謝類11ｂ）“辱台惠者屢矣……”
第四冊（正文稱卷四）

與棲霞上人（高尚類10ｂ） “金陵乃帝王都會……”〔正文見於卷三〕
與吳右廉（頌揚類３ｂ）“今日之尺牘……”

與胡子振（頌揚類13ａ）“弟在都……”
與馮子京（詼諧類５ｂ）“弟貧日甚……”

與表弟朱御九（閨秀類６ａ）“姑母一生苦節……”

與張履安（閨秀類６ｂ）“讀王大家手選詩緯………”

　　《寫心二集》（國學珍本文庫1935年版）有“同學門弟”張國泰序，文中云“已歲庚午，
余與陳子同客珠江”，庚午應該指1690年。陳枚寫了〈選言〉的“丙子中秋”則是1696年。張
國泰，字履安。陳枚在〈選言〉中呼籲“倘有瑤函，乞寄吳門寶翰樓、武林文治堂。用光續刻，

跂予望之。”其實《寫心集》初篇〈凡例〉也有類似的徵募：“茲編告成之後，隨有《寫心二

集》、《遊戲文章》相繼卒業。凡有瑤篇，乞郵寄金陵孝友堂、武林文治堂。用光梨棗，幸惠而

好我，跂予望之”，可惜國學珍本文庫本漏了此條。誠堂先生可能根據這些記載寫道：“陳枚

……以「武林文治堂」、「吳門寶翰樓」、「金陵孝友堂」等書坊作為對外聯絡站”（參看第２節。

另外笠井直美女士有〈吳郡寶翰樓書目〉，《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64冊，2013年，是必讀
之作）。

　　《寫心二集》將陳枚的文章匯集而附在末尾，稱為〈答語類〉。據黃強〈李漁及其長女淑昭

與友朋交往書信輯佚考釋〉（《文獻》2013年第５期），此類即卷六〈答語拾遺〉。劃線的10篇是
上列諸集裡沒找到的。

邀李考叔先生看紅葉（即〈邀友看紅葉〉，見於《留青廣集》）“日來潦盡潭清……”

訂張履安看牡丹“龍華牡丹答……”

復建寧程子美“久耳雷鳴……”

與姚亮公“李翁以惠泉見貽……”

與張樞侯御史（即〈與張樞侯輿部〉）“張履安敝鄉佳士也……”

又（即〈與張樞侯〉）“一曲驪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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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胡天為“弟落脫半生……”

與馮子京“弟貧日甚……”

與棲霞上人“金陵乃帝王都會……”

復張履安（即〈與張履安〉）“弟性不喜奕……”

與盧以菴“硯田久冷……”

謝李笠翁先生惠泉酒“辱台惠者屢矣……”

與表弟朱御九“姑母一生苦節……”

與張逸菴（即〈與張履安〉）“讀王大家手選詩緯………”

柬王安節宓華兩昆季“二兄筆底煙雲……”

與繆次典“春和矣……”

與胡漫園主事（即〈與胡子振〉）“弟在都……”

奉慰李考叔先生“昨者薄暮……”

與吳右廉“今日之尺牘……”

與張履安（回文）“別離興感……居起珍重”

又“重珍起居……感興離別”

與李倬西“別後數日……”

復鄒無技索書扇頭“拙筆不堪便……”

上張覺庵先生“楊子談經……”

答江寧馬眾瞻“高賢在望……”

與友論醫“世上非無醫國手……”

復張履安“捧瑤函，咏佳什……”

就上列６部書來說，陳枚詩文共有85篇，加之序文之類（參看本文第１、６節），還會增加一
些。

４　陳枚交游

　　王建先生就《留青新集》指出：“編選的方法也值得一提，有些卷是請同人編輯的，如

《留青新集》卷八便是李漁所輯，編選者往往從自己有關的應酬文字中挑選文采較好者選入

……”這個說法其實不太正確，陳枚基本上自己擔任挑選工作，幫助這項工作的是他兒子陳德

裕，他們請同人的工作則主要是參閱、校訂。再說《新集》卷八雖有“湖上李漁李翁分輯”，

但其內容是〈詞韻〉，與應酬文字無關。黃強先生指出此卷乃原本的縮編（〈李漁交游再考辨〉

《明清小說研究》2009年第１期）。
　　還有一個例子，《留青采珍集》〈采珍例言〉第１葉ｂ面這麼說道：“《翰藻》吾鄉陸景宣先

生所著口譜也。久秘篋中，不輕問世，四方競相傳寫，珍若碎金。辭典類詳有裡古學不錢。余

向得是本，奉為枕函。竊思玉韞於山，工則採之，珠藏於浦，漁者求焉。況有美勿彰，貽譏大

雅。載入斯編，匪唯表作述之功，益以資博洽之助。原列先生姓名，以誌不忘所自。”《留青采

珍集》前函卷十一、十二和《新集》卷十六，十七均載《翰藻》，撰者陸景宣諱圻，是清初西

泠十子之一，當年贏得詩壇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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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雖這麼說，陳枚確實請同人幫了一些忙，我們從這些人的名單中可以了解一下陳枚交游

的範圍。

　　《留青新集》三十卷

卷一〈壽文〉：西泠張國泰履安訂，休邑朱從儀慎威參閱

卷二〈祭文〉：錢塘朱從運其旋訂，休邑朱從儀慎威參閱

卷三〈雜文〉：錢塘汪庸式南訂，休邑朱從儀慎威校

卷四〈詩學要訣〉：錢塘朱從運其旋訂，休邑朱從儀慎威參閱

卷五〈應酬詩〉：仁和鄭從龍蜚池訂，休邑朱從儀慎威參閱

卷六〈詞學辨體〉：廣陵吳綺薗次選，休邑朱從儀慎威參閱

卷七〈應酬詞〉：錢塘朱從運其旋訂，休邑朱從儀慎威參閱

卷八〈詞韻〉：湖上李漁笠翁分輯，休邑朱從儀慎威校

卷九〈啟〔四六粹言〕〉：錢塘楊朝鏞宮聲訂，休邑朱從儀慎威參閱

卷十〈啟〔四六粹言〕〉：暨陽俞雲章卓人訂，休邑朱從儀慎威參閱

卷十一〈四六粹言〉：武林馬銓遵素訂，休邑朱從儀慎威參閱

卷十二〈四六摘聯〔四六錦聯〕〉：錢塘趙飛鵬扶九訂，休邑朱從儀慎威參閱

卷十三〈牘〔尺牘瓊華〕〉：仁和柴世堂陛升訂，休邑朱從儀慎威參閱

卷十四〈牘〔尺牘瓊華〕〉：霞瀛朱元鴻彥賓訂，休邑朱從儀慎威參閱

卷十五〈尺牘碎錦〉：閩杭張啟昭漢俥訂，休邑朱從儀慎威校

卷十六、十七〈翰藻〉：西泠陸圻景宣纂輯……休邑朱從儀慎威參閱

卷十八〈筮仕要規〉等：錢塘馬銓遵素訂，休邑朱從儀慎威參閱

卷十九〈古今官制〉等：甬上萬經授一訂，休邑朱從儀慎威校

卷二十〈奏疏〉等：錢塘陳雲路咫顏訂，休邑朱從儀慎威參閱

卷二十一〈告示〉：仁和張紫荷峙南訂，休邑朱從儀慎威參閱

卷二十二〈讞語〉：錢塘郭子垣翼侯訂，休邑朱從儀慎威參閱

卷二十三〈申文〔申詳〕〉等：西泠張國泰履安訂，休邑朱從儀慎威參閱

卷二十四〈輿圖〔輿圖輯玉〕〉：仁和楊志凌履雲訂，休邑朱從儀慎威校

卷二十五〈姓氏〔姓氏聯珠上冊〕〉：仁和沈渭璜舉訂，休邑朱從儀慎威校

卷二十六〈姓氏〔姓氏聯珠下冊〕〉：仁和沈渭璜舉訂，休邑朱從儀慎威校

卷二十七〈家禮儀節〉等：錢塘朱之標霞起訂，休邑朱從儀慎威參閱

卷二十八〈扁額題詞〉等：錢塘朱從運其旋訂　休邑朱從儀慎威參閱

卷二十九〈引〔疏引〕〉等：休邑朱從儀慎威參閱

卷三十〈翰墨腴辭〉等：錢塘朱之標霞起訂，休邑朱從儀慎威參閱

《留青新集》是陳枚去世後刊行的，其實他生前出版的《留青》諸集中也可以看到類似的情況。

《留青采珍集》二十四卷

前函卷一〈四六啟；仕途、徵引〉：……仁和諸匡鼎虎男訂

卷二〈四六啟；慶賀、哀輓〉：……江寧丁灝勗菴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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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四六啟；詩文、邀約、餽贈、辭謝、頌揚〉：……仁和吳宇楊豫公訂

卷四〈四六啟；薦引、乞假、餞送、勸募、藝術、雜著〉：……武林馬銓遵素訂

卷五〈尺牘；慶慰、頌揚、感憤、砥礪、乞假〉：……錢唐朱之標霞起訂

卷六〈尺牘；懷敍、詩文、餽遺、邀約、餞送、藝術〉：……大興吳文煊令樹訂

卷七〈四六錦聯〉：……錢塘趙飛鵬扶九訂

卷八〈尺牘麗句〉：……閩杭郭潤河九訂

卷九、十〈詞華〉：……錢唐朱之標霞起訂

卷十一、十二〈詞藻〉：西泠陸圻景宣纂輯……

後函卷一〈壽文〉等：……錢塘沈近思闇斎訂

卷二〈雜文〉等：……錢唐趙飛鵬扶搖訂

卷三〈詩〉：……暨陽俞雲章卓人訂

卷四〈是議類要〉：仁和王晫丹麓輯……

卷五〈時令須知〉：……汪建封貢五訂

卷六〈扁額題詞〉：※未寫撰者名

卷七、八〈姓氏聯珠〉：……仁和沈渭璜舉訂

卷九〈臨政仕宜〉：……錢唐諸匡鼎虎男訂

卷十〈臨政事宜〉：……甬上萬經授一訂

卷十一〈條議〉：……三衢張文耀含章訂

卷十二〈輿圖輯玉〉：……仁和楊志凌履雲訂

《留青廣集》十二卷

卷一〈慶賀壽文〉：……黃敏生碩膚、張國泰履安參訂

卷二〈弔奠祭文〉：……張建積樞候、胡應麟子振參訂

卷三上冊〈應酬雜文〉：……〔潘〕張仲尹交、李譽行孚參訂

卷三下冊〈募疏徵引〉：（無參訂者名）

卷四上冊〈應酬詩句〉：……高士爾達、靳咸以虛參訂

卷四下冊〈應酬詩餘〉：……魏煥文新之、胡宗鐸天為參訂

卷五〈四六散聯〉：……余泰來子閔、張蜚聲英遠仝訂

卷六上冊〈四六散聯〉：……詹廷棟柱臣、張琴次瑛仝訂

卷六下冊〈像贊〉：（無參訂者名）

卷七上冊〈時用小啓〉：……吳皋禹讓、張tao2〔風＋壽〕爾乘仝訂
卷七下冊〈分類尺牘〉：……周士吉藹臣、張芳增長琳參訂

卷八上冊〈家禮儀節〉：……許令望元璧、陸慶瑜尹達仝較

卷八下冊〈榜聯雋句〉：（無參訂者名）

卷九〈姓氏攷略〉：……施國英承武、馮國鉞威如仝較

卷十〈輿圖摘要〉：……張歧聖符、張峒廣成仝較

卷十一〈史典備覽〉等：……盧廷棟公翰、盧廷相公弼仝較

卷十二〈筮仕要規〉等：……盧修齡子張、姚商霖雨蒼仝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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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青二集》十卷

卷一〈壽文〉：……仝學仇兆鰲滄柱、張國泰履安參訂

卷二〈祭文〉：……仝學趙承烈毓蜚、曹復祖石城參訂

卷三上冊〈雜文〉：（１ａ～40ｂ原缺）
卷三下冊〈尺牘〉：（無參訂者名）

卷四上冊〈詩〉：……仝學馮之圻子京、王蓍宓草參訂

卷四下冊〈詩餘〉：……仝學許令望元璧、陸慶瑜尹達參訂

卷五〈四六摘聯〉：……同學談九乾震方、張建極樞侯仝訂

卷六上冊〈四六摘聯〉：……同學俞寅清只、湯钰式如仝訂

卷六下冊〈小啟〉：（無參訂者名）

卷七〈疏引〉：……同學盧元培鯤颺、沈鰲時乘參訂

卷八〈事物窮原〉：……同學沈谷子玉、高士爾達參訂

卷九〈詩餘辨體〉：廣陵吳薗次先生選定……仝學丁瀠素涵、繆樹訓次典參訂

卷十〈書畫題跋〔文林綺繡〕〉：……仝學顧永年九恆、韓張文朝采參訂

　　另外，從陳枚在選集中所輯的應酬文字裡也可以窺看到陳枚的交游情況。下面看一下有什

麼人為陳枚寫過哪些詩文。

《留青新集》三十卷

沈心友〈祝陳簡侯七十壽序〉（卷一43ｂ，壽文）“歲丁亥……”
張國泰〈哭陳簡侯文〉（卷二47ｂ，祭文）“嗚呼陳子……”
陳趙鵠〈題簡侯大兄印譜跋〉（卷三54ａ，雜文）“家孟簡侯……”
張國泰〈祝陳簡侯六十壽〉（卷五１ｂ，應酬詩，壽誕）“卓卓青雲志……”

沈湯煒〈祝陳簡侯七十壽〉（卷五２ａ，應酬詩，壽誕）“可怪平津東閟不延客……”

朱光哲〈又〔祝陳簡侯七十壽〕〉（卷五３ａ，應酬詩，壽誕）“虎林自西號多才……”

張國泰〈祝陳簡侯七十〉（卷五４ａ，應酬詩，壽誕）“英名卓越橫九有……”

宋從憬〈祝陳簡侯七十壽〉（卷五５ａ，應酬詩，壽誕）“薰風初動日當陽……”

朱元鴻〈祝陳憑山先生七十〉二首（卷五５ｂ，應酬詩，壽誕）“不羨繁華重令名……／

聲名早已播乾坤……”

馬銓〈祝陳簡侯七十〉（卷五６ｂ，應酬詩，壽誕）“名場酣戰久……”

朱從儀〈祝陳憑山七十〉（卷五７ｂ，應酬詩，壽誕）“嶽降逢佳節……”

朱文震〈祝陳簡侯先生七十〉（卷五９ｂ，應酬詩，壽誕）“節近懸弧日……”

汪琰〈又二首〔祝陳簡侯先生七十〕〉（卷五９ｂ，應酬詩，壽誕）“壽域開三浙……／彩

絲增鶴髮……”

朱于陸〈祝陳簡侯七十〉（卷五12ｂ，應酬詩，壽誕）“湖山笑傲不知年……”
朱從禧〈祝陳東阜七十壽〉（卷五14ａ，應酬詩，壽誕）“薰風披拂綻紅榴……”
白眎〈寄懷陳簡侯（時五月五日）〉（卷五49ａ，應酬詩，懷贈）“時值天中節……”
朱文靄〈祝陳簡侯夫子七十〉（卷七４ａ，應酬詞，壽誕）“旭升天際……”

張國泰〈送陳簡侯之燕〉（卷七34ｂ，應酬詞，餞送〔別〕）“春風漠漠吹行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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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之標〈輓陳簡侯〉（卷七44ｂ，應酬詞，哀輓）“素旐升旌東風……”
張國泰〈徵送陳簡侯北游同人啟〉（卷十一42ａ，四六粹言，餞送類）“蕭騷我輩……”
謝起蛟〈與陳簡侯〉（卷十三12ａ，牘，詩文類）“承諭啟牘……”
徐其捷〈與陳簡侯〉（卷十三24ｂ，牘，懷敍類）“楚璞未售……”
姚是龍〈與陳簡侯〉（卷十三29ａ，牘，邀約類）“雪片生銀……”
吳朔〈與陳簡侯〉（卷十三31ｂ，牘，邀約類）“今弟抵石城……”
王仕雲〈與陳簡侯〉（卷十三39ｂ，牘，辭謝類）“日者閽人之蠢……”
朱從運〈與陳簡侯〉（卷十三48ａ，牘，餞送類）“客下得接芝宇……”
茅熙〈與陳簡侯〉（卷十三49ａ，牘，餞送類）“別侯承敝……”
胡湞〈與陳簡侯〉（卷十三59ｂ，牘，餽遺類）“姚叔兄圖章……”
黃華〈與陳簡侯〉（卷十四２ａ，牘，慶慰類）“匆匆一面而別……”

胡文祥〈與陳簡侯〉（卷十四23ａ，牘，頌揚類）“自昔夏初……”
謝起蛟〈與陳簡侯〉（卷十四23ｂ，牘，頌揚類）“昨于坊間得瞻《寫心二集》……”
黃華〈與陳簡侯〉（卷十四29ａ，牘，感憤類）“賤體疲憊……”
黃學榮〈與陳簡侯〉（卷十四44ａ，牘，砥礪類）“知已闊別……”
王裕霦〈答陳簡侯〉（卷十四66ａ，牘，乞假類）“陳孟公之牘耶……”
謝起蛟〈與陳簡侯〉（卷十四67ｂ，牘，乞假類）“久闊矣……”
尚觀法〈題及門陳簡侯小影〉（卷二十九40ａ，贊）“貌吾簡侯者……”
繆沅〈題陳簡侯照〉（卷二十九42ｂ，贊）“神情若鏡……”

《留青采珍集》二十四卷（劃線是《新集》未收的）

張國泰〈徵送陳簡侯北游同人詩啟〉（前函卷四43ａ，四六啟，餞送）“蕭騷我輩……”
黃華〈與陳簡侯〉（卷五２ａ，尺牘，慶慰）“匆匆一面而別……”

胡文祥〈與陳簡侯〉（卷五27ｂ，尺牘，頌揚）“自夕夏初……”
謝起蛟〈與陳簡侯〉（卷五28ａ，尺牘，頌揚）“昨於坊間得瞻《寫心二集》……”
俞雲章〈與陳簡侯〉（卷五，尺牘，頌揚）〔目錄有題目，正文未載〕

黃華〈與陳簡侯〉（卷五35ｂ，尺牘，感憤）“賤體疲憊……”
黃學榮〈與陳簡侯〉（卷五53ｂ，尺牘，砥礪）“知已闊別……”
王裕霦〈答陳簡侯〉（卷五81ｂ，尺牘，乞假）“陳孟公之牘耶……”
謝起蛟〈與陳簡侯〉（卷五83ａ，尺牘，乞假）“久闊矣……”
徐其捷〈與陳簡侯〉（卷六15ｂ，尺牘，懷敍）“楚璞未售……”
謝起蛟〈與陳簡侯〉（卷六34ａ，尺牘，詩文）“承諭啟牘……”
王仕雲〈與陳簡侯〉（卷六39ａ，尺牘，餽遺）“日者閽人之蠢……”
俞雲章〈答陳簡侯〉（卷六，尺牘，餽遺）〔目錄有題目，正文未載〕

吳兆元〈柬陳簡侯〉（卷六，尺牘，餽遺）〔目錄有題目，正文未載〕

姚是龍〈與陳簡侯〉（卷六43ａ，尺牘，邀約）“雪片生銀……”
吳朔〈與陳簡侯〉（卷六46ａ，尺牘，邀約）“今弟抵石城……”
俞雲章〈與陳簡侯〉（卷六，尺牘，邀約）〔目錄有題目，正文未載〕

朱從雲〈與陳簡侯〉（卷六62ａ，尺牘，餞送）“客夏得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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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熙〈與陳簡侯〉（卷六63ａ，尺牘，餞送）“別侯承敝……”
胡湞〈與陳簡侯〉（卷六72ｂ，尺牘，藝術）“姚叔兄圖章……”
繆沅〈題陳簡寫照〉（後函卷二，像贊）“神情若鏡……”

尚觀法〈題及門陳簡侯小影〉（後函卷二，像贊）“貌吾簡侯者……”

《留青廣集》十二卷

張國泰〈送陳簡候之燕（蝶戀花）〉（卷四下冊23ａ，詩餘）“春風漠漠吹行色……”
尚觀法〈題門人陳簡侯小影〉（卷六下冊80ａ，像贊）“貌吾簡侯者……”
繆沅〈題陳簡候小像〉（卷六下冊80ｂ，像贊）“神情若鏡……”

《留青二集》十卷（劃線是上列諸集未收的）

許蛟〈與陳簡侯〉（卷三74ｂ，尺牘，請乞）“契闊之甚……”
張國泰〈送陳簡侯之燕〉（卷四22ａ，詩餘，祖餞）“春風漠漠吹行色……”
陳趙鵠〈跋簡侯大兄印譜〉（卷十７ｂ，題跋）“家孟簡侯……”

《寫心集》

張建績〈復陳簡侯〉（第一冊，仕途類８ａ）“六載宦途……”

聞則徵〈答陳簡侯〉（第一冊，懷敍類３ｂ）“景佳乎，愧無句以酬……平生願足”

聞則徵〈又（迴文）〉（第一冊，懷敍類４ａ）“足願平生……酬以句，無愧乎佳景”

吳國縉〈與陳簡侯〉（第一冊，懷敍類４ａ）“日前不得面……”

張國泰〈寄陳簡侯〉（第一冊，懷敍類11ａ）“椒花催臘……”
張國泰〈與陳簡侯〉（第二冊，邀約類６ａ）“山園桂子大放矣……”

潘張仲〈與陳簡侯〉（第二冊，邀約類９ｂ）“暑甚矣……”

戴三甲〈約簡侯甥看雪〉（第二冊，邀約類13ｂ）“臥聽淅颯聲……”
馮之圻〈招張履安陳簡侯繆次典觀梅〉（第二冊，邀約類18ａ）“庭梅不幸……”
王輔〈與陳簡侯〉（第二冊，餽遺類５ａ）“旅窗咫尺……”

胡宗鐸〈與陳簡侯〉（第三冊，砥礪類３ｂ）“兄多才人也……”

周亮工〈與陳簡侯〉（第三冊，鑒賞類４ａ）“讀《留青》妙選……”

潘兆珪〈答陳簡侯〉（第三冊〔卷四〕１ｂ，乞假類）“弟於天下事物……”

潘張仲〈與陳簡侯〉（第三冊〔卷四〕４ｂ，乞假類）“詩非弟所長也……”

潘張仲〈與陳簡侯〉（第三冊〔卷四〕９ｂ，乞假類）“伍祠握手……”

盧元培〈復陳簡侯〉（第三冊，辭謝類７ａ）“昔人云……”

李潁〈與陳簡侯〉（第三冊，辭謝類８ａ）“八十年來……”

潘張仲〈復陳簡侯〉（第三冊，辭謝類８ｂ）“蒙委已欲勉為塞責之計……”

王輔〈與陳簡侯〉（第三冊，辭謝類９ａ）“昨二兒自城中出……”

胡湞〈與陳簡侯〉（第三冊，辭謝類16ａ）“梁隸妙絕……”
黃敏生〈與陳簡侯〉（第四冊，頌揚類４ａ）“踏雪叩辭……”

王槩〈與陳簡侯〉（第四冊，頌揚類５ａ）“有以觴政相避炎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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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心二集》將別人寫給陳枚的信匯在一起，起名叫〈贈言〉（即卷六〈贈言錄隽〉，參看

〈李漁及其長女淑昭與友朋交往書信輯佚考釋〉），放在上述的〈答語類〉之前，每篇文章沒有

題目，僅寫撰者的名字、籍貫之類。劃線是上列諸集未收的。

周冰持（諱穉廉，華亭）“文旌惠然……”

章我朋（諱勗，昌化）“舊自落魄來歸……”

張履安（諱國泰，錢塘）“山園桂子大放矣……”（即〈與陳簡侯〉）

戴汝諧（諱三甲，杭州）“臥聽淅颯聲……”（即〈約簡侯甥看雪〉）

潘尹交（諱張仲，仁和）“暑甚矣……”（即〈與陳簡侯〉）

潘儼思（諱兆珪，仁和）“弟於天下事物……”（即〈答陳簡侯〉）

高玉山（諱士朗，奉天）“高軒枉顧……”

程子美（諱道撝，建甯）“先生才名望重山海……”

談震方（諱九幹，德清）“武林距清溪不百里……”

吳鶴亭（諱字鳴，錢塘）“匏繫江皋……”

劉百荷（諱祿耀，山東）“品到極高處……”

黃友蓬（諱大苮，新安）“佳刻流播海內……”

俞卓人（諱雲章，紹興）“素切瞻韓……”

曾公望（諱孫瀾，福建）“初夏抵武林……”

錢介亭（諱采。）“久仰道範……”

張天如（諱嗣溥，開化）“千里雲山……”

又“春初雲亭一晤……”

羅二千（諱賢，陝西）“花熳桃園……”

方渭仁（諱象瑛，嚴州）“西泠獲親教益……”

張次飛（諱雲鶚，撫州）“弟離索山中……”

又“客秋貶損教答……”

裘遜公（諱多異，台州）“從識字後見古人書……”

許潛飛（諱蛟，海甯）“蛟稽首奉簡老友兄足下……”

沈凝峙（諱琰，華亭）“弟貧甚……”

茅于純（諱熙，歸安）“夏五摳晤……”

又“闊別以來……”

馬尊素（諱銓，杭州）“闈後知己寂寥……”

林西仲（諱雲銘，福建）“久未聆誨……”

茅于純（再見）“相違日久……”

阮又宣（諱修，錢塘）“炎威逼人……”

李元行（諱思孝，金谿）“仰慕先生名教久矣……”

徐素書（諱其捷，仁和）“將別之頃……”

張慎高（諱道升，錢塘）“季春榮行時……”

又“邵貽老，茹素……”

周櫟園（諱亮工，河南）“作客湖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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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雨中解纜……”

又“金牋不堪作書……”

又“讀《留青》諸選……”（即〈與陳簡侯〉）

李笠翁（諱漁，金華） “時時欲晤……”
繆德深（諱樹胤，杭州）“齋中芙蓉盛放……”

胡克生（諱湞，仁和）“梁隸妙絕……”（即〈與陳簡侯〉）

王宓草（諱著，江甯）“語來螳螂秋蓼一種……”

張樞侯（諱建績，奉天） “六載宦途……”（即〈復陳簡侯〉）
聞蜚英（諱則徵，餘航。回文） “景佳乎……平生願足”（即〈答陳簡侯〉）
馮子京（諱之圻，杭州。招看梅）“庭梅不幸……”（即〈招張履安……觀梅〉）

王左車（諱輔，秀水）“旅窗咫尺……”（即〈與陳簡侯〉）

尚維則（諱觀法，杭州）“新歲概不出賀……”

胡天為（諱宗鐸，錢塘）“兄多才人也……”（即〈與陳簡侯〉）

徐野君（諱士俊，杭州）“拙作並友人詩詞奉正……”

黃無傲（諱墀，錢塘）“承委不敢藏拙……”

王安節（諱概，江甯）“有以觴政相避炎暑者……”（即〈與陳簡侯〉）

吳玉林（諱國縉，全椒） “日前不得面……”（即〈與陳簡侯〉）
李考叔（諱潁，錢塘）“八十年來……”（即〈與陳簡侯〉）

黃碩膚（諱敏生，錢塘）“踏雪叩辭……”（即〈與陳簡侯〉）

潘尹交（再見）“詩非弟所長也……”（即〈與陳簡侯〉）

又“伍祠握手……”（即〈與陳簡侯〉）

又“蒙委已欲勉為塞責之計……”（即〈復陳簡侯〉）

盧鯤陽（諱元培，仁和）“昔人云……”（即〈復陳簡侯〉）

王允瑂（諱琦，順天）“吳山把臂……”

王左車（再見）“昨二兒自城中出……”（即〈與陳簡侯〉）

張履安（再見）“椒花催臘……”（即〈寄陳簡侯〉）

林西仲（再見）“范中丞當籓變後……”

又“連日為校讐所累……”

揭憲武（諱貞傳，豫章）“恭為閣下木鍾理學……”

劉百荷（再見）“春風坐了一個月……”

張天如（再見）“與先生交……”

張履安（再見）“客夏小齋話別後……”

馮子京（再見）“時雨驟過……”

張御天（諱正樂，仁和）“高賢密邇……”

鄒有容（諱元臣，山陰）“今日方知筆墨之妙……”

張聖符（諱歧，奉天）“髫年獲侍函丈……”

詹子餐（諱英，錢塘）“駕過洪都……”

李枚臣（諱世詹，杭州。訂卜館雲居）“杭州古刹……”

張履安（再見）“半生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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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送之嶺南）“東粵之行……”

又“鄰苑牡丹……”

謝睿因（諱起蛟，錢塘）“承諭復於敝篋敗紙中……”

羅斧公（諱元繡，諸暨）“昔太白未識荊州……”

瀏覽〈贈言〉，可發現這些尺牘中請陳枚將自己文章刊登在陳氏文選的內容較多，可見當年文

社之風盛行，有如《儒林外史》所描寫的世界。

５　陳枚相識的名人與《水滸》

　　陳枚交遊的名單中可以找到不少名人，其中幾位與《水滸》也有關係。

　　比如說李漁。上面介紹過陳枚父親是《花鏡》的作者陳淏，他曾寄居南京，與李漁“作杖

履老友”，“與李翁登臨憑弔之暇，商酌魯魚，品題帝虎，而所裁定書益廣，研京鍩都，洛陽紙

為之價十倍”。據單錦珩先生〈李漁交遊考〉（《李漁全集》第19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版），李漁“《四六初徵》卷八，收其〈賀笠翁六秩舉第六子〉一文，康熙九年作。”康熙九年

(1670) 陳淏56歲，而兒子陳枚33歲。陳枚為《閒情偶寄》作評，見於卷五〈鴨〉書眉（據
《李漁全集》第３卷，按《閒情偶寄》有康熙辛亥序，辛亥指十一年1671）。黃強先生也在上
述的論文中證實了二人交誼，還談到陳枚與李漁女婿沈因伯以及李漁次子李將開之間的關係。

陳枚有〈謝李笠翁先生惠泉釀〉（《寫心集》第三冊辭謝類11ｂ、《寫心二集》〈答語拾遺〉。參
看〈與姚亮公〉），李漁給陳枚寄的尺牘也登在《寫心二集》〈贈言錄雋〉中。

　　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藏有鄭喬林本
《水滸》，首冠“外史李漁笠翁書於博古齋”的序，宣稱：“坊刻多本，非失之太繁，則失之過

略。予因細加考訂，其間關鎖出落，一一條述”（馬幼垣《水滸論衡》聯經出版1992年版、三
聯書店2007年版）。李序真假須待商榷，總之這個本子是共有百十五回的簡本，是一部嵌圖本，
加之兼備十卷本系統的特徵。筆者認為鄭喬林重刻嵌圖本時還參照過十卷本系統的版本，十卷

本就是首冠陳枚序的第一部《水滸》（氏岡真士〈鄭喬林本《水滸》的特徵〉，《高田時雄教授

退休紀念東方學研究論集》臨川書店2014年版）。
　　《留青新集》首冠沈心友序，卷一43ｂ亦收錄沈心友〈祝陳簡侯七十壽序〉。沈心友即沈
因伯，是李漁的女婿，也是他的學生、助手，《芥子園畫傳》由其享有盛名。沈氏生於崇禎十

一年（1638，參看〈李漁交遊考〉），歿年不詳，但如上所述，《留青新集》收錄的這兩篇文章
分別撰於1708、1707年，那麼這時候他還在世。沈因伯是醉畊堂本《三國演義》問世時的關
鍵人物之一，李漁為此作序（康熙己未，十八年1679），並云：“是予婿沈因伯歸自金陵，出
聲山所評書示予”。醉畊堂本《三國演義》為今存最早的毛評本，毛氏是指毛綸（號聲山）與

其兒子毛宗崗（參看片倉健博〈醉耕堂本『三國志演義』序譯注及び解題〉，日本大學文理學

部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紀要》83，2012；陸林〈毛宗崗事跡補考〉，《文獻》2014年第４期）。
　　醉畊堂還刊刻了《評論出像水滸傳》，有順治丁酉（十四年1657）桐菴老人序。桐菴老人
乃是王望如，諱仕雲，順治九年（1652）進士，撰有《桐菴筆隨》（陸林〈周亮工與金聖歎關
係探微〉，《求是集》中華書局2011年版，此文初出於2002年，壓縮本又出於2003年）。醉畊
堂本《水滸》每卷卷末還收入了“王望如曰”的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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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望如與李漁也有交流，李漁匯集案牘《資治新書》初集二集，初集首冠康熙二年

（1663）“江上同學弟王仕雲撰”的〈題辭〉，（二集首冠康熙丁未1667周亮工序），正文共錄王
氏寫作36篇（《李漁全集》第16、17卷）。另外據單錦珩〈李漁交遊考〉，《四六初徵》也收錄
有王氏的文章。

　　王望如與陳枚的關係可從其〈與陳簡侯〉（《留青采珍》前函卷六39ａ、《留青新集》卷十
三39ｂ）窺見之：“日者閽人之蠢，止知致書，不知並致文沛之臨邗也……遠承書扇之貺，良
荷雅誼，肅此聲謝……小刻數帙，附奉覽政。”

　　另外，陳枚的文選收錄不少王望如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值得注意，即張所抱（禹聞）

〈寄王望如〉（《寫心集》卷三〈鑑賞類〉）。此文未見於馬蹄疾先生《水滸資料彙編》（中華書局

1980年版）和朱一玄、劉毓忱兩先生《水滸傳資料彙編》（百花文藝出版社1981年版）等書，
可以當作研究《水滸》的新資料：

重梓《五才子書》，大快我心。武夫學淺，畏讀深意之文，而鑑傳諸書，又苦多難字。唯

《五才子書》，能讀而莫辨是非優劣。蘇老泉〈史論〉，謂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有四，

曰隱而章，直而寬，簡而明，微而切。乃發前人所未發之論。今台臺之批《水滸》，諸人

深惜其有才技，不用於朝而用於野，使巖穴懷才抱技者見之，不勝拊心扼擥也。某雖未泥

首階墀，執鞭左右，然日讀手評之書，風雨無間，豈非日夕望見顏色乎。

　　“重梓《五才子書》”是指上面說過的醉畊堂刊行《水滸》，而周亮工之弟亮節號醉畊堂

（〈周亮工與金聖歎關係探微〉）。追本溯源，周氏書坊明朝後期就很有名，據上原究一先生考證，

周亮工、亮節的祖父周庭槐萬曆初年就從事刻書，後來父親周文煒開辦大業堂，亮工與其子在

浚以及孫子也參與大業堂的出版活動（〈金陵書坊周曰校萬卷樓仁壽堂と周氏大業堂の關係に

ついて〉，《斯道文庫論集》第48輯，2014年），可見周亮工弟兄跟刻書業緣份不淺。陸林先生
認為醉畊堂這個堂號是周亮節和父親周文煒共用的，上原先生却不以為然，指出醉畊堂應該是

周亮節個人的堂號。

　　王望如與周亮工還有一段生死之交，順治十七年（1660）兩人同案，擬應處決，後幸獲免。
其實他們父親亦“雅相善”，周亮工《賴古堂集》也收入不少為王望如寫的詩文，這些事情前

人早已闡明，在此從略。

　　陸林先生根據王望如、陳洪綬以及金聖歎都與周亮工有深交，推斷周亮工參刻醉畊堂本

《水滸》毫無疑義。眾所周知，周亮工在《因樹屋書影》中共有五次談到《水滸》，對此書並非

外行，也可以算是旁證。此處陳洪綬，醉畊堂本《水滸》刊登了40幅“陳章侯畫像”，即陳洪
綬號老蓮畫的《水滸葉子》。

　　周亮工的文章亦屢見於陳枚的文選，其中包括〈與陳簡侯〉４篇（《寫心二集》〈答語拾

遺〉，《寫心集》（第三冊，鑒賞類）僅收錄最後一篇）：

作客湖干，過蒙至愛……《寫心》大選想已告成，幸多惠數冊……。

雨中解纜，不能再以握手，但有悵恨。《尺牘爾音》一本璧上……。

金牋不堪作書，克老大壽，容到金陵，為一詩另書寄上……。

讀《留青》諸選，眾美畢陳，不啻饑歲之糧，渴時之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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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聖歎與陳枚雖無直接的關係，却也有一段因緣。金氏《天下才子必讀書》是一部歷代古

文的選集，據陸林先生考證，周亮工主持刊刻此書，所見最早者為康熙初年刻本，卷首有金聖

歎順治十四年（1657）自序，並有金、周共同的朋友徐增寫的序文，扉頁上方橫刻“聖歎外
書”，中間豎刻“天下才子必讀書”。現在通行的影印本（書香出版社1978年版）稍異，封面
寫道：“金聖歎先生評／才子古文／敦化堂藏版”，無金序，徐序個別文字也不同（比如陸先生

討論的“復之”２字，影印本作“復刻之”）。

　　此書還有排印本，〈前言〉說：“我們所見到的最早刊本是康熙丁巳年（康熙十六年

〔1677〕）靈蘭堂所刻……而流行較廣的則有國學進化社民國元年〔1912〕的校印本及稍後有正
書局的排印本……本書以有正書局民國初年刊本《天下才子必讀書》為底本”（《金聖歎選批才

子必讀新注》安徽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排印本載有〈增補才子書引〉，最後寫道：“時康
熙丁巳孟春望日／西陵陳枚簡侯氏識／（原載康熙十六年靈蘭堂刊本卷首）”，檢東京大學綜合

圖書館藏本，確有此序，又有“卓觀堂主人謹識”的〈□〔才〕子必讀書四則〉，號稱：“是集

……復刻武林，廣之同好……邢子才喜思誤書，陳枚公性耐訛字，兩無是也”云云。就是說陳

枚參與重刊《天下才子必讀書》，可見陳枚為推廣金聖歎這本書作出了些貢獻。

６　評估陳枚

　　入矢義高先生在〈周亮工の尺牘集〉（《東洋史研究》22-1，1963年）中對周亮工的文選
《賴古堂尺牘三選》（《尺牘新鈔》、《藏棄集》、《結鄰集》）給與高度評價的同時，談到陳枚《寫

心集》、《寫心二集》，如此說道：“選録の基準を「典雅風華、言簡意盡」に置くと述べている

が、概して美文調の平板で陳腐なものが多きを占める（雖說其選錄以「典雅風華、言簡意

盡」為準，但入選多有浮華而平板的陳腐之作）。”

　　入矢先生所言一針見血，吾輩只能心服口服。我也認為陳枚的文選包括《留青》諸集在內

充滿阿諛奉承之作，不堪入目耳。話雖這麼說，他經手的書籍卻頗受歡迎，傳名於後世也算是

事實。僅就東瀛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乃有好幾部陳枚的書，除了上面所述的２部《留青新

集》、２部《留青采珍集》和１部《寫心集》以外，還能找到有順治庚子（1660）史大成〈序〉
的《周易直解》十二卷、有康熙己巳（1689）董喆〈序〉和陳枚〈引言〉的《四書備解》十六
卷以及有康熙五十年（1711）虞嗣集〈序〉的《詩林切玉》八卷。
　　《詩林切玉》是將《留青新集》三十卷的部分內容重編而成的。虞氏〈序〉雖然讚揚陳

枚：“陳氏自著之書，繼世俱幾等身，鋟板行世，也徧雞林”，可是陳枚好像沒有甚麼名符其實

的著書。話雖如此，古人說“述而不作”，況且作為編輯，作為出版家，陳枚還算是成功立業

者。雖然作為科舉考生，陳枚一生不得志，但一個待選拔的人竟站在選拔別人的立場上，成為

一名大選家，他心裡也能得到某種安慰吧。

　　另外，筆者認為市場到底要求什麼乃是他的目光所向，因此別人才說“鋟板行世，也徧雞

林”。就《水滸》來說，他寫序的並不是金聖歎七十回本，而是百十五回本，也就是頗受群眾

歡迎的簡本。《水滸》序大致撰於康熙年間，十卷本序文的識語“□□□□□杭陳枚簡侯書□

□□□□”中的缺字很可能是“康熙某某古……於憑山閣”之類，應該以“閣”字結束（憑山

閣是指陳枚的書齋，他編的書往往以“憑山閣……”為全稱）。後來竟然有人把“康熙”改成

“乾隆”，甚至索性刪去，然而首冠陳序的簡本《水滸》與金聖歎七十回本分庭抗禮，直到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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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還在流通。可見陳枚是頗具眼力的，他至少是一位會買賣的行家，稱得上儒商也未可知。

※本文得到日本科學研究費補助金25370397、25580076資助。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３１日受理　１２月３日掲載承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