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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晚明時筆記小品興盛，大量筆記、隨筆小品出現。筆記小品包括的體裁不
限於文或詩，內容更包羅萬有，有像呂坤《呻吟語》、洪應明《菜根譚》等記載
處世之道和人生哲理的作品，也有像袁宏道就曾寫《瓶史》講述插花藝術的作品，
這些筆記小品的內容大可按篇目內容分類。
而明末清初易代之際，筆記小品的內容和思想有所變化。一些明朝遺民創
作了不少追憶故國的回憶錄。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回憶錄內容追憶過去的美好生
活，內容上除了大量書寫繁華、熱鬧城市的生活風景外，對青樓和妓女的記錄和
描寫更是特別豐富。這樣豐富的記載除了來自書生才子與她們相處的生活經驗，
更有意藉描寫這些妓女來表達一些個人感受。然而當時文字獄極盛，文人不敢隨
意抒發個人心聲，很容易被捕風捉影招致殺身之禍。這些心聲往往顯得隱晦不
明。
余懷在《板橋雜記》的〈序〉提到這本書是「有為而作」
，更指書中所記的
金陵佳麗和勝地均繫「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並不是為艷冶而記。本文旨
在結合歷史語境，透過分析余懷在《板橋雜記》中對妓院和妓女的記錄和描寫，
了解他收錄妓女事跡的原因，並藉此探討「有為而作」所指的寫作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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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導論
余懷在《板橋雜記1》的〈序〉中提到本書的寫作目的不只是記述狹邪艷冶
之事，認為「此即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所繫，而非徒狹邪之是述、艷治之是
傳也2」
，然而其所為是「盛衰感慨3」
，筆者認為朝代盛衰變遷，只是《板橋雜記》
其中的一部份寄托，並不是全書的要旨，本文將結合明清之際的歷史語境、余懷
「遺民」身份及書中的內容，透過書中對妓院和妓女的記錄和描寫，勾勒出余懷
當時「有為而作」所指的寫作目的。
本文將在第二章給予「明清之際」和「遺民」一個較清楚的定義；在第三
章淺述時代背景，說明文人與青樓女子的密切關係。自第四章起，則結合歷史說
明余懷筆下的妓院今昔對比和寄托；第五章著重分析余懷藉在〈麗品〉記載妓女
的寄托，並在第六章結合前面章節的分析，歸納出以「明遺民」身份自處的作者，
在書中表現的存明和垂戒作用。

第二章——「明清之際」與「遺民」的定義
余懷寫《板橋雜記》
「有為而作」
，與「明清之際」和「遺民」這樣的時間點
和身份認同有關，這兩點影響了整本書的出現，這將會在第六章詳細探討。而本
文強調「明清之際」而非「晚明」為時間點，原因有︰一、「明清之際」更能點
出「易代」的重要；二、部份生於晚明但早逝的筆記小品作者未必經歷改朝換代，
本文探討的作者余懷，為晚明出生、經歷改朝換代，並在清代逝世4；三、這段
時期的筆記小品文相比起《浮生六記》等晚明之作，更多的是像《板橋雜記》和
《陶庵夢憶》之類關於追懷故國的情思，歸納出的看法更有力。
「明清之際」概括而言是晚明至清初，確實則可定義為自 1644 年（明崇禎
十七年或清順治元年）清兵入關，至 1683 年清廷派施琅及姚啟聖率領軍隊攻陷
台灣、鄭克塽投降，即所有以明朝為名號的所有政權被殲滅為止5。由於在這段
期間，雖然明亡，但國內尚有以明室為主、以復明為旗號的南明王朝一直往南和
西邊遷逃，而滿族已消滅了崇禎皇帝建立清廷取而代之，所以這段時期在中原同

1

本文所有《板橋雜記》的引文皆出自余懷︰《板橋雜記》，轉引自李金堂編校、余懷著︰《余
懷全集（下）》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
2
同注 1，頁 404。
3
同注 1，頁 404。
4
部份網上資料記錄余懷是清初人物，事實上他出生於明代萬曆年間，所以清初人物這個說法不
甚準確，應為明末清初的文學家。
5
謝國楨︰《南明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
，頁 231-236。
279

時有兩個政權，也引致了遺民身份的出現。
遺民身份的定義有不同說法。一般而言，最基本必須與遭遇有關︰經歷了亡
國或離亂而遺留下來的人、或者是前一時代遺留下來的人或後裔6。後來除了是
遭遇決定的身份，更是由被動的身份變成一種自願的身份認同。遺民刻意表明自
己對故國的認同，意識中不接納新朝，比如說，李成棟雖然是明人，但自願降清
為貳臣，後來他和他的軍隊更大肆淫虐漢人婦女7，這樣以新朝子民自居反過來
淫辱及屠殺前朝子民的，則不能算是遺民了。最後一種是特別說明其政治立場的
定義，指在新朝或者新的國度建立後，沒有事新主的舊朝官員，這些人堅持忠於
故國、不仕二朝，普遍以隱士的方式在新朝生存，這種說法把「遺民」的範圍收
窄，從泛指普通民眾變成了專指士人階層。余懷不曾正式出仕明朝，因此對於他
在作品中面對易代的心態，較多的與其遭遇和身份認同有關，故對於遺民身份的
定義，只取第一種和第二種說法。

第三章——文人與妓家麗人的密切關係
自古以來，文人與妓女的關係就相當密切。不少文人家中皆有養家妓，如白
居易有小蠻、櫻桃等家妓、蘇軾更納王朝雲為妾；也有些文人流連煙花之地、引
以為榮，杜牧在詩中寫「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8」、柳永〈鶴衝天．
黃金榜上〉更寫「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9」。
在明代，文人與妓女的關係就更為密切。
第一、明初的統治者崇尚朱熹理學，成祖之時所撰、科舉的《四書大全》
、
《五
經大全》等皆以朱熹的注解為唯一標準。然而王守仁心學之反動在弘治年間開始
出現10。程朱學術壟斷了當時學術界的思想，其時學者「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
朱11」
，難以從固有的知識範圍再擴展，使所述所言均只是老生常談。故陽明心學
的出現，正與當時僵化的程朱理學成為一對比12︰程朱理學追求「格物致知」
、強
調存天理而去人欲13；王守仁則主張「心即理」
，認為人無法窮究一生去格外物，
6

李瑄︰《明遺民群體心態與文學思想研究》
（成都︰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09 年）
，頁 10。
朱子素︰《嘉定屠城紀略》
，轉引自丁浩輯︰《明清史料叢書八種（全八冊）
》（北京︰北京圖
書館出版社，2005 年）
，頁 333。
8
劉逸生主編︰《杜牧詩選》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 年）
，頁 118。
9
謝桃坊主編︰《柳永詞賞析集》
（成都︰巴蜀書社，1987 年），頁 9。
10
夏咸淳︰《晚明士風與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年）
，頁 145-146。
11
夏咸淳︰《晚明士風與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年）
，頁 146。
12
夏咸淳︰《晚明士風與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年）
，頁 147。
13
徐林︰《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會交往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13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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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知的方法應該是向內心的探求，而依歸就是良知，所以人應該要「致良知」14。
後來這樣的主張或者走向了偏鋒，但可以看到的是，王守仁的心學主張影響了明
代的士人，以至於明末士人相當強調人的主觀意識和肯定欲望本能15，使士人對
美女、宴會的追求和貪戀凌駕於道德之上，所以普遍士人「視狎妓為風流，視香
艷為雅趣16」，不以與妓女交往為恥，更以之為樂趣。
第二、除了心學之反動外，明末社會普遍富裕，也是促使文人與妓女交往之
因。手工業在明代蓬勃發展，明中後期經商之人日益增加，以江南地區尤多。加
上王學宣揚「百姓日用即道」
、
「四民異業同道」的思想，使士人從「士、農、工、
商」的階級觀念中改變，也使不少士人同時從事各種治生之道。豐厚的利潤吸引
越來越多的士人從商，或者士商結交不少也有生意來往，商人邀請文人寫墓誌銘、
畫畫等時有出現17。因為財產增多，士人開始重視物質利享受，常常消遣娛樂18，
富裕的生活給予士人狎妓的資金，當然也少不了妓女酬唱的宴會，因此文人能常
常去青樓與妓女交好。
第三、江南的煙花之地正好在科舉考場附近，地理上給予文人接近妓女的便
利。余懷在《板橋雜記》就已經有提到︰「舊院與貢院遙對，僅隔一河，原為才
子佳人而設19」
；大木康也指出「在南京秦淮河一帶可以看到一個很有趣的地理現
象……孔廟、學校、考場、書店都集中在一個地方，構成了文教區。明清時期在
南京的鄉試每三年舉辦一次，那時候江南地區的考生就都會聚集在那裡。而隔著
秦淮河，過了一座文德橋，就是南京的舊院，即青樓區。從地理位置上來說，文
教區與花街的搭配堪稱微妙20」
，雖然學校、考場、書店等同在一區，但與青樓區
只一橋之隔，既方便了金陵一帶的文人雅士「因利乘便」進出風月場所，與妓女
酬唱享樂，又方便了妓女跨過文德橋尋找傾慕的文人相交。
最後就是明代的文人黨社運動也與妓女有很深的關係。結社本來是明代士大
夫以文會友、聚在一起的方式。初時外人不能參加，但後來開放了門戶，社人結
集動輒上千人21。人數之多、聲勢之大，可想而知。漸漸，結社運動變成了與晚
唐牛李黨爭相似的政治運動，黨社排斥異己。然而當時一些有名的公子早年都入
了復社，像侯方域、冒辟疆等，均是復社的成員。他們當時與李香君、董小宛等
秦淮名妓戀愛，也有不少名妓周旋在這些社員士人之間。文人透過妓女拉攏復社
社員，最有名的應該是改編成《桃花扇》的一段歷史，阮大鋮撮合侯生和名妓李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態及文學個案》
（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 年）
，頁 32-33。
徐林︰《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會交往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130。
徐林︰《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會交往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132。
徐林︰《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會交往研究》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頁 116-125。
羅宗強︰《明代後期士人心態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372-373。
同注 1，頁 409。
黃曉鋒：〈大木康談明清江南文人生活〉
，《上海書評》
，第 221 期（2013 年 2 月）
，頁 2。
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
（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頁 119。
281

香君22，希望能藉此向侯方域示好，取媚於復社。
明末特別在江南地區的妓院，妓女的文化水平相當高，往往一名妓女精通數
個藝術領域，無論是琴棋書畫，還是文學等領域均有很高的造詣23。妓女之於文
人，不再只是無知的賞玩的對象，更因其才華而推心至腹，引為紅顏知己或者與
之才情匹配的佳偶。
因此，妓女能融入文人的生活，甚至成為生活的一部份，也就可以理解，余
懷雖然已成遺民，但會以「艷冶狹邪」之事為材料抒發個人感受的原因。在他心
中，這些妓女不只是玩物，更如他的朋友一樣。不論是秦淮河畔還是青樓女子，
都是他生活中最熟悉的事物之一，加之這些女子與他在易代之際竟有相同的信念，
他也同情她們與己相似的遭遇，所以才藉記錄這些佳人的事跡，抒發己懷。

第四章——「有為而作」︰江南地區的今昔對比
余懷在〈雅遊〉部份記載了金陵青樓地區在清軍來臨之前的情況。清軍對江
南地區的破壞與〈雅遊〉所載成了相當深刻的今昔對比。雖然清軍並非直接在金
陵大開殺戒，但清兵入關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血腥震壓，均發生在金陵附近
的江南地區，對金陵仍然有很大的影響。
〈雅遊〉中對金陵的繁華描述得相當仔細。「公侯戚畹，甲第連雲；宗室王
孫，翩翩裘馬；以及烏衣子弟，湖海賓游24」就記載金陵城內、秦淮河畔人來人
往，來往穿梭的大多是貴族公侯，或者是富貴人家，除了賣淫、賣藝和賣花商人，
均不見普通百姓，不知是金陵富裕的程度到了該地沒有貧者，只有小康，還是普
通人難以融入這個地域。
當時的金陵相當熱鬧，有舊院（又稱曲中），即青樓，是妓女的居住地，房
屋一家接一家的排列如魚鱗一般，並且屋宇乾淨清潔，還有花草樹木，環境怡人。
「妓家分別門戶，爭妍獻媚，鬬勝誇奇25」妓女各在門戶之前爭妍鬥麗，望搏得
貴客賞面。文人公子受到熱烈歡迎，走在階梯已有下人斟茶，假母（即鵠母）會
來迎接客人，進舍內有丫鬟為妓女打扮，然後扶之出來，然後妓女、樂師等奏樂
表演。

22
23
24
25

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
（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頁 144-145。
黃曉鋒：〈大木康談明清江南文人生活〉
，《上海書評》
，第 221 期（2013 年 2 月）
，頁 2。
同注 1，頁 405。
同注 1，頁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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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陸地上繁華熱鬧，秦淮河上更有燈船在岸，遊人往來，看到船上的河
房「雕欄畫檻，綺窗絲障，十里珠簾26」
，欄杆精雕細琢，加之以珠簾裝飾，相當
精美。船上更有許多佳麗甚至是名姬投標，文人以得魁首者為勝，路人以此為話
題。
金陵除了都市的一面，也有自然風光的寧謐。院牆外數十步就有長板橋，夾
在迥光、鷲峰兩寺之中，相當賞心悅目，更有「漱滌塵俗27」之感。而入夜後，
清風徐來，明月朗照，又能使人內心安定。此時名人邀麗人攜手漫步；或者偶遇
美人，同奏一曲。
「曲中市肆，清潔殊常。香囊、雲舄、名酒、佳茶、餳糖、小菜、簫管、瑟
琴，並皆上品。外間人買者，不惜貴價；女郎贈遺，都無俗物28」
，當時的店肆賣
的全都是上品，時人不惜重金購買、互贈的都是很珍貴的物品，而售賣的都不是
一般人食、用的日常物品，而是香囊這種飾物、或是名貴的酒和茶、簫管琴瑟之
類，足見當時人生活富裕，消費能力相當高，能花大量金錢購買奢侈品。
在余懷筆下的江南，繁華和平靜同冶一爐，即使北方已面對滿族入侵，戰火
不止，但金陵呈現的卻還是明朝太平盛世之象29，富商乃至文人盡情沉醉在奢靡
的溫柔鄉中，是最能夠體現明朝在清人入侵前的風光一面。
余懷在《板橋雜記》中多寫前塵而少記現況，書中直接描寫曲院凋落的地方
不多。在〈軼事〉記述張魁的一段中︰「丁酉（即清順治十四年30）再過金陵，
歌台舞榭，化為瓦礫之場，猶於破板橋邊，一吹洞簫31」始有直接記載余懷所見
的金陵。經歷亂事後，金陵的歌台舞榭已變成瓦礫、長板橋也已破落，不復是坐
擁自然風光之地。
〈麗品〉中也有一段對答覆述了金陵的變遷︰余懷偶遇媚姐（李
十娘之兄女），問及李十娘的近況，李十娘故居已廢，成了菜圃，而當時翠色可
餐的老梅樹、梧桐和巨竹，已摧折成柴薪了。
由此處回想〈雅遊〉的記載，金陵自余懷筆下可見，曾是江南最繁華、也是
最奢靡的地方。但不過匆匆幾十年，金陵就由一熱鬧的都市被摧毀成廢墟似的頹
垣。余懷一生有不少時間在這裡娛樂，然而戰亂改變了整個環境，而社會地位最
低的人也受到這樣的傷害，更是以小見大，看到其他地方和百姓所受的苦。在這
26

同注 1，頁 407。
同注 1，頁 407。
28
同注 1，頁 409。
29
暴鴻昌：〈明末秦淮名妓與文人——讀余懷《板橋雜記》〉，《學習與探索》，第 4 期/總 117 期
（1998 年），頁 121-124。
30
楊劍兵︰〈秦淮風月中的南都記憶——論《板橋雜記》的地域特色〉
，
《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
，
第 2 期（2013 年 2 月）
，頁 106-107。
31
同注 1，頁 43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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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一揚一抑的景況下，難免會對故地盛衰的突然變化有很深的感慨，也如他所言，
為此而寫了《板橋雜記》。
清軍來襲，江南地區所受影響相當大，其手段甚至可說是比北方更殘忍，雖
然金陵沒有直接被屠城，但附近如︰揚州、嘉定以及嶺南地區廣州均受到血腥震
壓。
同樣是有名的煙花之地，揚州經歷過「揚州十日」。關於「揚州十日」的歷
史記載不少，《揚州十日記》對其經過和場景有相當詳細的記錄。余懷在書中沒
有直接記載這些殘酷歷史的細節，只有如前段所敘，輕描淡寫略略帶過清軍南下
對江南及這些屠殺的結果，以致於每每提到余懷作此書的原因時，往往認為整書
只有金陵由盛轉衰的感嘆。
然而，竊以為書中也有對清兵暴力殘酷的控訴，甚至有對倒戈者的輕蔑。若
只看余懷所載的勝地、佳人之結局，因清朝的文化政策，只能欲語還休，故讀者
未必可以猜想到，但若能以《揚州十日記》等史料為輔，文本互涉閱讀，則相當
明顯。如︰揚州有數次火災，「城中四週（周）火起，近者十餘處，遠者不計其
數，赤光相映，如雷電，辟卜聲轟耳不絕32」
、入城的清兵也大肆搶掠「富家大室
33
方且搜括無餘 」
，李十娘貴為名妓，故居應也被搶掠一空，然後被盡情破壞，山
花海樹，或被砍掉，或像柴枝一樣被燒掉了。
至於對倒戈者的輕蔑，則可詳見於下章對〈麗品〉的分析。

第五章——「有為而作」︰〈麗品〉的妓女
〈麗品〉共記載二十八名妓女的生平，舊院二十四名，珠市四名；另在附錄
補遺了三名妓女的事跡。依余懷的說法，舊院和珠市的分別是地理上「珠市在內
橋旁，曲巷逶迤，屋宇湫隘34」
，上文已提到舊院對著武定橋，後門在鈔庫街，較
為開揚，容易吸引客人；珠市的位置較隱蔽，所以在珠市的妓女名氣不及舊院。
但余懷認為珠市「其中時有麗人35」，不必與舊市的名妓比較。

32

王秀楚︰《揚州十日記》
，轉引自中國歷史研究社編︰《揚州十日記》
（上海︰上海書店，1982
年），頁 231。
33
王秀楚︰《揚州十日記》
，轉引自中國歷史研究社編︰《揚州十日記》
（上海︰上海書店，1982
年），頁 241。
34
同注 1，頁 425。
35
同注 1，頁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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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均提及這些妓女的姓名和身世。這也是余懷「有為而作」其中之一。人
皆有愛美之心，對於美麗的人和事總是特別憐惜。風流才子如余懷，希望能為這
些美人立傳，美人會遲暮而色衰，以「立言」的方式記錄佳人芳名和形容她們昔
時之美，使她們能夠隨著文字的記載和流傳做到真正的不朽。
這些麗人的美貌、氣質和身形描寫在〈麗品〉中相當豐富，可謂各種風格的
美女也有記錄，有些是仔細描述某部份身體之美，有些則以整體傳神為要。例如︰
沙才的外貌和氣質是「美而艷36」
。雖然「美」是相當籠統的形容，可是余懷更以
「艷」來形容沙才，即氣質相當性感，則相當傳神，使人腦海裡有一個頗魅惑的
女子形象。而余懷對沙才形容最仔細的，則是她的身形︰「豐而柔，骨體皆媚，
天生尤物也……長指爪，修容貌，留仙裙，石華廣袖，衣被粲然37」
，體態豐腴而
柔軟有媚態，加上指爪皆長，穿上廣袖的留仙裙即有縐褶的裙，相當吸引男性的
心。卞賽之妹卞敏「頎而白如玉肪，風情綽約，人見之，如立水晶屏也38」則是
與沙才風格不同的美女。余懷仔細記錄卞敏最美的，是長得修長而白滑有如美玉，
如《詩經》中形容的衛莊公夫人。而卞敏的白晢皮膚、柔美的風姿如玲瓏的水晶
屏風，是另一種美態。
余懷在珠市名妓附見部份指「恐遂湮沒無聞，使媚骨芳魂與草木同腐39」
，雖
然他說的是同樣記錄珠市名妓的原因，但觀乎〈麗品〉，這句也解釋了他作《板
橋雜記》的目的之一。
唐碧紅在其文章中指余懷處處突出秦淮妓女雅致的精神，而別於宋詞對歌妓
露骨刻畫，以見余懷不再把她們當作玩物，而是一群值得尊重的女性，故余懷寫
歌妓之美色，處處突出「雅」的一面40，而非艷俗的一面。這個說法是相當準確
的。所謂「雅」的一面，就是有些妓女雖然沒有超然外貌，但有值得余懷記載的
性格和才華，而這些性格和才華使她們有豐富的精神素養，脫離風塵的庸俗，甚
至見識也超越一般良家婦女。在本質上，她們似文人多於妓女。
比如說，尹春的外貌不是極美，但她的舉止風韻有大家閨秀的氣度，性格也
溫和，而且言談用辭爽雅，沒有一般女子塗脂抹粉的矯柔、以袖遮顏的造作習氣
41

。這樣的性格使她表現得像個儒雅大度的文人，而不是深閨的婦人，對於文人
雅士來說，如此佳人結合了女子的溫柔和男子的清爽，更吸引男性去結交。

36

同注 1，頁 422。
同注 1，頁 422。
38
同注 1，頁 419。
39
同注 1，頁 425。
40
唐碧紅︰〈余懷為何「鍾情」秦淮歌妓——讀《板橋雜記》
〉
，
《南通航運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
第 4 期（2008 年 12 月），頁 39。
41
同注 1，頁 411。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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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李大娘，余懷記載她是個豪侈的女子，所居庭室相當華麗，而且有不少
侍兒。但更重要的是她有「鬚眉丈夫之氣42」，這裡特別指她對錢的態度，「然吾
亦自逞豪奢，豈效齪齪倚門市娼，與人較錢帛哉43」
，頗得李白在〈將進酒〉中的
豪爽意氣，雖然她奢侈，可是並不錙銖必較，也不如普通的娼妓重視錢財而視之
為身外物，故她也有「俠伎」之美稱。
范玨則是廉靜的人，與李大娘相反，是個淡泊名利、不喜豪華鋪張之女子，
「一切衣飾、歌管艷靡紛華之物，皆屏棄之44」，很有清廉之士的風範。
余懷對秦淮妓女的才華記載更多，大多數妓女均有琴、棋、書、畫其中一項
或多項擅長的才藝，可謂才女矣。卞賽擅書法，工於小楷，也善於畫蘭和鼓琴，
能「一落筆，畫十餘紙45」
、董白更擅長針灸、音樂和煮食︰「鍼神、曲聖、食譜、
46
茶經，莫不精曉 」。因此余懷為這些妓女立傳，也有欣賞她們雅致
情調的意思47。
古有《列女傳》等書為女子立傳，表彰婦女的德行、讚揚守節的女子。然而
妓女賣身無可奈何，難以要求她們守著個人貞節。不過在〈麗品〉中也有數個守
著個人心理貞節關卡的妓女，她們盡力維護自己的界線，不隨意放蕩肉體與任何
男子交歡，而是選擇自己心中所好之人，余懷對這些妓女更是讚賞。余懷曾調侃
李十娘雖美不貞，李十娘一番說話盡見了其內心對貞節的追求︰「兒雖風塵賤質，
然非好淫蕩檢者流，如夏姬、河間婦也。苛兒心之所好，雖相莊如賓，情與之洽
也；非兒心之所好，雖勉同枕席，不與之合也48」
，妓女對貞節的看法竟如此精辟
獨特，使余懷另眼相看，也使之感到慚愧，特此記載以表揚之。
而正值明清之際，余懷堅持民族氣節，所謂「身在清朝心在明，遺民的價值
認同常借助於這種追慕的方式來進行表達49」
，故對於這群秦淮妓女，他更重視的，
是她們的遭遇、對明代的堅貞和守護尊嚴的勇氣。
《板橋雜記》裡的名妓，大多不能善終，結局的悲慘，不少與易代有關。除

42

同注 1，頁 414。
同注 1，頁 414-415。
44
同注 1，頁 420-421。
45
同注 1，頁 419。
46
同注 1，頁 418。
47
唐碧紅︰〈余懷為何「鍾情」秦淮歌妓——讀《板橋雜記》
〉
，
《南通航運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
第 4 期（2008 年 12 月），頁 39。
48
同注 1，頁 413。
49
靳能法、鍾繼剛︰〈從《板橋雜記》看明遺民的文化創傷〉
，
《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 7 卷第 1 期（2006 年 2 月），頁 79。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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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少數的幸運者，她們大多都是淒涼地結束一生。結局最好的是顧媚，她最終成
了誥命夫人，可享盡名利富貴；而其他的妓女，不少不知所終，或余懷不知其下
落，如︰尹春、馬嬌、顧喜、張元等，有些雖能逃出戰火，但過得不及金陵舊時，
如︰李大娘教女娃歌舞為活，有些從良或出嫁，像︰李十娘從良、卞賽從鄭保御；
但大多都在動亂期間因病早逝，例如︰尹文、董白，或像沙微一樣因心病抑鬱而
死；最後一種結局則最可悲，這些妓女為守民族氣節而慘死，死前受盡屈辱，死
狀也慘烈，如︰葛嫩、卞敏。佳人命薄、天妒紅顏，這些名妓從才貌雙全至命喪
黃泉，正如金陵一地從繁華到破落，她們國破前後的生活和遭遇使人有盛衰變化
之嘆。
其中余懷對葛嫩和王月之死有非常仔細的描寫，這是《板橋雜記》比其他記
寫艷冶之事的書更特別的要點。余懷在寫麗人才貌之外，更從氣節上進行品評。
余懷「把一種在男兒身上也沒怎麼見到的忠烈在女子身上顯現出來，慘烈中見其
神采飛揚，自可看出褒讚有加50」。
因此余懷對葛嫩之死的描寫，既是相當讚賞其氣節，又是憐惜佳麗的遭遇，
控訴施虐者的麻目不仁。葛嫩死於甲申之變，其時兵敗，孫克咸和葛嫩一家均被
縛。清軍主將欲侵犯她，葛嫩為了守民族氣節及個人貞節，不但不從，更「大罵，
嚼舌碎，含血噴其面，將手刃之51」
。這樣的場面雖然血腥，卻更突顯葛嫩對民族
大義的信念。她面對清兵，堅定地寧死不從。在這女子身上，表現出比不少男兒
漢更從容和堅定的忠烈。而孫克咸見葛嫩守民族氣節而死，也深受影響，則被殺
前豪氣大笑。這一段更是表達了葛嫩之死對身邊人來說很有感染力，使他們明白
守著明遺民身份的重要性。
第二個例子是卞敏，卞敏的結局並不確定，但有一說是她再嫁一潁川氏貴官，
潁川氏也是一個忠君之人。當時閩地兵變，「潁川氏手刃群妾，遂自剄52」。這則
記載最主要是透過卞敏的結局，曲筆讚揚潁川氏的果敢和悲烈守氣節。
第三個是一個反面例子。王月是珠市名妓，為蔡香君所娶，崇禎十五年，大
盜張獻忠攻破廬州府，知府守節而死後，張獻忠擒獲蔡香君，並搜家宅時搶得王
月。王月並無立即守節自盡，反而留在張獻忠營，在寨中受其寵幸。直到後來，
一次以事忤逆張獻忠心意，張獻忠就殘忍地「斷其頭，蒸置於盤，以享群賊53」。
王月的下場同樣慘不忍睹，而且以事忤張獻忠，大抵也是故意刺激張獻忠尋死，
但余懷在記傳末段對她並不讚賞，認為王月沒有立即自盡，是苟然殘存的行為，
50

靳能法、鍾繼剛︰〈從《板橋雜記》看明遺民的文化創傷〉
，
《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 7 卷第 1 期（2006 年 2 月），頁 82。
51
同注 1，頁 413。
52
同注 1，頁 419。
53
同注 1，頁 425-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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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等死也54」
，所以為王月不及葛嫩之氣節而悲。這個例子獨特之處在於以王月
的不守節來反襯出葛嫩的忠烈，並且以「大盜」
、
「群賊」稱張獻忠及其部上，可
見他對不忠於明室的漢人相當鄙視。
然而普遍而言，他對秦淮妓女的評價是正面的。
依《揚州十日記》中記載，不少當地的女子，甚至不是風塵女子的，竟不及
秦淮妓女忠烈，揚州女子皆棄大義而求保身，並且不以為恥。王秀楚記︰「入門，
已有一卒拘數美婦在內簡檢筐篚綵緞如山，見三卒至，大笑，即驅予輩數十人至
後廳，留諸婦女置旁室；中列二方幾，三衣匠一中年婦人製衣；婦揚人，濃抹麗
妝，鮮衣華飾，指揮言笑。欣然有得色，每遇好物，即向卒乞取，曲盡媚態，不
以為恥；予恨不能奪卒之刀，斷此淫孽55」
，揚州女子在戰亂之時仍能化上濃妝、
穿著華麗，甚至無恥地向清兵乞取好物，為這些身外財物而歡喜，其不忠不貞的
程度，連清軍也賤視，清兵更謂︰「我輩征高麗，擄婦女數萬人，無一失節者，
何堂堂中國，無恥至此56」，實乃大辱。
《板橋雜記》所記載的可憐佳麗未必每個均剛烈如葛嫩，書中所記妓女卻未
有一人棄大義而委曲求全如揚州女子。而揚州女子與秦淮的忠烈妓女對比，更見
余懷的「有為而作」——正是通過記述這群秦淮妓女以讚揚和鼓勵此等氣節。
顧媚的結局可謂《板橋雜記》一眾秦淮佳麗中最好的一個。然而余懷對顧媚
以及其夫龔鼎孳的評價，則不是那麼高。孟森在研究顧媚方面提出了許多考據，
他在〈橫波夫人考〉中提及橫波夫人實乃一奢靡女子57，因此認為她眷戀人世，
難以像其他秦淮妓女一樣守節殉國，甚至有可能像前文提及過的揚州女子一樣，
曲身以取媚於清人。
孟森在〈橫波夫人考〉提及過幾篇類似的記載，均是指龔鼎孳深愛顧媚，乃
至對她言聽計從。「甲申三月十九，流賊陷都城，明亡，龔於是為從逆案中人。
其本身之貽殆，當別有紀載，今惟錄其關係橫波者。
〈明季北略〉……每謂人曰︰
『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所娶秦淮娼顧媚也。……58」龔鼎孳後
來歸降清廷，一直為人垢病，這段記載印證了孟森的看法，把龔鼎孳塑造成痴情
而忠誠之士，他因為小妾顧媚的意欲而選擇不願自盡殉國，而選擇了投降。

54

同注 1，頁 426。
王秀楚︰《揚州十日記》
，轉引自中國歷史研究社編︰《揚州十日記》
（上海︰上海書店，1982
年），頁 232-233。
56
王秀楚︰《揚州十日記》
，轉引自中國歷史研究社編︰《揚州十日記》
（上海︰上海書店，1982
年），頁 232-233。
57
孟森著、秦人路校點︰《心史叢刊》（長沙︰嶽麓書社，1986 年）
，頁 103-109。
58
孟森著、秦人路校點︰《心史叢刊》（長沙︰嶽麓書社，1986 年）
，頁 115。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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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竊以為這個說法值得商榷。龔鼎孳先向李自成投降、後又向清軍投降，
孫甄陶在《清史述論》中更嚴苛地批評他是「明朝罪人、流賊御史59」
，而且龔鼎
孳本人也是放縱之人，
「飲酒醉歌，俳優角逐，前在江南用千金置名妓顧眉生……
淫縱之狀，鬨笑長安，已置其父母妻孥於度外60」
。因此，他會否只為了開脫主動
向李自成投降、後又向清軍投降的道德罪名，免了在歷史上留下「不忠」和「事
貳主」的污名，而假托投降清軍屬於顧媚的主意而不是他的意思，實未可知。
更何況同為江左三大家的錢謙益一樣主動投降於清，也有一段類似的故事。
《牧齋遺事》記載：
「乙酉五月，柳夫人勸牧翁曰：
『是宜取義全大節，以副盛名。』
61
牧翁有難色，柳奮身欲入池中，持之不得入。 」只是故事的主人翁性別倒轉而
已。
顧媚曾在重遊金陵時，遇反清復明之士閻爾梅，並掩護她出逃。袁枚讚她「禮
賢愛士，俠骨峻贈62」。
顧媚曾與余懷有過一段情，或許他對絕代佳人餘情未了，在評價的部份，他
對顧媚較後世學者客氣。顧媚記傳的部份展露了對顧媚選擇安然受封的失望。與
此同時，他更以龔鼎孳元配童夫人的忠貞，諷刺龔鼎孳事二朝之事︰童夫人在龔
鼎孳出仕明朝時，已兩度受封，故對明忠誠的她不願意再隨其成為貳臣的夫君龔
生做兩個朝代的夫人，不但居於合肥不肯到新朝京師居住，更謂「以後本朝恩典，
讓顧太太可也63」
，這是明言對新朝的嫌惡、丈夫和顧媚的不屑及對名利的輕視。
而「嗚呼！童夫人賢節過鬚眉男子多矣！64」一句更顯余懷對倒戈者的輕蔑，竊
以為鬚眉男子不但代指所有降清之士，觀乎前文對龔生為人的分析，認為余懷嚴
正指向龔鼎孳的可能比較大。

第六章——「有為而作」︰存明和垂戒
余懷在〈序〉開宗明義地說《板橋雜記》的主旨是因為時移物換，而追懷過
往，從而有了盛衰變遷的感慨，這一點從〈雅遊〉和〈麗品〉的記事方法顯然而
見。第二個「有為而作」，是為秦淮名妓立傳，並讚揚她們的氣節。而他第三個
59
60
61
62
63
64

孫甄陶︰《清史述論》（台北︰亞洲出版社有限公司台灣分社，1957 年）
，頁 37。
孫甄陶︰《清史述論》（台北︰亞洲出版社有限公司台灣分社，1957 年）
，頁 37。
虞山丁氏鈔藏︰《錢牧齋（謙益）先生遺事及年譜》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 年），頁 16。
丁帆︰《江南悲歌》
（長沙：嶽麓書社，1999 年）
，頁 175-176。
同注 1，頁 416-417。
同注 1，頁 416-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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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為而作」，則是趙園所說的「存明」意識。
趙園在《明清之際的思想與言說》中提到明代遺民的時間焦慮︰恢復時機
轉瞬而逝，然而「恢復期待」又是遺民的生命支撐，而這種焦慮的表現就是守節
的問題︰若失去恢復時機，則遺民難以復明，壽命越長的，則越有機會面對「折
於新朝之下或守節犧牲」的命題。遺民的身份並不世襲，因此遺民現象會在時間
中消逝。即使明代的遺民以學術等方面傳志，卻未必能傳遺民的忠義事跡。後人
也會因為時間的流逝漸漸遺忘，為了對抗這種「忘記」
、說明這種「孤獨感」
，以
65
文字「存明」——遺民創作或書史以記錄這一群遺民的事跡和故國的存在 。
這樣的理論正好解釋了整體而言，《板橋雜記》的「有為而作」。〈雅遊〉的
金陵勝地、
〈麗品〉的秦淮佳麗、
〈軼事〉的狎客本來就是明代故國的一部份、遺
民的一份子。所謂「傳芳」，也不只是為了流傳美女的芳名，更是保存了這些同
為明遺民的人，在易代之際的忠義事跡和盛衰轉變。
《板橋雜記》雖被當作述狹邪、傳艷治的作品流傳，但既能流傳至今，使後
世得知當時遺民的生活如何受易代的影響，可以說這部作品在「存明」一點來說，
是相當成功的。
清初江南曾有「哭廟」等文字獄等諸案，明遺民作品有「違礙」者數遭標燬、
清初也有殺戮士人，然而趙園指清人整理遺民文獻工程之浩大，又是先代不能比
擬66。竊以為《板橋雜記》能夠流傳下來，做到余懷「存明」的目標，則是因為
書中避重就輕，以隱若的曲筆不明言其意，只「撫昔之語多，非今之語少67」
，實
在是為了在控訴不得甚至被人誤會的情況下保存明人的遺民史。
最後一個「有為而作」，則是軼事所說的「雖以傳芳，實為垂戒68」。
「垂戒」所引以為戒的實有兩種，第一種是遺民面對清軍入侵應取的態度。
余懷透過妓女事跡，強調了對明室始終如一的忠誠，戒前朝遺民屈服於清軍委曲
求全、戒前朝官員出仕二朝。此戒的目的尚且明顯。
然而余懷言「有為而作」
、言「垂戒」
，指的是戒奢靡娛樂文化。事實上當時
大明已是強弩之末，偏偏江南竟仍歌舞昇平，文人才士們仍沉醉於兒女情長之中，
忽視國之將亡。《南明史略》就提到明末的權臣國戚均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甚

65
66
67
68

趙園︰《明清之際的思想與言說》
（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 年）
，頁 44-83。
趙園︰《明清之際的思想與言說》
（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 年）
，頁 79-80。
朱志遠：〈余懷研究〉
（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年）
，頁 99-100。
同注 1，頁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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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在蘇州訓練女樂69。余懷在〈雅遊〉的「雖設阱者之恒情，實冶遊者所深戒也70」，
及呂堃的〈板橋雜記序〉正如解釋了〈軼事〉所戒︰「冶遊艷遇之勝，使人目眙
神蕩，歷百數十年，都被瞞過71」，《板橋雜記》本也作為史鑒而作72。
然而從歷史看來，南明雖然建立了，但未有如遺民所期待般反清復明，甚至
只求像東晉、南宋般在江南地區偏安，還是不成功。除了清軍在武力上實在比明
室強大外，原因就在於明室和遺民皆不曾檢討。南明永歷朝建立，初期竟同室兵
戎相見、互爭帝權，永歷帝又信任宦官、任由各地軍閥割據稱雄，只得節節敗退
73
。
加上《板橋雜記》雖說是戒冶遊艷遇之勝，但就余懷行文所見，他對於這樣
的一段過去，未見得有很深刻的懺悔之辭，反倒是以曾在金陵與某些佳麗交遊而
沾沾自喜，也為未能見某些妓女而感到惋惜。

第七章——總結
余懷謂《板橋雜記》是「有為而作」，在書中可見的主要有七，均是易代之
際身為遺民的他很自然流露的想法︰一為嘆盛衰之感慨、二為控訴清軍暴力、三
為流傳佳麗芳名、四為表揚忠義氣節、五為不屑降清之士、六為保存明遺民史，
最後是欲後人以垂戒。這七個目的以盛衰感慨為最輕易看見的，其餘六者則比較
隱晦，但仔細閱讀仍不難發現。唯獨最後一個目的，雖然余懷言其有意書《板橋
雜記》以警後人，莫因佳人勝地而沉醉迷失，但看他本身對秦淮風月情懷的眷戀
和曾參與其中的自豪感，又實難以令人相信這一個目的。

69

謝國楨︰《南明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
，頁 15。
同注 1，頁 410。
71
鄧之誠著、鄧珂點校︰《骨董瑣記全編（卷六）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年）
，頁 189。
72
暴鴻昌：〈明末秦淮名妓與文人——讀余懷《板橋雜記》〉，《學習與探索》，第 4 期/總 117 期
（1998 年），頁 127。
73
謝國楨︰《南明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
，頁 146-147。
70

291

參考書目（按筆劃排列）
專書
丁帆︰《江南悲歌》（長沙：嶽麓書社，1999 年）。
丁浩輯︰《明清史料叢書八種（全八冊）》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 年）。
中國歷史研究社編︰《揚州十日記》（上海︰上海書店，1982 年）。
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態及文學個案》（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 年）。
李金堂編校、余懷著︰《余懷全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李瑄︰《明遺民群體心態與文學思想研究》
（成都︰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09
年）。
孟森著、秦人路校點︰《心史叢刊》（長沙︰嶽麓書社，1986 年）。
徐林︰《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會交往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夏咸淳︰《晚明士風與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年）。
孫甄陶︰《清史述論》（台北︰亞洲出版社有限公司台灣分社，1957 年）。
虞山丁氏鈔藏︰《錢牧齋（謙益）先生遺事及年譜》（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
年）。
鄧之誠著、鄧珂點校︰《骨董瑣記全編（卷六）
》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年）
。
趙園︰《明清之際的思想與言說》
（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 年）
。
劉逸生主編︰《杜牧詩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 年）。
謝桃坊主編︰《柳永詞賞析集》（成都︰巴蜀書社，1987 年）。
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
謝國楨︰《南明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
羅宗強︰《明代後期士人心態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 年）。
期刊
唐碧紅︰〈余懷為何「鍾情」秦淮歌妓——讀《板橋雜記》〉，《南通航運職業技
術學院學報》，第 4 期（2008 年 12 月）。
黃曉鋒：
〈大木康談明清江南文人生活〉
，
《上海書評》
，第 221 期（2013 年 2 月）。
靳能法、鍾繼剛︰〈從《板橋雜記》看明遺民的文化創傷〉
，
《西南交通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第 7 卷第 1 期（2006 年 2 月）
。
楊劍兵︰〈秦淮風月中的南都記憶——論《板橋雜記》的地域特色〉
，
《黑龍江教
育學院學報》，第 2 期（2013 年 2 月）。
暴鴻昌：〈明末秦淮名妓與文人——讀余懷《板橋雜記》〉，《學習與探索》，第 4
期/總 117 期（1998 年）
。
論文
朱志遠：〈余懷研究〉（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年）。
2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