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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馮秋雪在澳門詞學上之貢獻



①

鄧駿捷
【摘 要】民國年間，澳門“雪社”（包括“雪堂”）詩社的馮秋
雪，不僅創作了大量的詩詞作品，還在詞學的推廣和研究方面卓
有建樹。秋雪在《詩聲———雪堂月刊》上編撰“莽蒼室詞譜”、“冰
簃詞話”，又請人為宋詞製作西式樂譜。此外，他編著有《宋詞緒》
一書，除選詞編集外，在詞譜考訂、詞的批評上亦多有己見。馮秋
雪的詞學上承嶺南詞家陳洵，進而接通清代常州詞派的脈絡。對
於秋雪詞學的探討不僅可以填補澳門民國詞學研究中的一個重
要的空白，而且可為澳門與嶺南以至整個清代至民國詞學關係的
尋繹，提供一個較有學術價值的例證。
【關鍵詞】澳門文學 馮秋雪 《宋詞緒》 詞學 近代文學

民國年間的“雪社”（包括“雪堂”），可以説是“澳門文學史上第一個以
本土居民為骨幹的文藝團體的作家群落” ；且是當時澳門文學社團中持續
時間最長，前後維持了八年 （約 １９１３—１９２１ 年），組織較為固定，活動形式
較為多樣，創作最為豐富的詩社。“雪堂”的社友人數較多，大約在 ２０ 人以
上。他們以澳門為主要活動地，同時遍及穗港，甚至南京、日本橫濱等地。
後來，“雪堂”中的四位主要社員馮秋雪、馮印雪、趙連城和黃沛功，邀請梁
彦明、劉草衣、周佩賢三人加入，重組而成 “雪社 ”，因此 “雪堂 ”可以説是
“雪社”的前身。除了一般的聚會外，“雪社”每月還有“詩課”活動，又編輯
①


①
①

［基金項目］澳門文化局 ２０１８ 年度學術研究獎學金項目“澳門‘雪社’研究”階段性成果。
鄭煒明：《澳門文學史》，濟南：齊魯書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４２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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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詩課彙卷、《詩聲———雪堂月刊》，以及《秋心秋零哀辭》、《曼殊上人燕
子龕詩》等書刊，社友在其上發表了大量的詩詞和文章 。
在其中，馮秋雪是“雪堂”、“雪社”的發起者、組織者以及主持者，所以
馮氏的詩作受到較多研究者的注目。然而，秋雪實鍾情於詞，他在《雪社詩
集》五種 、個人詩詞集《秋音》甲、乙稿 中發表了不少詞作，並有 《甲申夏
詞》、《支春日寱》兩部詞集 ，可謂澳門民國詞人中的佼佼者。不僅如此，
秋雪還在《詩聲》上編撰“莽蒼室詞譜”、“冰簃詞話 ”，又請人為宋詞製作
西式樂譜，在澳門大力推廣詞學。此外，秋雪編著有 《宋詞緒 》一書，除選
詞編集外，在詞譜考訂、詞的批評上亦多有己見。綜合以上三個方面，可
見馮秋雪在澳門民國詞壇的地位及詞學上的貢獻。可惜的是，過往學界
對此鮮有述論。今不揣淺陋，試繼 《民國澳門詞人馮秋雪的創作及其地
位》 一文後，集中討論秋雪的詞學成果，以供治澳門文學和民國詞學者
參考。
①

②

③

④

⑤

一、秋 雪 詞 作
馮秋雪（１８９２—１９６９），名平，又名宗樾，字秋雪，號澹於，筆名紫君、金
英等，廣東南海人。祖父馮成，清末澳門富商。秋雪是馮成長子嘉驥之子。
清光緒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前後，秋雪與弟印雪（１８９３—１９６４）、趙連城（１８９２—
１９６２）就讀於澳門培基兩等小學堂。培基學堂是當時港澳兩地唯一獲得清
政府核准立案的學校，擁有學生一百多人。秋雪等人組織了一個 “非儒
會”，積極參加學堂的演説會和辯論。１９１０ 年，同盟會在澳建立“濠鏡閲書
報社”，馮秋雪、馮印雪、古桂芬、區韶鳳、何國材、周樹勳和趙連城等培基學
詳參鄧駿捷、陳業東：《“雪社”初探》，載於《雪社作品彙編》第 １ 册，澳門：澳門文化局 ２０１６ 年
版，第 ８—５５ 頁。
１９２５ 年）、
《雪社第二集》（１９２６ 年）、《雪社第三集》（１９２７ 年）、
② “雪社”先後出版《雪社第一集》（
《雪花———雪社第四集》（１９２８ 年）、《六出集———雪社第五集》（１９３４ 年），以及馮秋雪、馮印雪、
趙連城的古典詩詞、新詩合集《綠葉———雪社叢書之一》（１９２８ 年）。
１９３９ 年版；
馮秋雪《秋音乙稿》，１９４０ 年版。
③ 馮秋雪：《秋音甲稿》，
１９４６ 年版；
馮秋雪《支春日寱》，１９５０ 年版。
④ 馮秋雪：《甲申夏詞》，
載於《中國韻文學刊》（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第
⑤ 鄧駿捷：《民國澳門詞人馮秋雪的創作及其地位》，
９７—１０１ 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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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被接受加入同盟會。其後，秋雪、連城等人積極參與各項革命活動。
１９１１ 年 １０ 月，
武昌起義成功。廣東的陳炯明、王和順等在東江起事。香港
同盟會組織香港實踐女校隊伍向惠州、石龍進發，而在女校工作的趙連城
參加了謝英伯、高劍父率領赴石龍的一路。光復石龍後，趙隨民軍，進入廣
州 。１９１２ 年，馮秋雪在廣州西村廣雅書院、廣東高等師範學校讀書，同年
與連城在澳結婚 。
民國之後，各地同盟會組織日趨解體。馮秋雪回憶：“澳門方面也不例
外，原日領導人，皆先後離去，‘濠鏡閲書報社’不久亦結束。留澳的當地同
盟會幾位會員，便在澳門組織了一個‘雪堂詩社’，寄情吟詠，不談政治。”
“雪堂”的活動包括雅集、暢游、聚飲、詩課與編輯出版月刊 《詩聲》等。而
《詩聲》自 １９１５ 年 ７ 月至 １９２０ 年 ６ 月，共出版了 ４ 卷 ４６ 期。《詩聲》的連續
出版，使“雪堂”成為了當時穗澳的一個知名詩社。其後，“雪堂”的 “社友
星散，尠獲聚首” ，活動漸漸消散。１９２５ 年，馮秋雪等人重組詩社，稱為
“雪社”。雪社每月聚會和設題吟詠，又將同題作品、社員詩詞編輯出版為
《雪社詩集》。這些詩集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澳門 ２０ 世紀 ２０ 至 ３０ 年代的文
學狀況，是“澳門文學歷史的寶貴資料” 。
秋雪早年肆力於詩，作詞不多；而重組“雪社”後，詞境日進。１９２５ 年
除夕，他創作了一組五闋的 《減字浣溪沙 》，其四云：“少小繁華亂眼生。
斷除癡騃我何曾。不堪重憶舊門庭。 錦樣知交羅樣薄，年時心事此
時情。人間冷暖總無憑。” 秋雪多愁善感，且在辛亥革命前後的十多年
裏，經歷了各種的人和事，包括加入朱執信組織發展的澳門中華革命黨，
合資開設中華革命黨在澳門的“通訊和臨時碰頭聯絡之所 ”南華印書館，
奉派為中華革命軍某軍第六支隊參謀 ，積極參與討伐袁世凱及其在廣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詳參趙連城：《同盟會在港澳的活動和廣東婦女界參加革命的回憶》，載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
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録》第二集，廣州：文史資料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版，第 ３０２—３２２ 頁。
趙連城於“壬子（１９１２ 年）十一月廿二日”在澳門結婚，詳見秋雪：《水佩風裳室筆記》，
② 馮秋雪、
載於《雪堂月刊》第一卷第一號，１９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第 ８ 頁。
載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
③ 馮秋雪：《中華革命黨澳門“討龍”活動雜憶》，
料研究委員會編《廣州文史資料》第十一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１９６４ 年版，第 ３８ 頁。
澳門：雪社，第 １ 頁。
④ 黃沛功：《雪社第一集·叙》，
現在及將來》，載於《澳門文學論集》，澳門：澳門文化學會、澳門日
⑤ 李鵬翥：《澳門文學的過去、
報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第 １７０ 頁。
第 １７ 頁。
⑥ 《雪社第二集·同人舊稿》，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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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的爪牙龍濟光等活動 。１９１９ 年 ，秋雪與連城在澳開辦佩文學校 ，馮
任校長 、趙任教務主任 ，生活較為安定 。 但面對革命後的政治亂象 ，個
人心態上的落寞 ，内心所鬱積的情緒遠非一般人可比 。而在 １９２６ 年所
作的 《鶯啼序 》（用夢窗韻 ） ，則以他與趙連城的閨中情事為線索，將兩
人的諸種經歷和情感穿插糅合，或可視為秋雪對自己前半生所作的一次
總結。
１９３５ 年後，
“雪社”活動基本停頓。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７ 日，日軍全面展開對
華侵略。日本特務橫行澳門，殘害同胞。抗戰初期，馮秋雪任中山大學戰
地服務團駐香港辦事處主任。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廣州淪陷。秋雪避居香港，期
間出版了《秋音》甲、乙稿。《秋音甲稿》有《虞美人·初春憶廣州》一闋，詞
云：“盆梧已綠東風未。空憶成憔悴。高城一去獸音嗥。長記雲山珠海月
輪高。 沈沈水國籠蜃氣。愁入鄉關淚。初春風物儘淒迷。誰見堤邊
楊柳向人低。” 而《乙稿》中的詞作，意緒藴藉深遠，技法更加圓熟，如 《四
園竹》云：“斜陽薄薄，暖上袷衣襟。繞隄瘦水，凝海癡雲，摇蕩孤吟。朝市
换，天涯淚暗。有誰來慰登臨。 燭深深。宵分夢落觚棱，飄燈往事重
尋。坐對明河有爛，休向東君，説與晴陰。花未寢。聽寇警，愁邊墜客
心。” 秋雪曾從陳洵學詞（詳見下文），至此可算甚有進益；而從詞風言，抗
戰時期可説是秋雪學詞歷程中的關鍵一步。
１９４１ 年，
香港淪陷，秋雪、連城攜全家步行返回内地。由惠州轉老隆到
曲江，旋入桂林。不久，衡陽會戰爆發，桂林疏散，秋雪一家逃至昭平，未及
半年，日寇逼蒙山，昭平疏散，再遷森聰村 。在漫天烽火，西行避寇之時，
馮秋雪寫下了不少的詞作，結集為 《甲申夏詞》，又修訂了詞選著作 《宋詞
緒》 。《甲申夏詞》“傷時念亂，孤憤容或過之”（《甲申夏詞 · 後序》），内
有《渡江雲》一闋：“戰雲仾楚甸，平林望極，兵氣滿高城。三年青瘴苦，又見
荒隅，戍鼓斷人行。中原廢壘，向斜陽、烽燧微明。休記省、短燈檠棄，牆角
暗愁生。 無憑。茫茫天意，浩浩胡塵，更漂流桃梗。賸晚花、酥融流
①

②

③

④

⑤

《雪社第三集·雪社集外詞》，第 ２ 頁。
馮秋雪：《秋音甲稿》，第 １８ 頁。
第 ５—６ 頁。
③ 馮秋雪：《秋音乙稿》，
載於珠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珠海人物傳》下册，廣州：廣東人
④ 詳參沈錦鋒：《趙連城》，
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１５１—１５２ 頁。
香港：中華書局 １９６５ 年版。
⑤ 馮平（秋雪）編：《宋詞緒》，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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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斜眄芳塍。呼桮人去黃壚冷，怕思量、當日深盟。晴淚眼，時時猶記盈
盈。” 全詞時局人生交織，而又脈絡清晰，描摹哀境，無限愁情，傾瀉而出。
《甲申夏詞》附有《女樓詞》六首，是秋雪蝨居於昭平譚氏小閣時所作，其較
《甲申夏詞》更覺悲鬱。不過，秋雪寫於甲申 （１９４４）除夕的 《夜游宫》卻值
得注意：“萬態瀾翻漏迥。酒闌候、淒涼燈檠。年事欺人變流景。立多時，
背羣喧，看斗柄。 夢斷銅駝冷。望故國、浮雲宵暝。羈翼寒花漫愁凝。
傍簾櫳，盼東君，來彩勝。” 此是《女樓詞》壓卷之作，從“盼東君，來彩勝”
句可以看出，秋雪對於抗戰的信心依然没有動摇，時時刻刻盼望着勝利之
日，回鄉與親人團聚。
１９４５ 年，
日寇投降，秋雪、連城返回廣州。由於子女衆多，生活艱苦，加
上戰後人事凋零，秋雪心情鬱結難解。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１９５０ 年春，馮秋雪寫作了《支春日寱》。《支春日寱》共 ３０ 首，“全用
小令”，是一部别具特色且深有寄託的咏物詞集。第一闋《于中好》云：“劫
後殘陽滿眼紅。 三春花事付飄風。 漫天啼鴂春無幾，九十風光盡懊
儂。 塵世事，到頭空。鴨頭塘水綠濛濛。疲津那有清漪起，一任流年
逐水東。” 秋雪一生都在近代中國風雲幻變的旋渦中打轉，幾番在生死存
亡邊緣徘徊。此時他已近六旬，面對新政權的建立，撫摸舊歷史的傷痕，内
心不禁交織着蒼涼與迷茫。此外，《支春日寱》的寫作技巧也頗可注意，如
《定西蕃·柝》：“一夜燈前欹枕，分漏水，韻聲哀，繞高臺。 遥接戍樓寒
角，更更向客催。敲落街南缺月，尚徘徊。” 此詞寫羈客孤枕，在夜燈缺月
下，更更柝聲徘徊高臺、戍樓，不禁被深深地牽動愁緒。詞中有景，有人，也
有聲，更有情，可謂詠物詞中的上乘之作。從上可見，《支春日寱》透露了馮
秋雪在飽經滄桑之後，又一次面對人生選擇時的複雜心態。不過事實表
明，馮秋雪很快適應過來。１９５２ 年，他以“無黨派”人士身份任廣州市文史
館的館員（趙連城則被選為廣州市婦女代表），專長是 “詩詞” ，同時也較
多地參與社會活動，至 １９６９ 年病逝於穗。
①

②

③

④

⑤

馮秋雪：《甲申夏詞》，第 １ 頁。
馮秋雪：《甲申夏詞》附《女樓詞》，第 ２ 頁。
第 １ 頁。
③ 馮秋雪：《支春日寱》，
第 １ 頁。
④ 馮秋雪：《支春日寱》，
廣州：廣州市文史館 ２００３ 年版。
⑤ 廣州市文史館編：《廣州市文史研究館志》，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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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 廣 詞 學
馮秋雪在“雪堂”詩社之時，創辦 《詩聲 》，主持編輯工作 ，一方面是
“為策我‘雪堂’進步計” ，即聯繫社員之間的活動和友誼。另一方面，更
希望藉詩詞吟詠在澳門宣傳國粹，維持風教，故此《雪堂求助小啟》有云：
①

②

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前人之歸功於詩者尤
衆。後世詩學寖微，風俗人心亦隨之而日下，徒欣歐化，敝屣宗邦，而
吾四千年之國粹，竟胥淪於冥冥中。吁！國粹既亡，國將不國矣。 敝
同人有慨乎此，爰集同志，組織詩社於澳門，名曰雪堂。其始不過召集
同志，以相唱酬，月夕花朝，藉鳴天籟。迄乙卯之夏，遂公諸世，刊月報
曰《詩聲》。内容專究詩詞，並徵佳什，以維國粹，庶免詩亡。
③

正為此一目的，《詩聲》從第一卷第一號始，就刊載了詩話、詞話等古代文學
理論作品。就詞話而言，第一卷連續刊載了南宋張炎的《詞源》（共 １２ 號），
第二卷連續刊載了清人周濟 （止庵）的 《詞選序論》（共 ５ 號）。與此同時，
馮秋雪又以 “雪堂”、“莽蒼”之名，在 《詩聲 》上發表 “莽蒼室詞譜 ”。“詞
譜”共分三卷，卷一載於《詩聲》第一卷第一號至第二卷第二號，共 １４ 回；卷
二載於《詩聲》第二卷第三號至第三卷第一號，共 １１ 回；卷三載於《詩聲》第
三卷第二號至第四卷第七號，共 １０ 回 （其中第三卷第五、八、十至十二號，
第四卷第三、四、六號未載 ）。以下將 “莽蒼室詞譜 ”各回所收詞調列表
示之：
卷數 ／ 回數
卷一（一）
（二）

《詩聲》
詞 調
第一卷第一號 十六字令、荷葉杯、瀟湘神、桂殿秋
第二號 夢江南、深院月、漁父、江南春

“雪堂”社員霏雪：《雪堂唫和望雪元韻》“詩社號雪堂，秋雪專掌記”句，自注：“雪堂發刊《詩
聲》，秋雪任編輯。”見《詩聲》第四卷第八號，１９１９ 年 １０ 月 ８ 日，第 １３ 頁。
１９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
第 １０ 頁。
② 《雪堂月刊》第一卷第一號，
１９１６ 年 ８ 月 １ 日，
第 １１—１２ 頁。
③ 《詩聲》第二卷第二號，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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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數 ／ 回數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卷二（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卷三（一）
（二）
①

《詩聲》
第三號
第四號
第五號
第六號
第七號
第八號
第九號
第十號
第十一號
第十二號
第二卷第一號
第二號
第三號
第四號
第五號
第六號
第七號
第八號
第九號
第十號
第十一號
第十二號
第三卷第一號
第二號
第三號

詞 調
一葉落、遐方怨、思帝鄉、如夢令
歸自謡、定西番、望江怨、長相思
相見歡、上行杯、醉太平
太平時、一痕沙、紗窗恨
巫山一段雲、采桑子、添字昭君怨、笑郎呆
菩薩鬘、風簾自在垂、減蘭、好事近
柳含煙、謁金門、憶少年、誤佳期
金蕉葉、一絡索、憶秦娥、平韻憶秦娥、清平樂
更漏子、相思兒令、畫堂春
阮郎歸、人月圓、錦堂春、攤破浣溪沙
朝中措、武陵春、秋蕊香
虞美人影、三字令、秋波媚
賀聖朝、柳梢青、太常引
偷聲木蘭花、小闌干 、燕歸梁、應天長
荷葉杯、憶漢月、滴滴金、惜分飛
漁歌子、月中行、滿宫花
西江月、望江東、少年遊
思越人、迎春樂、青門引、醉花陰、尋芳草
風蜨令、傾盃令、醉紅妝、怨王孫
雙調望江南、浪淘沙、杏花天、戀繡衾
江月晃重山、月照梨花、鷓鴣天、芳草渡
河傳、玉樓春、鵲橋仙、南鄉子
虞美人、明月掉孤舟、一斛珠、梅花引
踏莎行、小重山、散天花、臨江仙
蝶戀花、一翦梅、後庭宴、七娘子
①

原作“少年遊”，“詞譜”卷二（五）更正，見《詩聲》第二卷第七號，１９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第 ４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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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數 ／ 回數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詩聲》
第四號
第六號
第七號
第九號
第四卷第一號
第二號
第五號
第七號

詞 調
唐多令、釵頭鳳、錦帳春、玉瓏璁
繫裙腰、賀聖（明）朝 、破陣子、落燈風
踏莎美人、蘇幕遮、漁家傲、明月逐人來
定風波、醉春風、淡黃柳、錦纏道、行香子
解珮令、垂絲釣、青玉案
看花回、月上海棠、水晶簾
惜黃花、千秋歲、離亭燕、越溪春
碧牡丹、荔枝香近、訴衷情近、剔銀燈
①

“詞譜”三卷共收 １３２ 個詞調 （《憶秦娥》分列平仄韻）。在卷一中，詞調的
排列較為隨意。卷二、三則按字數為序，卷二始於 ４９ 字的 《賀聖朝》，終於
５７ 字的《梅花引》；
卷三始於 ５８ 字的《踏莎行》，終於 ７５ 字的《剔銀燈》。每
調有詞例，並注明前後段的句數、韻數，每字標平仄，句讀有説明，叶韻處皆
注平韻或仄韻。間有按語，注出異説，如 《攤破浣溪沙》云：“雪堂按：況周
儀《餐櫻廡隨筆》曰：此調名《浣溪沙》，前後段各七字三句者，名《減字浣溪
沙》。据宋賀方回《東山寓聲》樂府。俗以七字三句兩段為《浣溪沙》，而以
此調為《攤破浣溪沙》，誤也。” 馮秋雪傾力撰寫 “詞譜”，不僅表明了他對
各種詞調的熟悉，更加反映出他在澳門推廣詞學的用心和苦心。因為如此
連續不斷地發表“詞譜”，在當時的澳門僅有馮秋雪一人、《詩聲》一部刊物，
難怪他宣稱 《詩聲 》是 “研究詩詞者不可不讀 ”，“青年學子不可不讀 ”
之書。
此外，馮秋雪又曾多次主動請世界語會會員鍾寶琦（俠隱） 為宋詞製
作西式樂譜。其謂：“秋雪不能樂而嗜樂，然杜門數稔，久矣不聞絲竹之音。
②

③

④

此調“詞譜”所舉的詞例為歐陽炯“憶昔花間初識面”詞，本名《賀明朝》，清人萬樹《詞律》混入
《賀聖朝》。詳參王奕清等編：《欽定詞譜》卷六，北京：中國書店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１０３ 頁。
１９１６ 年 ６ 月 １ 日，
第 ６ 頁。
② 《詩聲》第一卷第十二號，
載於《詩聲》第二卷第四號，１９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第 １２ 頁。
③ 《破天荒之詩聲》，
鍾寶琦來澳門宣傳世界語（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發起夏令講習所。秋雪即往學習，並稱“鍾
④ １９１４ 年 ６ 月，
君為傳播斯語於澳門之第一人，予亦為澳門世界語學者第一人”（秋雪：《水佩風裳室雜乘》三，
載於《詩聲》第一卷第四號，１９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 日，第 ４—５ 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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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接陳若金君來教，挾示嫠婦怨曲一紙。予見獵心喜，蓋以中國舊曲而譜
西調，難事也。然予偏見，頗嫌其俗。適鍾君寶琦過我，予告以己意，並示
陳君原曲，囑代製一譜，歌白石之 《齊天樂》詞。鍾君，音樂師也，徇予請。
越日，以譜示予，高歌一曲，氣蘯腸迴，佳製也。”遂將鍾寶琦所製姜白石《齊
天樂·蟋蟀》的西式樂譜刊於 《詩聲》中 。自此一發不可收拾，先後刊發
了鍾寶琦所製宋人黃雪舟 《湘春夜月》，蘇軾 《念奴嬌》、《水調歌頭》，李清
①

①

《詩聲》第一卷第五號，１９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 日，第 ７—８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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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聲聲慢》等詞的樂譜 。馮秋雪的思想和行動“時時站在時代的前面”，
“很相信社會蛻進的結果” ；他洋溢着以新形式發揚中國傳統文學的熱情，
而用西式樂譜宣傳宋詞這種古典文學樣式，在澳門可謂開風氣之先。
更加需要指出的是，馮秋雪率先在《詩聲》上撰寫的“冰簃詞話”。“詞
話”小序云：
①

②

去歲金風初至，采薪遽憂。晝永夜長，書城坐困。籠愁日淡，煑夢
鐙熒。連城 藥罏事暇，輒於榻前為余誦唐宋諸大家長短句。每終一
闋，絮絮評高下。有屈古人者，余則如律師，滔滔申辯不已。連城謂余
傷氣，古人縱屈，亦不許作辯護士，否則去詞，談野乘。 余素不甚喜説
部，願反舌，可否亦筆之。積二旬，得百三十則。病中所記，詞多蕪雜。
去臘歲除，出而删汰。“冰簃”，余與連城讀書之室也，爰取以名篇。中
所論者，皆愈後余辯正也。民國第一己未年（１９１９）初夏，秋雪記。
③

④

《詩聲》共載“冰簃詞話”四回，涉及詞與詩、詞與樂、李清照、朱淑真，詞之疊
韻、清代詞人，謝菊初詞、詞讖之説、秋雪與連城之七夕詞，趙連城評易安
詞、周濟評清真詞等内容 。可惜後來 《詩聲》停刊，未能一睹 “冰簃詞話”
之全貌（詳見下文）。不過，僅就目前資料所知，１３０ 則的 “冰簃詞話”是澳
門民國時期第一部完整的詞話著作（１９１８ 年），而馮秋雪則是澳門第一個撰
寫詞話的作者。此外，由於此前《詩聲》上没有任何“詞話”作品，秋雪遂請
“雪堂”社員黃沛功開設“心陶閣詞話” ，以作桴鼓相應之勢。
⑤

⑥

詳見《詩聲》第一卷第六號，１９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第 ７—８ 頁；《詩聲》第二卷第一號，１９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第 ５—６ 頁；《詩聲》第二卷第五號，１９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 日，第 ６—７ 頁；《詩聲》第四卷第三號，１９１９
年 ４ 月 １５ 日，第 ９—１０ 頁。
見馮秋雪、馮印雪、趙連城：《綠葉》，第 ３、４ 頁。
② 古畸：《綠葉的序》，
名壁如，號冰雪。趙連城的生平事蹟，詳參沈錦鋒：《趙連城》，載於《珠海人物傳》下册，
③ 趙連城，
第 １４６—１５４ 頁。
載於《詩聲》第四卷第二號，１９１９ 年 ３ 月 １６ 日，第 １０ 頁。
④ 秋雪《冰簃詞話》（一），
第 １０—１１ 頁；《詩聲》第四卷第三號，第 ８—９ 頁；《詩聲》第四卷第四
⑤ 詳見《詩聲》第四卷第二號，
號，１９１９ 年 ５ 月 １４ 日，第 ９—１０ 頁；《詩聲》第四卷第六號，１９１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第 ８—１０ 頁。
第 ７—８ 頁；《詩聲》第四卷第七號，１９１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第 ８—１０ 頁；
⑥ 詳見《詩聲》第四卷第六號，
《詩聲》第四卷第八號，第 １０—１２ 頁。按：《心陶閣詞話》在《詩聲》上刊出的時間較《冰簃詞話》
晚 ４ 個月（黃沛功此前在《詩聲》上撰寫的是《心陶閣詩話》），且只刊出四回。從内容來看，《心
陶閣詞話》應是隨寫隨刊的，與《冰簃詞話》全部寫成後逐回刊出有所不同。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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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馮秋雪在《詩聲》上長期編撰“詞譜”，又請人將多闋宋詞製作西
式樂譜；並且發表個人所撰的“冰簃詞話”，相邀黃沛功撰寫“心陶閣詞話”。
凡此種種，在當時相對荒蕪的澳門詞壇，其推廣發揚之功，無疑值得高度
讚揚。

三、詞 學 研 究
世紀 ３０ 年代中期，馮秋雪居澳門時，便開始了詞選著作《宋詞緒》一
書的編纂，先成《師周吴第一》、《問塗碧山第二》兩篇，“當時曾就正於詞家
陳述叔前輩” 。抗戰時期，馮秋雪輾轉於廣州、香港和廣西各地，流離失
所。而且，陳洵（述叔）早於 １９４２ 年去世，因此《宋詞緒》中的《餘子為友第
三》稿成後，“無從質正”。１９４６ 年夏，馮秋雪“避寇於廣西昭平森聰村何氏
土閣” ，基本上完成第三編的定稿；其後，仍“覺闕略尚多，遺珠不少，爰附
《補遺》一卷”，時在“乙酉中秋” 。《宋詞緒》的編纂“歷時十載” ，可見是
馮秋雪傾全力撰作的一部詞學著作。
《宋詞緒》共收“宋詞凡一百八十三首，分編四卷。《師周吴第一》、《問
塗碧山第二》、《餘子為友第三》及 《補遺》一卷，末附録 《海綃翁詞説》” 。
關於此書的編纂宗旨，秋雪曾在《序》中有説明，其云：
２０

①

②

③

④

⑤

昔周止庵别宋詞為四家，以周、辛、王、吴冠首。 其序曰：“清真集
大成者也。稼軒斂雄心，抗高調，變温婉，成悲涼。碧山饜心切理，言
近指遠，聲容調度，一一可循。 夢窗奇思壯采，騰天潛淵，返南宋之清
泚，為北宋之穠摯。是為四家，領袖一代。餘子犖犖，以方附庸。問塗
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 余所望於世之為詞人如此。”海
馮平（秋雪）編：《宋詞緒·補遺》，第 １３２ 頁。
馮平（秋雪）編：《宋詞緒序》，第 ２ 頁。
第 １３２ 頁。
③ 馮平（秋雪）編：《宋詞緒·補遺》，
第 １ 頁。
④ 馮平（秋雪）編：《宋詞緒·凡例》，
第 １ 頁。按：《凡例》又云：“所録《海綃説詞未刊稿》，從未梓
⑤ 馮平（秋雪）編：《宋詞緒·凡例》，
行，洵屬可貴。”其中若干内容，不見於今存各本《海綃説詞》。詳參林玫儀《陳洵之詞學理論》，
載於林玫儀主編：《詞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３４５—３６８ 頁。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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綃翁曰：“止庵立周、辛、王、吴四家，善矣。 惟師説雖具，而統系未明，
則傳授家法，或未洽也。吾意則以周、吴為師，餘子為友，使周、吴有定
尊，然後餘子可取益。於師有未達，則博求之友。於友有未安，則還質
之師。如此則統系明，而源流分合之故，亦從可識矣。”綜觀周、陳兩家
之説，皆為詞學之正軌。…… 不佞昔於羊石，嘗從海綃翁游。 於詞學
之源流正變，温柔敦厚之微旨，與夫順逆離合之所在，翁時時為言不
厭。余詞學之根株，得翁灌溉噓植者匪尠。今兹 《宋詞緒》之編纂，即
本周、陳兩家之説，融會而貫通之。雖未敢稱有功於詞學，而詞壇撥亂
反正聲中，或亦可許為馬前之一卒也。
①

從上可見，《宋詞緒》實是基於清代常州詞派及陳洵《海綃説詞》的詞學理論
而編成的，其中所謂“融會而貫通”，應是指保留了周濟的“問塗碧山”，此與
陳洵異；而退辛棄疾為諸子，則同於陳洵，異於周濟。這裏保留了 “問塗碧
山”，説明秋雪在學詞上注重次第，而不躐等，忽視初步模擬、揣摩的對象。
這或許與個人的學詞經歷有關，但也較合符一般學詞者的規律。當然，除
了詞學觀念的差異外，此或與秋雪詞多近碧山的“饜心切理，言近指遠”，而
少稼軒詞的“激昂豪邁”有關。
除體例上的特點外，《宋詞緒》還有兩個方面值得特别留意：第一，書
中“第一、二卷，以人領詞。三卷及補遺一卷，則將作者姓名，分附詞名之
下”。“各詞依詞律之例，除就字句附注平仄、韻叶、句讀外，并將各調必要
之上去聲字另加注明。”“計全書所收已逾百調，可作填詞圖譜觀。” 如上
所述，在“雪堂”時期，馮秋雪就曾在《詩聲》上編撰“莽蒼室詞譜”，累積了
豐富的材料和經驗，此次可謂駕輕就熟。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秋雪對於一
些詞調的具體填詞之法發表了個人的見解。如《絳都春》，《宋詞緒》所據為
吴文英《為李篔房量珠賀》詞：
②

情黏舞線。悵駐馬灞橋，天寒人遠。旋翦露痕，移得春嬌栽瓊苑。
流鶯長語煙中怨。 恨三月、飛花零亂。 豔陽歸後，紅藏翠掩，小坊幽
院。 誰見。新腔按徹，背燈暗共倚、篔屏蔥蒨。繡被夢輕，金屋妝
①
②

馮平（秋雪）編：《宋詞緒序》，第 １—２ 頁。
馮平（秋雪）編：《宋詞緒·凡例》，第 １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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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沈香换。梅花重洗春風面。正谿上、參橫月轉。並禽飛上金沙，瑞
香霧煗。
秋雪云：
按：“旋翦”至“零亂”，與後 “繡被”至 “月轉”同。“栽瓊苑”、“沈
香换”，平平仄是定格。“灞”、“露”、“共”、“夢”四字，人尤易於用平，
此則必須去聲。 餘如 “旋 ”、“恨 ”、“豔 ”、“翠 ”、“按 ”、“背 ”、“暗 ”、
“繡”、“正”、“上”、“瑞”、“霧”等字，亦俱用去聲，各家俱同。 又，“背
燈暗共倚”句，不妨於“暗”字分豆，其下六字易填。
①

此段大體同於清人萬樹的《詞律》 ，陳廷敬、王奕清等奉康熙命編寫的《欽
定詞譜》亦以此詞為例，《詞譜》謂“此調前後段第五句例作拗體”，“填者能
悉如吴詞，始格律謹嚴” ，即所謂的“平平仄是定格”。至於“背燈暗共倚”
句，《詞譜》於“暗”分豆，今人多從之 ；秋雪則從《詞律》於“倚”分豆，萬樹
曾解釋為“以備此上五下四體也”，秋雪略去未言。
又如《齊天樂》（即《臺城路》），《宋詞緒》所據為周邦彦詞：
②

③

④

綠蕪凋盡臺城路，殊鄉又逢秋晚。暮雨生寒，鳴蛩勸織，深閣時聞
裁翦。雲窗靜掩。歎重拂羅裀，頓疎花簟。尚有練囊，露螢清夜照書
卷。 荆江留滯最久，故人相望處，離思何限。 渭水西風，長安亂
葉，空憶詩情宛轉。凭高眺遠。正玉液新篘，蟹螯初薦。醉倒山翁，但
愁斜照斂。

秋雪云：
按：前段“暮雨”至 “練囊”，後段 “渭水”至 “山翁”，句法平仄同。
“靜掩”、“眺遠”、“照斂”，皆用去聲。 後結須如五言詩一句，上二下
三，不可用上一下四。又，“故人相望處”句，上二下三，而碧山詞“歎移
馮平（秋雪）編：《宋詞緒》，第 ７１—７２ 頁。
萬樹：《詞律》卷一六，清光緒二年（１８７６）刻本，第 ２６—２７ 頁。
第 ５０６ 頁。
③ 王奕清等編：《欽定詞譜》卷二八，
香港：中華書局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１２２ 頁；謝桃坊編著：《唐宋詞
④ 參見龍榆生編撰：《唐宋詞格律》，
譜校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２ 版，第 ４７７—４７８ 頁。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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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去遠”，作上一下四，想可不拘。

①

此段亦基本上撮録自 《詞律》，但 《詞律》以王沂孫 《齊天樂 · 蟬》為例，故
云：“‘歎移盤去遠’句，可用上二下三，五言詩句法。” 秋雪以周詞為例，遂
反説之。與秋雪同時之陳匪石，其 《宋詞舉》對此調的 “考律”，亦多近似。
《宋詞舉》所據詞例同於 《詞律》，其謂 “句末之 ‘過雨’（按：即周詞的 ‘靜
掩’）、‘似洗’（按：即周詞的 ‘最久’）、‘更苦 ’（按：即周詞的 ‘眺遠 ’）、
‘萬縷’（按：即周詞的‘照斂’），必用去上”，此同於 《詞律》。又云：“結句
當用二、三句法。” 馮、陳兩家説法基本一致，但秋雪似乎對於上、去之辨更
為嚴謹。
當然，秋雪也不是對《詞律》亦步亦趨，而是有所别擇的。如其於《法曲
獻仙音》（周邦彦“蟬咽涼柯”詞）云：“《詞律》以為 ‘耿無語’三字，屬後段
之首句。戈（載）選《宋七家詞》亦然（按：此同《詞譜》）。惟周（濟）選《宋
四家詞》，則屬前段之尾句。今從之。” 又如《霜葉飛》（吴文英《重九》詞），
其云：“本調《詞律》以‘斷煙離緒關心事’為句，作七字句起。杜《校》 謂當
以‘斷煙離緒’為句，‘緒’字是暗韻。因各家如張玉田有三首，均首句第四
字有暗韻；周詞‘霧迷衰草’一首，‘草’字亦叶。兹從杜《校》。” 從上可見，
馮秋雪據清人的《詞律》、《欽定詞譜》，以及各家詞選等書，參以自己的填詞
經驗，對各調中的關捩之處，皆作了扼要精到的説明，確實達到“為學詞者
便利” 的初衷。
第二，在《宋詞緒》中，每詞附有諸家評語。如上所述，馮秋雪早年撰有
“冰簃詞話”，然“抗戰事起，全稿散失”。在編纂《宋詞緒》時，秋雪僅“以記
憶所及，其於各詞中有所論列者，間以之附諸各家評語之末” 。今檢全書，
共得“冰簃詞話”３５ 條，與所選詞作的比例為五比一，具體分佈情況詳見
下表：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馮平（秋雪）編：《宋詞緒》，第 １４—１５ 頁。
萬樹：《詞律》卷十七，第 ２２—２３ 頁。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２７、２８ 頁。
③ 陳匪石：《宋詞舉》（外三種），
第 ２６ 頁。
④ 馮平（秋雪）編：《宋詞緒》，
此書有清咸豐十一年（１８６１）序刊本。
⑤ 杜《校》指的是清人杜文瀾的《詞律校勘記》，
第 ４０—４１ 頁。
⑥ 馮平（秋雪）編：《宋詞緒》，
第 １ 頁。
⑦ 馮平（秋雪）編：《宋詞緒·凡例》，
第 １ 頁。
⑧ 馮平（秋雪）編：《宋詞緒·凡例》，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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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數
師周吴第一
問塗碧山第二

餘子為友第三

補遺

詞 人
周邦彦
吴文英
王沂孫
錢惟演
晏 殊
歐陽修
張孝祥
姜 夔
劉克莊
周 密
姚雲文
范仲淹
柳 永
晁補之
賀 鑄
總 計

詞話條數

合 計

５
１３
８
６

６

１
３
１
２
１２
２
１
１
１
１
１
４
１
１
３５

從上表可見，關於周、吴、王三人詞作的評語最多，加起來共 １９ 條，佔總數
一半有餘。這當然與《宋詞緒》的體例有關，不過也反映出馮秋雪對三人詞
作的高度重視。其中對王沂孫有總評，云：“碧山詞意顯而不晦，又能含蓄。
夫顯則易流於直率，碧山卻顯而能曲、能留，其不可及處在此。” 秋雪此據
陳洵“詞筆莫妙於留。蓋能留，則不盡而有餘味” 之論以評碧山，可謂有發
揮師説之功。
“冰簃詞話”多着眼於詞的作法和意韻，如評周邦彦 《點絳唇 · 遼鶴歸
來》云：“此詞脈絡釐然。以相思為經，以寄書為緯。‘舊時’二句，用留字訣
①

②

①
②

馮平（秋雪）編：《宋詞緒》，第 ７７ 頁。
陳洵《海綃説詞·通論》，載於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 ５ 册，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４８４０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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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住，並復上‘遼鶴’二句。讀之令人盪氣迴腸，有悠然不盡之思。” 而評
《蝶戀花·月皎驚烏棲不定》，分析則更為細緻，其云：“不隔。”又曰：“刻骨
深情，語語從心坎中出，不假彫飾，可抵一篇江淹 《别賦》。换頭 ‘執手’三
句，情景逼真，低徊往復，極纏綿之致，已難為别矣。至‘露寒人遠雞相應’，
更何以為情邪。末句以 ‘露寒’回應 ‘月皎’，以 ‘雞相應’回應 ‘驚烏’，以
‘人遠’回應‘棲不定’。周詞脈絡之細，於此可見。” 至評王沂孫 《法曲獻
仙音·聚景亭梅次草窗韻》亦用此法，其云：“‘已銷黯’句用重筆作撇，總束
上段。然後以‘況淒涼’句進深一層開下，‘荏苒’句復提，回顧上段。縱有
復盪開，但殷勤復合。數虚字運用之妙，為王詞少見者。” 秋雪評詞固然多
受《海綃説詞》中倒提、逆挽、虚提、實證、推開、逼近、離合、順逆等繹詞之法
的啟發，但也不乏一些個人獨特的見解，有助於後人讀詞時參考。
與此同時，“冰簃詞話”對宋詞中的悲壯激越之作亦未有忽略，如評姜
夔《一萼紅·人日登定王臺》云：“换頭以下，聲可裂帛。姜詞之聲情激越
者，首推此闋。” 又如評周密《高陽臺 · 寄越中諸友》云：“‘夢魂’二句，語
意精警，未經人道。《一萼紅》、《高陽臺》，皆草窗詞之沈雄悲壯、聲情激越
者。” 可見秋雪評詞一定程度上兼顧到宋詞中的各類作品，甚至同一詞人
的不同風格作品。此外，“冰簃詞話”也注意發掘詞中所隱含的家國之思，
如評姜夔《長亭怨慢·漸吹盡枝頭香絮》云：“‘高城不見’、‘亂山無數’，隱
刺時局，何限感喟。” 又如評吴文英《古香慢·滄浪看桂》云：“亡國之音哀
以思，此詞定必元兵入臨安後作。曰‘淩山高處，秋澹無光’者，哀九廟之邱
墟也；曰‘夜約羽林輕誤’者，咎約金攻遼、約元滅金之失策也；曰‘更腸斷，
珠塵蘚路’者，傷帝昺之蒙塵嶺海也。” 陳洵曾謂此詞“傷宋室之衰也”，秋
雪進一步細繹，以求句句落實，雖不免有比附之嫌，但亦可見其玩索之深；
加之當時秋雪身處抗戰危難之際，感受自非尋常。
總之，《宋詞緒》是一部深受常州詞派理論影響，但編例又别具特色。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馮平（秋雪）編：《宋詞緒》，第 ２ 頁。
馮平（秋雪）編：《宋詞緒》，第 １０ 頁。
第 ８９ 頁。
③ 馮平（秋雪）編：《宋詞緒》，
第 １１６ 頁。
④ 馮平（秋雪）編：《宋詞緒》，
第 １２６ 頁。
⑤ 馮平（秋雪）編：《宋詞緒》，
第 １１７ 頁。
⑥ 馮平（秋雪）編：《宋詞緒》，
第 ７５ 頁。
⑦ 馮平（秋雪）編：《宋詞緒》，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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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詞注重“沈深渾厚，不取淺薄纖巧之作” ；對每調的詞律有扼要説明，對
每詞有集評，間附有編著者評語的詞選著作，它充分反映了馮秋雪的總體
詞學水平。在此還需指出的是，《宋詞緒》雖遲至 １９６５ 年纔在香港出版，但
其主體寫作時間為 ２０ 世紀 ３０ 至 ４０ 年代，定稿於 １９４５ 年。因此，《宋詞緒》
應該放在澳門詞學以及民國詞學的範圍内，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全面的
評價。
①

結

語

馮秋雪不僅是澳門民國時期的重要詞人，作詞不少，並且形成了個人
的風格，與此同時，他於早年在澳門致力以各種形式推廣普及詞學知識，撰
寫“詞話”著作；中歲以後，又傾力編撰了一部具有學術價值的詞選著作。
反觀澳門民國時期的其他詞人，鮮有能在創作外，同時兼顧詞學的推廣、詞
作的批評以及詞學的研究，且取得如此豐碩成果者。此外，秋雪的詞學思
想和批評上承嶺南詞學大家陳洵，進而接通清代常州詞派的脈絡，因此完
全可將其視為清代至民國詞學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由此可見，對於馮
秋雪詞學的探討不僅可以填補澳門民國詞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空白，而且
可為澳門與嶺南以至整個清代民國詞學關係的尋繹，提供一個較有學術價
值的例證。
（作者單位：澳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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