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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稿本 5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 6 初探

王振忠

  摘  要: 5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6 是在徽州新近发现的民间珍稀文献, 作

者江南春出身于商人家庭, 本身亦从事商业活动, 在其各类记载中, 尤以衢州和徽州城

乡的记述最为生动, 特别是有关宗教信仰方面的描摹, 既有本土和侨寓地的各类神庥,

又有来自西方的基督教, 从中可见商人与信仰传播的密切关系。由此, 亦颇可窥探十九

世纪中叶中西文化交汇背景下徽州士商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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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类文献, 因其体裁长短不拘, 有闻必录, 记叙的内容可以毫无顾忌地直抒胸臆。因此,

阅读此类笔记, 往往能够较为深入地感受一时一地的文化气息。有关徽州的笔记现存者并不太

多, 比较著名的如专记太平天国史事的 5凤山笔记 6, 专记一地掌故的 5休宁碎事6 和 5歙事闲
谭 6 等, 已为学界所熟知。此前, 笔者在皖南觅得一册未刊稿本, 内容是徽州士商江南春撰写

的 5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 6, 该书以蝇头小楷抄写, 字迹较为潦草, 原书头尾稍有残

损, 但全书近六万字, 内容极为丰富, 从中颇可窥见清代一个徽州士商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

一、稿本的作者及生平

5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6 的作者江南春 ( 1788) 约 1856) , 自称 /江子 0, 是徽州

府婺源县晓川 (今江西省婺源县江湾镇晓起村 ) 人, 与著名官僚江人镜为同族。对此, 光绪

5婺源县志6 卷 26 5人物 #文苑二 6 记载:

江南春, 号梅屿, 晓起人, 增贡生。少失怙, 事嫡、庶生母, 咸得欢心。时弟才九

龄, 倍加友爱。弱冠邑试冠军, 补博士员, 乡闱三荐未售。,,工篆画, 尤精岐黄, 医

不受谢。倡造水口文昌阁及石碣栏杆, 捐置祠产不下千余金, 备荒平粜, 纂修宗谱。著

有 5周易图考6、 5孝经训蒙辑解 6、 5时令汇典大全 6、5历朝诗选一隅6、5敬修医说 6,

刻有 5静寄轩诗钞6。¹

对于上述的描述, 民国 5婺源县志6 基本上予以照录, 只是个别文字稍有不同。从中可见,

江南春是个生员, 擅长篆刻绘画, 医术高明, 而且著述甚丰。另外, 从他在族中公益事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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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来看, 其人应当颇有赀财。根据 5静寄轩杂录 6 第 14则 5祭庶妣程太安人百岁冥寿文6 对

其家世的介绍, 可知作者出身婺源木商家庭, /斯时也, 木业正隆, 浙、闽交游, 咸为制锦, 堂

构一新, 四壁辉煌0, 由这段描述来看, 江南春的童年时代正处于家庭商业最为鼎盛的黄金时

期。5静寄轩杂录 6 第 62则 5同命不同命6 还介绍, 江南春于嘉庆乙亥 ( 1815) 应郡试, 丁丑

( 1817) 入邑庠, 庚辰 ( 1820) 得补增广生, 此后他在科举上并未能更进一境, 而是终老诸生。

其人曾游历杭州、苏州、江宁、饶州、广州等都会, 寓居衢州府数年, 似乎亦是从事木材生意。

当然, 此外的更多时间, 他可能仍然留守于婺源乡间, 以耕读为生。因此, 除了本地经验外, 外

出游历的所见所闻, 也成了 5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 6 一书的重要内容。

关于江南春生活的年代, 5静寄轩杂录 6 第 14则 5祭庶妣程太安人百岁冥寿文 6 中提及:

/戊申岁, 父五十二岁生春 0, 据此可知作者生于乾隆五十三年 (戊申, 1788)。同则提及 /今年

春六十有六, 纬 (作者之弟 ) 六十有三, 以是和协之日短, 而追随之日近 0, 可见撰写该寿文

时, 当为咸丰三年 ( 1853)。纵观书中记载的内容, 基本上是到咸丰五年前后 ¹。

有关江南春之作品, 婺源县图书馆陈五元编有 5婺源历代作者著作综录 6 一书, 共列有江

南春的著作八种, 其中提及: 1、5静寄轩外集 6 十卷, 清咸丰元年 ( 1851) 敬修堂东溪程记源、

游冠英刊本; 2、 5静寄轩诗钞 6 十六卷, 清咸丰元年 ( 1851) 敬修堂东溪程记源、游冠英刊

本 º。不过, 从网上拍卖资料的实物图片来看, 5静寄轩诗钞6 有道光己酉 ( 1849) 敬修堂藏板。

另据笔者收藏的民国六年 ( 1917) /省斋查辅绅日记 0, 其中十二月条某日提及: /早晨读 5静寄

轩诗钞 6, 见其所为诗, 不独多情, 且慷慨超群, 令人爱煞 0。可见, 5静寄轩诗钞 6 在当地应有

一定的受众。而从 5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6 涉及内容的时间下限来看, 该书为 5静寄

轩外集 6 之后形成的文字, 因此, 应当是江南春未曾刊刻的稿本 »。

二、稿本的主要内容及其学术价值

晋人陶潜有 5停云6 诗: /静寄东轩, 春醪独抚。0 南宋陆游 5渔隐堂独坐至夕6 亦有: /三

尺桐丝多静寄, 一樽玉瀣足幽欣。0 所谓静寄, 也就是优闲地寄寓、依托之意。作为笔记, 5静

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6 中有不少怪力乱神的内容, 个中不乏对 5聊斋志异6 的仿作。

蒲松龄的 5聊斋志异 6 是清代著名的志怪小说¼, 受到许多人的追捧½。在徽州, 有人用毛

笔工工整整地摘抄此书, 如古歙江绍莲即有 5聊斋志异摘抄 6; 又有人细细地评点该书, 如嘉庆

年间在歙县教书的浙江淳安人方舒岩, 就曾评点过 5聊斋志异 6, 并将类似的徽州故事附于相关

的篇什之下¾, 这就是现存的 5聊斋志异方舒岩批本 6 4卷 ¿。另外, 一些笔记也有明显模仿该

书的痕迹, 如本文介绍的 5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6, 即是相关的著作。

嘉庆十三年 ( 1808) , 江南春就在杭州的酌春堂读过 5聊斋志异 6, 至道光七年 ( 1827),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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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静寄轩见闻随笔 6 第 68则 5歙令廉公死节诗联 6 提及: /歙宰廉星瞻讳骥元, 行一, 直隶顺天河宁县人, 甲寅十一

月莅任, 乙卯二月初六日休城邑陷, , 0 甲寅、乙卯即咸丰四年 ( 1854)、五年 ( 1855)。 5静寄轩见闻随笔 6 第 73

则 5红毛出天主教 6 条, 提及咸丰五年 ( 1855)。

5婺源历代作者著作综录6, 婺源县图书馆 (内部发行 ) 1997年版, 第 82页。

除了 5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 6 之外, 据网上拍卖 5静寄轩诗钞 6 的书商自称, 他手头尚有太平天国时期江南

春的 5闻警日记 6 稿本。另, 笔者还收集有一册道光二十年至二十八年 ( 1840- 1848) 江南春在开化的诉讼案卷, 全

称作 5土豪余进生谋 t (夺? ) 押产、飞税胧印、截夺租谷、毁苗械劫、盗卖玩法全案 6, 共计 91600多字, 收录约

180件文档, 包括诉讼双方呈文、中见人证和官府批词文牍。从中可见, 江南春亦叫江纹, 在衢州开化县十七都芳村

地方承有祖遗庄田。

5聊斋志异 6 的第一个版本 ) ) ) 青柯亭本, 就诞生在严州 (建德梅城 )。鲁迅先生曾在 5中国小说史略 6 中论及 5聊
斋 6, 说 /乾隆末始刊于严州 0。
徽州末代秀才詹鸣铎的小说 5我之小史 6 中, 即有四处提到 5聊斋志异 6。
此即安徽省博物馆所藏清抄本 5聊斋志异方舒岩批本 6 4卷, 参见汪庆元 5徽学研究要籍叙录 6, 载 5徽学 6 第 2卷

( 2002年 ) , 第 376- 377页。

汪庆元: 5徽学研究要籍叙录 6, 载 5徽学 6 第 2卷 ( 2002年 ) , 第 376- 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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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阅读 5聊斋志异 6。及至道光二十八年 ( 1848) 之夏, 作者在衢州时, 有一亦儒亦商的歙人

王祖, /怜舍孤寂, 进 5聊斋 6 数本 0, 阅毕, 江南春深为感叹: /有异事还须异笔, 模蛇神牛

鬼, 岂虚无君, 真勘破人情者, 世尽山精与野狐之句, 喜其叙事详明, 笔亦大雅不群, 然其事之

有无不究也 0。虽然说是 /其事之有无不究0, 但对于 5聊斋志异 6 中提及的故事, 江南春还是

忍不住作了求证¹。除了 5聊斋志异 6 外, 书中也经常提到袁枚的 5齐谐志 6 和 5子不语 6

等 º , 这当然反映了该书的旨趣。不过, 如果单单只是对 5聊斋志异6 等书的仿作, 那么, 5静

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6 的价值可能就会大打折扣。实际上, 该书有着多方面的学术价值。

1、徽商在侨寓地的活动

明清以来, 徽州是个高移民输出的地区, 徽州人呼朋引类, 所到之处, 纷纷建立会馆、公

所。江南春就指出: /徽国文公祠, 天下省城都会皆有之, 何独衢州而有之哉? 余所见者, 杭

州、苏州、江宁、饶州, 而粤省城内外即有三焉; 所闻者, 汉口镇、浮梁镇, 其最著者也。0»

杭州、苏州、江宁三地是婺源木商极为活跃的场所, 特别是江宁的上新河, 更是江南木业的中

心, 大批婺源木商麇聚于此。而饶州、广州, 则是婺源杂货商人、茶商活动最为频繁的地点。这

些地方, 都有徽国文公祠, 亦即徽商兴建的会馆。而上述的五处徽国文公祠, 也都是江南春亲历

所见的。在衢州, 亦有新安书院 (即徽州会馆 )。作者多年侨寓衢州, 经常住在新安书院中, 其

居所称作 /居然 0¼。他对于新安书院及其附属设施, 有着深入的了解。江南春在 5华园冈义冢

序 6 中就指出:

, ,邑之西门外三里许, 有山名华园冈, 道光七年歙人汪某置税若干亩葬祖, 不

果, 捐入书院, 以公同好, ,,夫书院以安生而无以妥死, 于是知事者集议, 谋为义

冢, 亦古人免尸骸暴露之遗意也。徽人士踊跃输将, 左建厝, 所以贮客棺, 俾岁时伏腊

得祭扫; 右创新福庵, 供奉地藏王佛, 中元节后延僧大放焰口以超生, 罄无不宜。历年

既久, 厝屋崩折, 庵宇欺 [欹 ] 斜, ,,道光丙午汪乐山翁毅然集众人谋, 于毗连山

径之下, 续置税若干亩, 宜于凹迁庵以避风, 宜于垅移厝以革水, 宜于中建客堂以居住

持守坟之人, 城乡镇市输将恐后, 鸠工庀材, 土木大兴, 计期竣事, 堂哉皇哉。我徽人

士好生妥死之心, 庶几其稍慰哉。然不有章程, 何以善后? 佥议规条, 并创建之由, 守

成之法, 镌之于石, 以质同人, 同人皆曰宜。½

上揭的记载反映, 华园冈义冢肇端于歙人汪氏的置产葬祖。道光二十六年 ( 1846) 九月,

华园冈义冢建成, 江南春受托题额 /畅叙幽情 0, 并为之联曰: /永夕永朝故土人情联太末, 好

山好水异乡风景胜新安0。 /太末 0 即会稽郡的太末县, 三国吴以大末县改名, 治所在今浙江省

龙游县龙游镇。翌年, 江南春应邀前往华园冈义冢, 但见 /墙屋鳞次, 石柱齿排, 暖日烘窗,

烈风隔壁, 中安土地神, 祠旁立各幽魂木主, 左停男棺, 右栖女椁, 横亘数十步, 见之而凄然意

索、悄然神伤者, 厝所也。外则隆然凸然, 新土未干, 不计其数者, 则今年之葬者也 0。为此,

他作有 5游华园冈记 6, 以记其事。前文中提及的汪乐山, 为婺源鸿溪人, 系江南春的外叔祖。

他在道光二十六年对义冢的扩充, 是在活跃于衢州一带的徽州典商、盐商以及其他商厮商伙的支

持下完成的¾。

关于徽州旅榇所, 民国 5衢县志 6 指出共有三处, /一在七里凉亭, 一在花园岗, 俱名新福

庵。民国初, 徽商项槐, 又在城北五里赵家坂新建旅榇所 0。其中的 /花园岗 0, 显即江南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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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静寄轩见闻随笔 6 第 19则 5居然客窗记 6。
5静寄轩见闻随笔 6 第 21则 5陆小姐庙墓 6。
5静寄轩杂录 6 第 10则 5衢州徽国文公祠记 6。
5静寄轩杂录 6 第 3则 5居然客窗记 6。
5静寄轩杂录 6 第 4则。

5静寄轩杂录 6 第 6则 5汪乐山外叔祖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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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华园冈义冢。

在江南春生活的年代, 浙西的金、衢、严各地是徽州人活动的重要场所¹ , 除了新安书院这

样的徽州会馆外, 还有其它的一些组织, 也与徽商有关。道光二十四年 ( 1844) 秋, 作者有事

前往衢州, 住在新安书院内。根据他的观察, 衢州城内的周宣灵王之庙极多, 都是在三月四日、

四月八日作为周王的诞期, /盈街塞巷, 张幔演戏, 直至五月无虚日 0。当地人传说, 在众多的

周王庙中, 只有朝京门内之庙, 据称是周王肉躯之所在, 与天宁寺定光佛的肉躯一样有名, 最著

灵异º。相传头门外的两座石狮, 是由徽州人士自皖南运至庙中, 并创为狮子会, /较之他庙他

会为盛, 至今遂为徽人之庙0。每年九月十三日张灯结彩, 礼拜演剧, 已经历行多年, 当地俗谓

/遍地徽州0»。在明清时代, 江南一带素有 /钻天龙游遍地徽州0 之谚, 龙游亦即衢州府的一

个属县。此处的 /遍地徽州0, 则是指与徽州人有关的周宣灵王信仰。有趣的是, 由于徽商的关

系, 周宣灵王庙与徽州会馆的关系颇为微妙:

各都会皆有徽州会馆, 供奉朱夫子。衢之西街, 徽会馆在焉, 每岁九月十五日为夫

子诞期, 张灯结采 [彩 ], 礼拜演戏, 以故会馆值年之人, 即狮子会值年之人。所供献

夫子者, 先供献周王, 演戏于会馆者, 先演戏于庙, 取其便也。独是会馆中堂奉夫子,

而左奉周王, 右奉财神, 宜乎会期以夫子为之主, 而财神则从简焉。,,周王诞期, 分

夫子之供献于庙者, 胡不分庙之供献于会馆之左之为当乎? 演戏于会馆者, 先演戏于

庙, 胡不以演于庙者, 而后演于会馆之左之更便乎? 无怪外人之礼拜者纷纷攘攘, 不之

会馆而之庙, 而徽之人士及会馆之值年, 亦纷纷攘攘, 且舍会馆而往庙矣。

这里提到, 徽州会馆的中堂是供奉朱熹, 左边供奉周宣灵王, 右边供奉财神。这种排列颇为

耐人寻味, 朱熹祖先出自徽州婺源, 为新安理学的鼻祖之一。徽州会馆祀奉徽国文公朱熹, 是徽

商以儒商自许而高自标置。中堂右边供奉的财神, 凸显了徽州会馆作为商人会馆的特征。而中堂

之左的周宣灵王 (简称周王 ), 则是新安江 ) 钱塘江流域最受崇拜的神庥, 徽州俗谚有 /生在严

州, 死在衢州, 显圣在徽州0 的说法, 清乾隆时人吴梅颠的 5徽城竹枝词 6 曰: /庙建黄坑 (俗

讹为洪坑 ) 神所依, 周王有帽却无衣。年年九月十三日, 显圣徽州难自肥 0¼。此一神庥由钱塘

江下游的杭州, 逐渐溯江而上, 形成皖南与浙西共同的信仰。到江南春生活的时代, 衢州是周宣

灵王信仰的一个中心。文中提及, 每逢周王诞期, 是将供献给朱熹的供品, 先奉献给周宣灵王;

将在会馆所演之戏, 先在周宣灵王庙中上演。对此, 5关帝乩签6 亦指出:

道光卄四年甲辰九月十三, 周宣灵王圣诞, 衢水西门外, 王之庙在焉, 其感应异于

他庙, 说者王之肉身在是也。其庙之门外左、右二石狮, 徽人造之, 驾舟运至, 创为狮

子会, 而庙遂为徽有。文公徽国文公祠亦在西门, 岁以九月十四日起为文公会期, 悬彩

张灯演戏, 每先一日, 以文公祠所有先设于庙为王寿, 而文公座左亦奉王, 冷漠如故,

余以为世态炎凉, 舍近求远, 欲挽回而不得, 故 5衢州杂咏6 有 /昨夜文公亲语我,

后人无介不轻佻0 句也, 届期先拜祠, 奉之王, 而后入庙求签以归, 捧签诗而寻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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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 5衢县志 6 在述及当地方言时专门指出: /店友曰夥计, 徽人则通称之曰朝奉。0 (第 844页, 郑永禧纂修, /中
国方志丛书 0 华中地方第 584号, 1929年辑, 1937年铅印本, 成文出版社 1984年版。)

民国 5衢县志 6 亦指出: /邑中奉祀周王者约有十余处, 以西门及后街为最古。西门亦分内外两庙: 内周王在灵顺坊,

亦称大周王; 外周王在朝京埠, 或云神之真身原在城外, 咸丰兵燹, 移舁入城后街周王庙, 俗称小周王庙。缘有前代

神像仅只尺余, 据庙中旧碑, 亦名孝子祠。明万历二十五年, 里人因迭显灵应, 大其祠宇, 道光十七年加以扩新, 古

像供于南市行宫庙, ,, 又, 通仙门狮桥亦有周王庙, 城东樟潭、高家两镇亦均有周王庙, 则嘉庆后舟人贾客为之

也。0 (卷 4 5建置志下# 坛庙 6, 第 376页 ) 该书另引康熙县志曰: /俗以三月四日、四月八日为神诞辰, 各坊隅分曹

为社会, 置行台迎神举祀, 每社各有其所立之像, 不相混杂, 其迎神所驻, 辄于通衢张幔植台, 演剧以乐神, 日每十

余处, 昼夜相接, 至仲夏乃罢。0 (第 376- 377页 )

5静寄轩杂录 6 第 8则 5衢州周宣灵王庙记6。
徽州文献课题组: 5徽州文献与 3徽人著述叙录4 的编撰 6, 载 5徽学 6 第 1卷 ( 2000年 ) , 第 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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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¹

前文提及, 在衢州城内周王庙相当多, 三月四日和四月八日是周王的诞期。不过, 上述两则又称

衢州西街 (衢水西门外 ) 最著灵异的庙宇中之周宣灵王圣诞在九月十三, 早于文公会期一日。

该庙头门内的石狮两座, 是徽州人从徽州运到庙中的, 徽州人还创立了狮子会, 狮子会比衢州其

它的庙会更为繁盛, 以致于该周王庙后来竟成了徽州人的庙宇。每年于九月十三日张灯结彩, 礼

拜演剧。由于九月十三较朱熹的诞辰要早两天, 所以对周宣灵王的祭祀颇有喧宾夺主之势。

在明清时代, 徽商与周宣灵王信仰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晚明, 冯梦龙 5智囊补 #

明智#剖疑 6 就提及: /郡杨山太尉庙, 在东城, 极灵。专主人间疮疖事, 香火不绝, 而六月廿

四日, 太尉生辰尤盛。万历辛丑、壬寅间, 阊门思灵寺有老僧, 梦一神人, 自称周宣灵王, 今寓

齐门徽商某处, 乞募建一殿相安, 当佑汝, 既觉, 意为妄, 置之。三日后, 梦神大怒, 杖其一

足, 明日足痛, 不能步, 乃遣其徒往齐门访之, 神像在焉。此像在徽郡某寺, 最著灵验。有女子

夜与人私而孕, 度必败, 诈言半夜有神人来偶, 其神衣冠甚伟, 父信然, 因嘱曰: 神再至, 必绳

系其足为信。女以告所欢, 而以草绳系周宣灵王木偶足下, 父物色得之, 大怒, 乃投像于秽渎之

中。商见之, 沐以净水, 挟之吴中, 未卜所厝。是夜梦神来别, 既征僧梦, 乃集同侣, 舍材构宇

于思灵寺, 寺僧足寻愈。于是杨山太尉香火, 尽迁于周殿, 远近奔走如鹜0º。据此可知, 徽商

曾将徽州本土的周宣灵王神像携往苏州阊门外, 并藉神庥托梦之机, 鸠工庇材, 捐赀兴建庙宇。

由于在徽州, 周宣灵王是以药神的面目出现, 故而与 /专主人间疮疖事 0 的杨山太尉形成竞争,

甚至打败了后者, 这可能与徽商的财力有关。民国时期侨寓江苏南翔镇东市的徽州人汪德垣, 写

有一份 5众神纸马6, 其中就提及周宣灵王尊神。周宣灵王亦被视作是徽州本土的神灵, 在有的

地方, 周宣灵王庙甚至成了徽州会馆之所在。如清代在徽商麇聚的淮安河下之莲花街, 即有周宣

灵王庙, 为徽州人所建, 以栖同乡之士, 此即新安会馆。

江南春在衢州生活过多年, 他对衢州当地的其他神庥也多有描摹, 如有关三圣庙, 他就写

道: /三圣庙, 衢郡所在有之, 惟地名长竿林者, 灵应特异。, ,神于衢人家多供奉之, 或楼

上, 或堂上, 而为之龛, 或隙地, 或墙隅, 或木或石, 而为之座, 神即奇焉。凡造新房屋、开张

新店, 不先安神所在, 则日夜扰攘, 抛砖掷石, 惟默祝供奉焉, 则晏然无事。或与妇女私通往

来, 与常人无异, 亦成胎孕, 诞弥厥月, 亦有养育之成人者, 不则拖置庭中, 神自抱去。余尝闻

苏之五通神, 其祸福奸淫, 迨 [殆 ] 有甚焉。我婺城之西门李将军庙, 大都似此, 迨 [殆 ] 本

地妖邪凭依为祟, 以蛊惑人而邀求香火酒食0»。三圣庙之神庥, 从其事迹来看, 颇与苏州著名

的五通神相似。在徽州民间文献中, 也多有三圣庙的记载 (如相关的对联等 )。作者此处特别指

出 /开张新店0 必须安神所在, 否则便会日无宁晷, 这可能与徽商的活动有关。其中提及的婺

源西门的李将军庙, 在书中另有 5李将军 6 条:

邑有神名李铁鬼者, 由来已久, 或传为德兴痘殇之童, 其母思之不置, 刻像祀之,

遗于路, 婺人拾以归, 遂为祟, 乃立庙于西关外环村, 邑人常宰牲演戏以媚之, 祈祷不

绝迹。或入人家, 因喜怒摄物来往, 甚则奸淫放火, 见形状为人畏, 凭人言为民害。乾

隆壬申七月, 董姓领袖士民具状, 诉于郡守济源何公, 怒檄焚其像, 奉关帝神像以镇

之, 再牒广信真人府, 永殴 [驱 ] 除之, 府索重赀, 方许永禁酆都, 否则幽禁三年,

恐复来。三年果至, 火董屋, 祟愈甚, 宛平沈公复为立庙西关, 称将军, 香火益盛, 殿

宇庄丽, 后寝塑夫人像并坐, 梨园尤德之, 演剧不绝。庙前建戏台, 崇奉踰昔, 威稍

敛。相传不来东乡, 到秋溪与胡元帅搏负者, 则是夜将军胜之, 帅以假足受刑; 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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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静寄轩见闻随笔 6 第 14则 5关帝乩签6。
(明 ) 冯梦龙: 5智囊补 6 卷 7, 清三槐堂刻本。

5静寄轩杂录 6 第 12则 5三圣庙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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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 则其足 (引者: 此 /足 0 字疑衍 ) 神足之跛, 元帅伤之也。皆儿时所闻也。¹

此条文字记载极长, 略引如上。该条由作者的二婿俞质讲述, 所谈的均为怪力乱神 º , 虽然

荒诞不稽无可对证, 但其中亦折射出婺源当地的乡土背景。文中的 /或传0, 是指李铁鬼一种说

法是来自江西德兴, 那里与徽州婺源接壤, 两地的风俗信仰历来相互影响 (如五显神即源起于

德兴 )。在该条中, 除了频繁出现的婺源地名外, 还提及鬼魂附身, /或附其女言亦粤人音, 所

言尽粤事, 凰固买妾于粤, 住粤多年故也0, 这显然曲折地反映出清代婺源与广东的商业贸易。

在清代, 婺源有不少民众前往广州, 有的从事洋庄茶叶贸易, 有的经营墨庄, 有的开馆行医。迄

今, 在婺源, 还时常能发现一些粤语教材, 这些, 都可以作为上述史料的一个背景。

婺源人除了赴广州从事茶业贸易之外, 还前往江南各地经营木材生意, 由此对相关的民间信

仰亦多有涉及, 这在该书中也有所反映。书中记载了李氏四真人的事迹: 婺源理田人李玉琳,

/自幼慕道游访, 一日诣邑灵顺庙, 遇一人患疯癫, 搔不辍手, 臭秽不可近, 呼琳名甚倨, 琳迎

拜愈恭, 索酒食, 琳敬进之, 命食其馂, 毕曰: -是子可教, 来年是日期我于此。. 琳如期往候
之, 果至, 则授以 5玉皇经6, 教真文符箓讫, 忽不见。自是召将驱雷、拯灾祷雨, 无不响应 0。

书中接着提及有关其人的诸多奇迹, 如某年秋雷电大雨, 地溃山摧, 许多村落都遭受严重的破

坏, 只有李玉琳的铁诰所镇, /居民独安0。某年三月, 他晨兴沐浴, 呼其子道轩, 授以道书秘

籍, 端坐而逝, 据说 /鼻出两玉筯, 其长及膝0。道轩子承父业, 得其真传, /禁邪祈雨, 犹多

奇验0。其孙真祐, 也能世传其术。书中特别提及其曾孙祈福旅经武林的一次法事:

时大旱, 百祷不应, 守官请祈祷, 曰: /本无雨, 何处请之 0。不信, 强之, 因设

坛作法, 霖雨立沛, 曰: /无奈何, 向西湖借来, 不知何日能还也。如不信, 请于各处

验之0。然。是日之雨, 并有苔草及鱼虾, 视西湖水独浅, 水迹犹存, 一时传颂, 有

/暂借西湖水救活杭城百万家 0 之语。杭人建庙江头洋泮桥, 崇奉血食, 祷祀至今不

替, 曰 /灵庥庙 0。余家号屋亦在洋泮桥之中街, 与资福庙邻, 访灵庥庙, 果然, 其楹

句多有借水事。又一年, 福知大旱不可解, 先至真人府, 见龙, 盗之归, 真人旋命人追

之, 福涂之以墨, 藏指甲中, 搜之不得, 养之大中窟, 是岁, 婺得幸免旱灾。又传大江

中有缆篾精为害, 凡木筏至, 兴波作浪, 福至大姑山, 遇而灭之, 相传所用之剑尚贮祠

中, 以为古玩, 尽力拔之, 出五寸, 光芒可畏, 而符箓犹有存于者, 惜无人知所用也。

/李氏四真人 0 条, 记述了一个道士世家的事迹。婺源因地处徽、饶之间, 道教的发育既与

徽州本土有着密切的关系, 又受到江西的极大影响 »。迄今, 有关婺源道士的宗教科仪还有大批

遗存。杭州是徽州 (尤其是婺源 ) 木商聚居的地方, 从乾隆年间开始, 婺源人江扬言就在候潮

门外创立徽商木业公所 (亦称 /徽国文公祠0 ) , 后其子又于江干购置沙地, 上至闸口, 下至秋

涛宫, 共三千六百九十余亩。公所收支由董事总理, 每年于五月下旬, 挑选木商中善书善算者数

人共同查明, 然后将结果誊清, 并刊行征信录。由于婺源木商的聚居, 与婺源木商有关的民间信

仰亦颇为盛行。该条就讲述了一个道士的得道过程以及子孙世业的情况, 特别提到李氏前往杭州

祈福。 /江头洋泮桥 0, 也就是杭州的江干洋泮桥, 是大批徽商聚居的地方, 此处提及 /余家号
屋亦在洋泮桥之中街 0, 也可应证江南春家中当是从事木材经营者。该则述及大江中有缆篾精为

祟, 破坏木筏运输一事, 显然也与木商的经营活动有关。

除了中国的民间信仰外, 见多识广的江南春也接触到来自西洋的宗教。 5静寄轩见闻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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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静寄轩见闻随笔 6 第 31则。

空中掷物怪异之事, 在民间所见颇多, 清人赵吉士 5寄园寄所寄 6 卷 5 5灭烛寄 6 中亦有类似记载。
婺源的道教, 与休宁齐云山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另外, 它亦受到江西龙虎山天师道的影响。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

馆收藏的 / 5婺源沱川余氏族谱 60 中, 有一篇 5送余君仁斋川东归隐序 6, 其中提及余元启前往江西龙虎山学道, 这

对沱川此后成为婺源天师道的一个重要据点, 可能颇有影响。参见王振忠 5明以前徽州余氏家族史管窥 ) ) ) 哈佛燕京
图书馆所藏 / <婺源沱川余氏族谱 > 0 及其史料价值 6, 将刊 5徽学 6 学术集刊。今按: 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余氏

资料, 注录为 / 5婺源沱川余氏族谱 60, 其实, 该书并非族谱, 而是一册家族文书, 故将书名打上引号。



社会科学  2011年第 3期 王振忠: 徽州与衢州: 江南城乡的片断记忆

静寄轩杂录 6 中有两条涉及中外关系史, 一条是 5天主教杂记6, 该条首先引尤侗的 5外国竹枝

词 6、赵吉士的 5寄园寄所寄 6 中有关欧罗巴、天主堂的记载, 接着又提及 5瀛寰志略 6 和
5遐迩贯珍6 的内容。江南春是位比较复杂的人物, 其朋友为基督教徒, 对于基督教, 他似乎也

颇有好感。其后, 江南春将其厦门友人的一封长信全文列出, 其中除了传教方面的内容外, 还提

及基督教在厦门的发展情况。此外, 5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 6 中还有一条 5红毛出天主
教 6, 其中提到自己在咸丰五年 ( 1855) 就曾读到香港英华书院出版的 5遐迩贯珍 6, 不过, 从

中亦可看出, 江南春对耶稣、天主教以及英国的地理方位、国家来历等均相当懵懂, 故而只是一

味地将之与 5汉书6 等古籍记载相附会。

2、对徽州社会的描述

作为徽州的文人, 江南春所著 5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 6 一书, 对于徽州社会的描

摹相当不少。如 5程天保、洪应元、洪伯和合传6 条曰: /吾乡俗例, 尝于社前一日, 具果以赛

社。0 这是有关赛社的记载。再如, 5拟逐邪匪呈 6 条提及道光二十六年 ( 1846) 初夏, 浙江绍

兴府萧山一带有 /邪匪0 散入各省, 他们在休宁一带 /假冒僧道、商贾, 暗藏毒药凶器, 引诱

孩童、孕妇, 或置毒于食物, 或强涂以封口, 采生拆割, 蓄毒杀人, 新闻异事, 不一而足 0。而

在婺源古坑、北乡红源等处, 也捉到类似的十七人。与此同时, 江湾晓起一带毗邻休宁, 根据时

人的观察, /近日各村多有外路声口, 或卖梳篦、笔墨、果品等物, 或扮僧道、弹棉花、卖暑

布、行医卖药、做戏法、打流星, 并有妇女看相、算命等人往来村落间, 络绎不绝 0, 流动人口

相当之多。为此, 江南春等人上书, 要求官府 /准各村乡、镇市、文会、约保、衿耆, 周流传

谕安寓、饭铺, 凡遇外处声音、形迹可疑之辈, 毋许收留住宿、置卖饭食, 细加盘查搜检, 倘有

药物凶器, 许各村乡、镇市、文会、衿耆、约保预备傢伙, 聚众捉获送案。倘邪匪胆敢恃横拒

捕, 准行处死勿论, 然后抬验, 并将检获之药物、凶器一并禀报, 该文会、约保、衿耆, 亦不得

藉端生事, 以害本地良民 0, 这是有关社会治安的记载。在传统时代, 徽州村落均有明确的界

限, 有的村落前后均有水口, 水口处皆有路亭, 有其间建有各类庙宇, 一些庙宇在村界之外, 往

往成了不少外来人员的聚集地, 他们常常被视作不稳定的因素。早在清代前期波及全国各地影响

广泛的 /叫魂0 事件中, 婺源当地即曾颁布驱逐流丐、保境安民的招帖¹ , 与此处的描述颇有几

分相似。再如, 5弈中国手 6 提及江湾人江用卿, 为弈棋高手, /挟策游吴会荆粤, 足迹几遍天

下, 卒无有敌者 0。有人认为他因少游天台, 遇异人传授奥秘, /奇创变幻, 人莫能测, 称神仙

焉 0。其实, 从万历 5歙志 6 的记载来看, 明代中叶以后, 由于徽商的崛起, 商业的兴盛, 使得

徽州社会的生活日趋精致化, 当地的各种职业愈益专精。5歙志6 将 /艺能 0 分为数种, 即 /文

艺 0、 /奥艺 0、 /雅艺 0、 /清艺0、 /绝艺0、 /巧艺0、 /奇艺 0、 /精艺 0 和 /幻艺0 几种。 /文
艺 0 是指书法、绘画等, /奥艺 0 则指医卜星相, /雅艺 0 包括弈棋、投壶之类。弈棋在明代中

后期海内共形成四派, 即永嘉、京师、徽州和闽中, 其中, 以徽州派甲于天下 º。江用卿为江湾

人, 与江南春所居的晓起接近, 他以弈棋闻名, 名重公卿, 也应当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5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 6 中, 对婺源的自然灾害记载较多, 如 5雷公 6 条说道光三
十年 ( 1850) 三月二十几日, 婺源北乡江村岭上庙有夫妇二人同居, 被雷击, 夫伤重而妇伤,

皆未死。四月二十五日申刻, 天忽暗如漆, 大雨如注, 王村坦野中雷击死人。又如 5怪风 6 条,

提及同年八月十三五龙山的大风, 肆虐于大官坑、裔村、江村和段莘等地, 屋倒压人致死。根据

当代方志记载, 当地常年多见的是北风、东北风, 平均风速是 115米 /秒, 但因飑线过境影响而

产生的大风有时会高达 40米 /秒, 由此造成的破坏会相当严重»。再如 5马熊6 条提及咸丰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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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研究, 请参见王振忠 5从新发现的徽州文书看 /叫魂 0 事件 6, 5复旦学报 6 2005年第 2期。

参见王振忠 5万历 <歙志 >所见明代商人、商业与徽州社会 6, 5传统中国研究集刊 6 第 5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婺源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5婺源县志 6, 档案出版社 1993年版, 第 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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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1) 绩溪、婺源等地的兽灾, 绩溪受害者二三十人。婺源在当年九月, 北乡东山江村近五龙

山有虎患, 牛、猪、犬遇害不少。此外, 5乙卯水灾6 则记载了咸丰五年 ( 1855) 发生在婺源的

洪灾: /乙卯年春无雨, 水不上碣, 自二月廿六夜大雨, 桥梁被冲。西兵廿八日进城, 多从北

门, 而东、西、南门不得渡故也0。此处的 /西兵 0, 是指当时进入婺源县城的太平军。该条还

指出: 当年的三月初二夜, 天上响着大雷, 下起冰雹。五月五日、六日皆雨, 尤其是晚上更下起

大雨。到了初七卯刻, 樟树被连根拔起, 田园为沙所掩埋, 禾苗遭水飘荡。官桥下村洪水入屋者

高达四五尺, 官桥头一带尤其严重, 房屋遭冲坏, 石桥崩卸, 九人死亡, 棺木漂泊。江南春所在

的江湾市一带猝不及防, 因水突然涨起, 货物浸坏甚多。另外, 他还指出: 随近有一铸锅炉厂,

积蓄二千余洋, 一门九人湮没无存, 其厂基漩为水潭。类似于此类惨烈的事情, 尚有不少发生。

徽州人素重风水: /又闻水发时, 水面有火光十余点, 色如鬼磷, 绿色, 不独旃坑人见之, 官桥

人亦见之, 有数点也。世有卜地营葬者, 必求佳壤以安骸骨, 以荫后人。闻有一棺漂至余下村,

无盖, 尸散, 刻有 -太学生汪有淇 . , 柩色新鲜, 犹有气息, 知是近时新丧。未几, 段莘人赎

去, 舁以四人, 上披红毡, 一雄鸡立其上, 舁至港头, 先造一盖, 俟其至而钉之, 过港头, 即有

鼓乐迎归。又一棺漂至江砚坑地方, 亦无盖无尸者, 亦段莘柩, 其夫贫, 母家旃坑称少有与其

妹, 促其夫营求殡葬, 不能舁归, 余村岭下周姓是其戚也, 绐以买得山盖卜葬于此, 其妹助之葬

费二洋, 命其女亲至岭下视葬, 周与其妹亦戚也, 即主其家。三十日, 周共往, 抬空棺至余文昌

阁下, 脱一旧衣, 钉其盖, 不与其女见之, 至汪典光山葬焉, 其世俗所称招魂入墓者欤。上坦亦

漂去五棺, 采弟之亲家与焉, 漂至曹门, 仍未赎回。大河、平潭, 棺木浮水, 虽远而不坏。段

莘、小河、且岭、柄溪以下, 石壁巉岩, 棺无不坏, 亦可慨也! 0¹ 此处提及棺柩被水冲荡的几

个事例, 并描述了招魂入墓的做法。咸丰五年的这次水灾, 在婺源造成的影响极为广泛。上文提

及官桥下村的灾情, 还引发了官桥与寨山两地的诉讼纠纷, 为此, 官桥士绅朱氏、余氏、俞氏和

程氏指责上游的寨山程氏开垦山地, 引发了水土流失, 从而造成当年水灾的惨状。

诚如 5乙卯水灾 6 条开首提及的西兵入城, 天灾之外, 咸丰年间还有频繁发生的人祸。 5静
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6 记述的时间下限在咸丰五年以前 ( 1855), 其中自然涉及不少太平

天国时期的兵燹战乱。5西洋镜隐语 6 条就提及, 道光二十九年 ( 1849), 在金陵夫子庙前有人

设一西洋镜, 镜中具四门, 必需交洋一元才许观看一门。有乡人入城, 思欲一阅而囊仅三洋, 欲

减其价而不得, 乃出一洋窥第一门, 见有一匾, 上书 /咸丰八年0 四字, 中设一床, 床坐后生,

年约廿余, 两旁罗列者, 皆戴红顶蓝水晶砗磲金顶, 计有数十人。乡人观后, 百思不得其解, 亦

颇为后悔。既而转念一想: 既看一门, 可能第二门会更为引人入胜。于是又出一洋, 观第二门,

但见阡陌交错, 五谷丰熟, 内容更比不上第一门。此人颇不甘心, 于是拿出第三块大洋, 看第三

门, 只见其内有杀人者不计其数, /血流滔滔, 红波赤浪, 腾沸不竭 0。他非常害怕, 而且也相

当后悔。此时, 身上所带的钱全部花光了, 但还不清楚第四门光景如何。于是, 他再三请求, 但

西洋镜的主人就是不肯, 说这是不二价的买卖。最后, 乡人脱衣质押, 约定翌日赎还, 始获主人

首肯, 乃启第四门, 从中只见悬一对联, 上书曰 /不仁之人杀不仁之人 0, 一曰 /仁人之人杀不
仁之人 0, 十八字而已。乡人更不理解, 于是索然而归。刚刚回到住所, 便发现此前所质之衣及

洋三元, 仍然完好地放在房内, 心中颇感疑虑。明日取洋一元想去赎衣, 却根本找不到原先的那

个人。作者接着写道: /明年庚戌, 宣宗成皇帝晏驾, 嗣主国号咸丰; 又明年辛丑, 粤西寇祸;

又明年辛亥改元; 自是侵两湖、袭金陵、蹂躏三江、杀人无算, 旧年春三至我婺, 今年春继至,

民不堪命。幸时和年丰, 斗米青蚨弍百, 三门俱验, 所谓八年必待后王者中兴, 四海始安靖耶,

请拭目俟之。0 关于南京的西洋镜, 早在乾隆时代, 李斗的 5扬州画舫录6 就记载: /江宁人造
方圆木匣, 中点花树禽鱼怪神秘戏之类, 外开圆孔, 蒙以五色瑇瑁, 一目窥之, 障小为大, 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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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5静寄轩见闻随笔 6 第 70则 5乙卯水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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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镜 0¹。及至清代中叶以后, 西洋镜更是极为盛行的娱乐工具, 人们从中看到了光怪陆离的

花花世界。晚清婺源末代秀才詹鸣铎, 曾在上海青莲阁看到西洋镜, /头一片即是裸体美人, 花

貌雪肤, 动人春思0º ; 在杭州, 他也在戏法场旁见过西洋镜, 镜内有 /打老虎 0、 /东洋大雪 0

和 /捉奸0 等诸名目 »。而上述的这则寓言式故事, 则预测了咸丰以后的兵燹战乱。

除了 5西洋镜隐语6 之外, 5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6 中还有不少关于太平天国史事

的实录。譬如, 5徽州黟县遭兵燹之灾结恨谤诗二十一绝 6 条, 就对当时官兵的胆小如鼠, 作了

辛辣的讽刺¼。与此同时, 他对一些以身殉职的清朝官员, 则高调予以赞扬 ½。

3、其他

该书中还有一些颇有价值的史料。譬如, 5静寄轩见闻随笔6 第 15则 5程仲卿审树6 条曰:

/丙午年, 程仲卿元瑞江西候补时, 以差事至某处, 十二月, 有信客负囊憩树下, 以囊为枕, 倦

而睡, 及醒, 则囊已失所在, 无处稽查, 号泣不肯行, 适仲卿过而问之, 曰: -约计信中三百

金, 皆人家所须以度岁者, 贫不能偿, 又不能少, 误人匪浅。. 跪求伸理, 以解其厄 0, 这是有

关信客的资料。明清以来, 徽州一府六县都有一些人充当信客, 为旅外同乡捎带书信银钱¾, 上

述的这个例子提及, 信客一次携带的银钱多达三百两, 极其可观。又如, 5静寄轩见闻随笔6 第

21则 5陆小姐庙墓 6 记载有徽州的痘神传说:

陆小姐为痘神, 随园 5齐谐志 6 载黑煞神营获其坟, 江宁太守章攀桂为言其事。

章, 桐城人也。坟在桐城, 农民汪廷佐耕田, 发一古墓, 得古鼎铜镜, 携归, 置几上,

微有光, 彻夜通明, 与其妻宝之。亡何, 汪入市, 见黑煞面长丈余者, 奋拳殴之, 且

曰: /我黑煞神也, 汝盗发陆小姐墓, 当罪。小姐者, 元祐元年我安徽太守女, 太守有

善政, 小姐夭亡, 上帝怜之, 属神护其坟墓, 命小姐往徽州, 司一路痘疫, 汝敢因小姐

外出而盗其所有耶0? 言毕仆地, 舁至家, 疽发于背, 小姐亦附其妻身, 举家哀求, 为

延僧斋醮, 小姐曰: /汝村农民既知罪, 但将鼎镜还原, 买棺安葬我骨, 恕汝罪。我已

为冥司痘神, 应享香火。此段公案, 须城中贡士姚翌佐人品端方, 人所敬信, 可倩其作

记, 立碑晓示村民, 永昭灵应 0。汪如其言, 疽愈。余尝见种痘者奉侍痘神, 多称娘

娘, 而不传姓氏, 意者即陆小姐, 特痘神中之一欤。

这是说太守之女陆小姐夭亡后, 上帝令其司徽州一路痘疫。有人盗掘其墓, 结果引祸上身,

经延僧斋醮, 方得禳灾。此一记载, 是徽州痘神娘娘由来的一个传说。关于痘神娘娘, 民国婺源

文书中有 5放神痘安天花娘娘对联 6: /神痘布群生枝枝清秀, 天花开百树朵朵鲜妍 0, 横批为

/玉润珠圆0¿。晚清民国绩溪杂抄中有天花娘娘文, 也就是祭祀痘神娘娘的科仪À。而歙县的文

书中, 则见有晚清民国时期的两册 5敬谢娘娘帐 6, 为民间种痘的账册, 其中记录了某日 /下

苗 0, 某日 /解厌 0, 某日 /敬谢 0, 各笔开销的记录巨细靡遗 Á。其中的 /娘娘 0, 亦指痘神娘

娘。就目前所见, 婺源早在康熙年间即有引种人痘较为详细的记录, 及至嘉道年间, 前往广州的

商人, 又陆续从岭南携回有关牛痘的书籍。因此, 婺源人对于种痘的关注持续不断, 在民间, 种

161

¹

º

»
¼

½

¾

¿
À

Á

(清 ) 李斗: 5扬州画舫录 6 卷 11 5虹桥录下 6, 中华书局 1997年版, 第 265页。

王振忠、朱红整理校注: 5 (新发现的徽商小说 ) 我之小史 6 第 16回 5游沪渎赏烂漫春光, 办自治结文明团体 6, 安
徽教育出版社 2008年版, 第 254页。

王振忠、朱红整理校注: 5 (新发现的徽商小说 ) 我之小史 6 第 3回 5到石门旋及嘉善, 返故里先过杭州 6, 第 104页。

5静寄轩见闻随笔 6 第 76则 5刺杨县主翼 [绎 ] 堂裕仁公诗一字至七字 6。
5静寄轩见闻随笔 6 第 68则 5歙令廉公死节诗联 6。
关于徽州信客, 参见王振忠 5徽商与清民国时期的信客与信局 6, 载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究中心主办
5人文论丛 6 2001年卷,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慎思轩自集 5杂文 6, 婺北文书抄本。
当然, 5祭天花娘娘文 6 开首即曰: /致祭于天花田、柳、霍三位之神前, , 0, 可见, 绩溪的痘神娘娘似与婺源不尽

相同。

以上提及的诸种, 均系民间抄本, 私人收藏, 拟另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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痘的同时, 还伴随着一些民间的仪式, 其中, 痘神娘娘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此外, 5静寄轩见闻随笔 6 第 65则提及, 钱塘人徐荆, /辛卯举人, 自壬辰八赴礼闱不售,

历尽苦楚, 作 5竹枝词6 以自嘲 0:

迢递京华隔几千, 年年风雪梦魂牵。田园典去添新债, 化作长安买路钱。

初来意气正扬扬, 名片纷投拜客忙。亲友欢迎僮仆敬, 人人俱是状元郎。

腰缠有限费张罗, 囊空其奈应酬何。长班遍会查踪迹, 无端红白分子多。

酒楼戏馆日开筵, 肥马轻裘尽少年。最是寒酸穷措大, 案头会墨苦钻研。

考具纷纷店面开, 谁知生意冷如灰。随时添凑无多物, 都向秋场借得来。

一纸纶音放试官, 清晨到处索名单。揣摩利器投时好, 准备胭脂画牡丹。

看牌各自到砖门, 向熟疏交几辈存。名姓模糊难更问, 祗缘闲话叙寒温。

会场夹带例原宽, 做贼心虚自胆寒。听得一声搜过了, 胸前小鹿始平安。

万瓦参差矮屋中, 东西来往路曾通。自从功令森严后, 进号都归鸽子笼。

昼长无事话芳邻, 贵姓高科语最亲。自叹频年科分老, 那堪更有老科人。

贴例须防不做情, 堂前打戳看分明。可知受卷诸僚属, 半是同年半后生。

秋场同登得意时, 云泥几载便分离。如今贫贱交情见, 还怕公然作老师。

满城飞骑报春雷, 红卷依然写一开。直到黄昏人定后, 痴痴犹盼得元魁。

下第情怀懊恼多, 誓焚笔砚懒消磨。几番欲罢何曾罢, 终了今科又下科。

上揭的 5科场竹枝词 6, 将应试举子之心态、举手投足描绘得栩栩如生。可能是屡试不第,

江南春对于科场阅历亦是感同身受, 故而饶有兴味地抄录了上述这首 5科场竹枝词 6, 此份资

料, 也就成了科举制度下民风士习的一个生动写照。

结  语

以上简要考述了江南春的生平事迹, 以及其人撰著的 5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 6 稿
本之学术价值。大致说来, 5静寄轩见闻随笔 6 所语以怪力乱神者居多, 而 5静寄轩杂录 6 则随

手辑录个人的各类应酬之作 (如谱序、题记、传略、呈文、家书、祭文和科仪等 )。从中可见,

江南春出身于商人家庭, 本身亦从事商业活动, 在其各类记载中, 尤以衢州和徽州城乡的描述最

为生动, 特别是有关宗教信仰方面的记载, 既有本土和侨寓地的各类神庥, 又有来自西方的基督

教, 由此, 颇可窥探十九世纪中叶中西文化交汇背景下徽州士商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该稿本

的内容极为丰富, 更为详尽的研究则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努力。

(责任编辑: 陈炜祺 )

Hu izhou and Quzhou: Memories of Town and Country in Jiangnan

W ang Zhenzhong

Abstract: JINGJIXUAN JIANWEN SU IB I and JING JIXUAN ZALU is a book in manuscript new ly

found inHu izhou1 The author Jiang Nanchun, w as born in a merchant fam ily, and d id business by h im-

self1 In this manuscrip,t w e can f ind a ll k inds of descriptions on the relig ious be lie,f and the close re la-

t ionship betw een themerchants and the spread o f these belief1W e can also understand the social life and

the spir itw orld of aHu izhoum erchan t in the 19th century w hen d ifferent cultures met1
Keywords: Huizhou; Quzhou; Jiang Nanchun; Town and Country in Jiang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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