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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戏曲家地理分布与江南戏曲文化空间∗

裴 雪 莱

(浙江传媒学院戏剧影视研究院ꎬ 浙江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 　 对清代戏曲家籍贯的统计和历史地理信息(ＧＩＳ)等方法ꎬ对清代戏曲家地理分布予以空间呈现ꎬ
指出其拥有集中性及不均衡性等基本特征ꎬ且以江南为重心所在ꎮ 江南地区的经济发达、科举教育、家族文化等

原因ꎬ哺育出诸多的戏曲家以及群体ꎬ产生集聚效应ꎬ从而造就了江南戏曲文化的辉煌ꎮ 江南文化的深厚底蕴ꎬ形
成了四种类型的戏曲文化空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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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史研究中地理空间的探究不仅具有特殊

的“意味”①ꎬ而且对传统的、时间维度下的叙事模

式形成补充与矫正ꎮ 文人书斋、藏书楼甚至园林、
山川湖泊等等ꎬ都有可能成为文学史的生成空间ꎮ
近年来ꎬ朱万曙、徐永明、王兆鹏、罗时进和曾大兴

等诸位专家多次发文强调“空间维度”与中国文学

史研究之间的独特关系ꎬ并与古代诗文等领域的

研究紧密结合ꎮ 进一步思考ꎬ这种拓展同样适用

于中国戏曲史的研究ꎮ 同一历史进程中ꎬ不同戏

曲家的地理分布直观而又深刻体现戏曲发展的区

域力量对比ꎮ 戏曲家创作、观剧、雅集ꎬ甚至戏曲

家与诗人、官员、商人及歌妓等人群聚集于不同类

型的文化空间ꎬ构成特殊的文化场域ꎬ成为颇有史

实价值而又往往受到忽略的所在ꎮ
空间维度的介入成为打开中国古典戏曲研究

领域的独特视角和有效途径ꎮ 借助历史地理信息

(ＧＩＳ)等方法对清代戏曲家地理分布进行空间呈

现ꎬ重点聚焦江南戏曲文化空间的格局ꎬ并通过具

体案例剖析其基本内涵ꎬ显然利于更加清晰直观

且富有层次性地展现清代江南戏曲的多维文化

空间ꎮ
一、清代戏曲家地理分布的空间呈现
关于时间维度中传统研究的反思与回顾ꎬ其

核心问题即采用时间维度叙述显然容易忽略相同

时间中不同空间里的多维性因素ꎮ 相比之下ꎬ空
间维度下的清代戏曲家群体关照能够带来立体全

面的视野ꎮ 朱万曙教授认为ꎬ“能够回归到更为丰

富和立体化的文学史现场ꎬ重现更为具体的文学

史原貌ꎬ甚至能够促使文学史研究和思想史、心灵

史、生活史、情感史更好地衔接ꎬ生发出诸多富有

文化意味和生命趣味的学术命题ꎬ从而使文学史

研究更加富有学术张力和学术生气ꎮ” [１] 这种看法

对古典戏曲的研究同样存在重要参考意义ꎮ
现以«古典戏曲存目汇考»统计的清代戏曲家

有无籍贯共 ４７５ 人为数据来源②ꎬ结合戏曲目录、
方志考述和相关工具书等多方资料对他们地理分

布进行统计和可视化呈现ꎬ进而阐述清代曲家省

级及府级行政区域分布的总体特征ꎮ 数据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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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以辛亥革命(１９１１ 年)前清朝行政区划为参

照①ꎬ具体如下(表 １):
表 １　 清代戏曲家籍贯省级分布统计表

所属省份 剧作家数量 已知作品数量

南

方

省

份

江

南

地

区

江苏 １４７ ５８４
浙江 １２６ ３０８
安徽 ３０ ８４
江西 ９ ２４
湖南 １０ ２６
广东 ６ １４
湖北 ３ ５
四川 ４ ２
广西 ３ ７
福建 ３ ４
云南 １ ５
贵州 １ １

北

方

省

份

山东 １３ ４６

顺天 ５ １０

直隶 ５ ８

山西 ５ ７

河南 ２ ２

陕西 ３ ７

奉天 ２ ２２

天津 １ １

　 　 由上表可见ꎬ清代剧作家群体主体集中于苏、
浙、皖三省ꎬ尤其构成江南核心地区清府ꎮ 清康熙

六年(１６７７)ꎬ江南省分为江苏和安徽ꎬ但地缘相

近、经济文化联系相关性大ꎬ同属于江南范围ꎮ 道

光二十年鸦片战争后ꎬ上海脱离江苏开埠ꎮ 至于

苏州府内部如吴江、昆山、常熟等三县分为六县ꎬ
并不影响到省份分布的数据变动ꎮ 清代江苏省曲

家分布全国最高ꎬ达 １４７ 人ꎮ 其中仅上海剧作家数

量即达 １７ 人ꎬ相当可观ꎮ 浙江省为 １２６ 人紧随江

苏之后ꎮ 接下来为安徽、湖南、江西、广东等省份ꎮ
江西宋代为江南西道ꎬ地理相近ꎬ经济文化与江浙

交往密切ꎬ属广义江南范围ꎮ 中部地区以湖南最

多ꎬ其邻省湖北偏少ꎮ 岭南广东戏曲成就也突显ꎮ
广西、云南、贵州等西南省份均有戏曲家出现ꎬ且
广西为边疆省份最多者ꎬ而内蒙古、新疆、西藏、青
海、黑龙江、吉林等其他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空白ꎮ
清代重庆属四川辖区ꎬ剧作家数量偏少ꎮ 这种现

象符合清代文人地理分布规律ꎬ即长江流域尤其

太湖—钱塘江流域成为主体同时ꎬ黄河流域文人

衰减ꎬ珠江流域崛起ꎬ海河、淮河、辽河等流域等有

所增强的态势ꎮ 当然清代中叶以后ꎬ各省剧作家

数量整体衰减ꎮ 这与全国戏曲环境的变化有关ꎮ
南方省份剧作家数量质量均占优势ꎮ 北方省份明

显少于南方ꎮ 北方省份以山东最盛ꎬ其次河北ꎮ 接

着辽宁、北京、河北、山西等省市ꎮ 河南、陕西曲家队

伍凋零ꎮ 总体来看ꎬ西北最弱ꎬ其次东北ꎬ再次西南、
岭南ꎮ 最强则为江南ꎬ其次山东等其他华东地区ꎮ

清代曲家分布于全国 ６０ 个府级行政单位ꎬ现
将籍贯统计如下(表 ２):

表 ２　 清代戏曲家籍贯府级分布统计表

序号 籍贯 曲家数量 所属省份

１ 苏州 ６０ 江苏

２ 杭州 ３９ 浙江

３ 嘉兴 ３０ 浙江

４ 常州 ３０ 江苏

５ 绍兴 ２６ 浙江

６ 松江 １６ 上海

７ 宁波 １４ 浙江

８ 徽州 １３ 安徽

９ 扬州 ２０ 江苏

１０ 江宁 １０ 江苏

１１ 湖州 ６ 浙江

１２ 安庆 ５ 安徽

１３ 镇江 ４ 江苏

１４ 海州 ３ 江苏

１５ 金华 ３ 浙江

１６ 庐州 ３ 安徽

１７ 抚州 ３ 江西

１８ 南昌 ３ 江西

１９ 淮安 ２ 江苏

２０ 温州 ２ 浙江

２１ 处州 ２ 浙江

２２ 滁州 ２ 安徽

２３ 宁国 ２ 安徽

２４ 衢州 １ 浙江

２５ 和州 １ 安徽

２６ 颖州 １ 安徽

２７ 凤阳 １ 安徽

２８ 广信 １ 江西

２９ 袁州 １ 江西

３０ 九江 １ 江西

江
南
地
区

　
　
　
南
方
省
份

—０１—

①　 清顺治元年(１６４４)统一全国后ꎬ划明朝的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为十八个行省ꎬ省下设道、府(州)、县ꎮ 光绪十年(１８８４)置新疆省ꎬ光
绪十三年(１８８７)置台湾省ꎬ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甲午战争失败后ꎬ台湾地区被日本占领ꎮ 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改奉天、吉林、黑龙江 ３ 个

将军辖区为省ꎮ 因此ꎬ至辛亥革命(１９１１)前清朝共有 ２２ 省ꎮ



序号 籍贯 曲家数量 所属省份

３１ 广州 ５ 广东

３２ 长沙 ４ 湖南

３３ 湘潭 ３ 湖南

３４ 桂林 ３ 广西

３５ 福州 ２ 福建

３６ 重庆 ２ 重庆

３７ 衡阳 １ 湖南

３８ 岳州 １ 湖南

３９ 武昌 １ 湖北

４０ 黄州 ２ 湖北

４１ 昆明 １ 云南

４２ 平越州 １ 贵州

　
其
他
省
份

４３ 济南 ３ 山东

４４ 登州 １ 山东

４５ 济宁州 ５ 山东

４６ 青州 ２ 山东

４７ 沂州 ２ 山东

４８ 顺天 ５ 北京

４９ 太原 ３ 山西

５０ 平阳 １ 山西

５１ 泽州 １ 山西

５２ 保定 １ 河北

５３ 永平 ２ 河北

５４ 广平 １ 河北

５５ 天津 １ 天津

５６ 洛阳 ２ 河南

５７ 汉中 １ 陕西

５８ 延安 １ 陕西

５９ 西安 １ 陕西

６０ 奉天 ２ 辽宁

北
方
省
份

　 　 现将清代曲家府(州)级分布图的江南地区显

示如下(图 １):

图 １　 清代戏曲家府(州)级分布分层设色图

其中ꎬ１０ 人以上的府均在江南地区ꎬ分别是苏

州、杭州、嘉兴、常州、绍兴、松江、宁波、徽州、扬州

和江宁等府ꎮ ５ 人以上江南 ２ 个ꎬ分别是湖州和安

庆两府ꎮ 广东 １ 个ꎬ即广州府ꎮ 山东 １ 个ꎬ为济宁

州ꎮ 此外顺天府 ５ 人ꎮ 江南府县曲家地理分布占

据全国绝对优势ꎮ 全国 ６０ 个府当中ꎬ南方占 ４２
个ꎬ江南地区所在府(州)３０ 个ꎬ北方 １８ 个ꎮ 江苏

府县数量最多ꎬ苏州府又将近半数ꎬ达 ６０ 人ꎮ 其次

常州、扬州ꎮ 浙江省以杭州府最多ꎬ其次嘉兴、绍
等府ꎮ 大致以太湖东岸最为密集ꎬ延伸至钱塘江

流域ꎮ 属于吴语地区ꎮ 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较

为突出ꎬ尤其杭州府、嘉兴府剧作家数量仅随苏州

府之后ꎮ
总之ꎬ根据分布分层设色图及密度图等数据

呈现ꎬ清代戏曲家地理表现为集中性及不均衡性

等特点ꎬ显然呈现江南文化空间中的曲家分布最

为密集ꎬ数量最为庞大态势ꎮ
二、清代戏曲家地理分布中的江南重心
清代戏曲家分布总量最高省份是江苏ꎬ其次

浙江、安徽、山东等省ꎻ密集度最高城市是苏州ꎬ其
次是杭州、嘉兴、常州、无锡和绍兴等府ꎮ 大概以

京杭大运河为主线的省份为主体ꎬ以太湖—钱塘

江流域为中心的江南地段最为密集ꎮ 高密度区域

涉及数省ꎮ 就密集度而言ꎬ长江下游最大ꎬ其次钱

塘江流域ꎮ 黄河流域较为暗淡ꎬ珠江流域呈现上

升趋势ꎮ 这种格局与明清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程度

正相关ꎮ 以苏州为例ꎬ历来商品经济发达ꎬ科举教

育领先ꎬ戏班演员数量也遥遥领先全国其他州府ꎮ
江南其他商业重镇如杭州、南京、扬州、上海等莫

不如此ꎮ 当然ꎬ江南戏曲文化空间的构成亦得益

于北京戏曲家南下ꎮ 他们或因政治因素ꎬ江南任

职ꎬ传播风雅ꎬ如曹寅、宋荤等人ꎬ或本身贵为帝

王ꎬ观剧品剧ꎬ直接刺激江南地区戏剧资源要素的

高度集中或因经济因素ꎬ如徽商江春(广达)扬州

盐商商总ꎬ广筑园林ꎬ蓄养戏班ꎬ招揽文人曲家ꎬ雅
集制曲等活动ꎮ 如下(图 ２):

图 ２　 清代戏曲家分布密度图

—１１—



现将江南曲家分布密度图放大如下(图 ３):

图 ３　 清代戏曲家分布密度图江南部分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研究元代剧作家里居分

布时统计ꎬ“六十二人中ꎬ北人四十九ꎬ而南人十

三”ꎬ北人分布省份来说“即今直隶、山东西产者ꎬ
又得四十六人”ꎬ城市来说“大都之外ꎬ以平阳最

多”ꎬ但“至中叶以后ꎬ则剧作家悉为杭州人”ꎮ 可

见ꎬ元杂剧作家分布北多南少ꎬ北方以大都、平阳

等城市最多ꎬ南方以杭州最多ꎮ 王氏总结元杂剧

南北分布实力变动的原因时说ꎬ“盖杂剧之根本

地ꎬ已移而至南方ꎬ岂以南宋旧都ꎬ文化颇盛之故

欤?” [２]１１５仅把原因归结为南宋旧都的文化积淀显

然不够全面ꎮ 时运迁移ꎬ延至明清传奇剧作家ꎬ则
为南多北少进一步强化ꎮ 城市分布格局也发生了

变化ꎮ 南方以苏州、杭州、嘉兴、常州、无锡和绍兴

等太湖—钱塘水系商业都会为重心ꎮ 卢前«明清

戏曲史»总结明清两代曲家分布时说ꎬ“若论籍贯ꎬ
以吴人为多ꎬ浙人次之” [３]８ꎮ 可见ꎬ不论明清两代

均以吴人剧作家均为最多ꎮ 至于缘何ꎬ卢氏未做

深究ꎮ 试论大体如下①:
第一ꎬ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达ꎬ戏剧市场需求

旺盛ꎮ 江南三大织造所在苏州、杭州和南京ꎬ均为

唐宋以来财赋重镇ꎬ且丝织业得天独厚ꎬ全国领

先ꎮ 市民阶层壮大、官商消费旺盛、业务往来应酬

频繁等均成为戏曲创作演出市场发达的原因ꎮ 清

初苏州派规模之大、创作之盛全国领先ꎮ 领军人

物李玉及其他剧作家基本市民身份ꎬ无论«清忠

谱»还是«十五贯»等剧本中均有细腻生动的江南

社会风貌描绘ꎮ 清帝玄烨、弘历分别六次南巡ꎬ扬
州、南京、苏州、杭州等沿线官民极力逢迎ꎬ愈演愈

烈ꎮ 其中ꎬ扬州盐政、苏州织造、江宁织造、杭州织

造以及江苏巡抚、浙江巡抚等地方官员组织迎銮

大戏编撰、献剧演剧等种种行为直接刺激了江南

戏剧创作演出市场的繁荣ꎮ 例如ꎬ张照、裘琏等江

南文人学者编撰的迎銮大戏即属此类ꎮ 某种意义

上说ꎬ清代江南戏剧创作演出的繁荣与北京皇权

政治和江南经济的勾结密不可分ꎮ
苏州府及其辖区人口百万有余ꎬ商业贸易涵

盖诸多行业ꎬ具有极大的人口吸附能力ꎮ 据«履园

丛话»卷一“安顿穷人”载ꎬ“金阊商贾云集ꎬ宴会无

时ꎮ 戏馆酒馆凡数十处ꎬ每日演剧ꎬ养活小民不下

数万人”ꎮ 苏州因商贸发达ꎬ演剧随之繁荣ꎬ每日

养活戏曲演出行业人员竟然不下数万人之多ꎮ 故

而胡文伯“禁开戏馆怨声载道” [４]２６ꎮ 可见一斑ꎮ
同治 «苏州府志» 卷十三 “田赋”:康熙十三年

(１６７４)户六十三万四千二百五十五ꎬ口一百四十

三万二百四十三ꎮ[５] 这样的人口规模当时全国罕

有其匹ꎮ 人口基数大ꎬ教育水平高ꎬ行业经济发达

等因素促成苏州成为江南乃至全国文化艺术消费

交流活跃区域ꎮ 清代戏曲家数量北方诸省之和亦

不及苏州一府ꎬ可见苏州经济文化的全国领先地

位ꎮ 上海明代即为棉纺中心ꎮ 另外ꎬ尚有部分戏

曲家并未入仕ꎬ但与梨园艺人、文坛名公等交往密

切ꎬ戏曲创作更加贴合市民精神ꎬ或能以此维持生

计ꎮ 这种创作群体的存在必然是市民经济发达的

苏州等地可以承载ꎮ 这也是为何同为江南地区ꎬ
苏州最多ꎬ杭州嘉兴次之ꎬ其他相对较弱的原因所

在ꎮ 当然ꎬ政治经济地理等因素均不能绝对化ꎬ北
京、汉口等并未见相对优势ꎮ

第二ꎬ江南地区科举教育发达ꎬ文人为主导的

创作队伍强大ꎮ 苏州府、绍兴府历来科举人才繁

盛ꎬ而多数戏曲家身份同时是官员、文人、诗人、词
人甚至画家、医生ꎬ且往往曲家并非第一社会身

份ꎮ 现据曾大兴统计ꎬ选录清代文人州府分布前

十如下:
苏州 １７８ꎬ杭州 １７３ꎬ常州 １３４ꎬ嘉兴 ９３ꎬ扬州

６４ꎬ松江 ６０ꎬ绍兴 ５８ꎬ太仓 ４９ꎬ广州 ４８ꎬ湖州 ４４ꎬ福
州 ４４ꎮ 十名之外为济南 ３５ꎬ徽州 ３２ꎬ顺天 ２４ 等

州府ꎮ[６]４３６

而本文统计清代曲家分布最多州府前十

如下:
苏州 ６０ꎬ杭州 ３９ꎬ嘉兴 ３０ꎬ绍兴 ２６ꎬ常州 １７ꎬ常

州 １７ꎬ上海 １６ꎬ宁波 １４ꎬ无锡 １３ꎬ黄山 １１ꎬ扬州 １１ꎮ
十名之外为南京 １０ꎬ湖州 ６ꎬ南通 ５ 和安庆 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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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ꎬ州府文人最多的前两名分别是书

院林立、硕儒往来的苏州、杭州这样的经济文化重

镇ꎬ与曲家最多完全重合ꎮ 其他嘉兴、绍兴、常州、
上海均在前十之列ꎮ 差别在于ꎬ曲家分布数量前

十均为江南州府ꎬ太湖—钱塘江流域主体突显ꎮ
苏州领先杭州的曲家数量差别远大于文人类ꎮ 而

文学家前十出现广州、福州等闽广省会ꎮ 这与明

清以来昆腔创作唱演以苏州为中心向江南扩散吻

合ꎮ 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载ꎬ“浙十一郡为嘉湖

最富ꎮ 盖嘉、湖泽国ꎬ商贾舟航易通各省ꎬ而湖多

一蚕ꎬ是一年两有秋也”ꎬ省府杭州更是“百货所

聚”、风俗“环巧繁华ꎬ恶拘检而乐游旷” [７]ꎮ 可见

杭嘉湖平原三府不仅拥有物产丰富、丝织业发达

和交通便利等诸多优势ꎬ杭民更是繁华乐游ꎮ 清

代杭嘉湖地区商贸巨镇如青镇、南浔、王江泾和塘

栖[８]等富甲一方ꎮ 清代宁绍平原兼有山海之利ꎬ
比明代发展加快ꎮ 徽商好儒的传统久而有之ꎬ加
之吴越经济文化的刺激ꎬ本地文人的声势ꎬ形成

“贾为厚利ꎬ儒为名高”的传统ꎮ[９]４０

清代诸多曲家都有幕府或者博学鸿词经历ꎮ
陈正祥ꎬ“清朝乾隆元年(１７３６)诏举博学鸿词ꎬ先
后选举者 ２６７ 人ꎻ其中ꎬ江苏占 ７８ꎬ浙江 ６８ꎬ江西

３６ꎬ安徽 １９ꎬ合计 ２０１ 人ꎬ占全部人数 ７５％ꎬ而江

苏、浙江独占 １４６ꎬ超过全国半数”ꎮ[１０]２１－２２ 清后期

幕府ꎮ 如万树、左潢、毛国翰等ꎮ 失意文人的较好

选择ꎮ 杭州沈玉亮、赵瑜等均称之为洪昇齐名ꎬ可
惜身后无名ꎮ 文人是清代剧作家主导性群体ꎬ且
官员型文人占多数ꎬ二者区域分布紧密相关ꎮ 据

萧一山«清代学者生卒及著述表»统计ꎬ清代学者

９７０ 人ꎬ江苏达 ３２０ꎬ高居第一ꎮ[１１] 清代状元共 １１４
人ꎬ江苏 ４９ꎬ占 ４２.９８％ꎬ浙江 ２０ꎬ占 １７.５４％ꎬ安徽 ９
名ꎬ占 ７.８９％ꎬ山东 ６ 名ꎬ占 ５.２６％ꎬ广西 ４ 名ꎬ占
３.５１％ꎮ[１２]１８８还有不少文人参还参与宫廷大戏的创

作ꎮ 例如ꎬ张照ꎬ官员、书法家ꎬ与周祥钰、王廷章

等均有宫廷大戏创作ꎮ 帝王近臣ꎬ官职显要ꎮ 书

法、音律俱得帝王赏识ꎬ宫廷大戏宫廷大戏 ６ 种ꎬ为
文官创作数量最多ꎮ 可见ꎬ戏曲家的密集度直接

与该地区的科举教育发达程度挂钩ꎮ
第三ꎬ文化家族众多ꎬ家族成员文化程度高ꎬ

成为女性剧作家兴起的契机ꎮ 据统计ꎬ清代女性

剧作家共有 １５ 人ꎮ 苏州 ２ 人ꎬ吴江叶小纨ꎬ城区张

蘩(庄氏目录未列)ꎻ连云港 １ 人ꎬ海州刘清韵ꎻ杭
州 ３ 人ꎬ钱塘梁孟昭ꎬ仁和吴藻ꎬ城区林以宁ꎻ嘉兴

３ 人ꎬ嘉善李怀ꎻ嘉善曹鑑冰ꎻ桐乡孔继瑛ꎻ合肥 １

人ꎬ城区许燕振ꎻ黄山 ３ 人ꎬ歙县何佩珠ꎻ歙县吴兰

徵ꎻ广西 １ 人ꎬ桂林姚氏ꎻ陕西 １ 人ꎬ西安王筠ꎮ 由

数据可知ꎬ清代女性曲家分布主要是江南核心太

湖流域ꎬ而杭州嘉兴分别 ３ 人为最多ꎬ苏州次之ꎮ
黄山属于钱塘江流域上游ꎬ共有 ３ 人ꎮ 与清曲家多

在苏南不同ꎬ女性曲家分布侧重浙北ꎮ 其次ꎬ安徽

合肥、广西桂林和陕西西安均有 １ 人ꎬ此三处为各

省省府所在ꎬ文化教育和酬唱往来较多ꎮ 此外ꎬ大
多数女性曲家身份兼有诗人、画家或词人等ꎮ 为

诗人共有 ９ 人ꎬ为画家 ４ 人ꎬ还有音律家 １ 人ꎬ可见

均有较高文化修养ꎮ 桂林姚氏是戏曲家朱凤森妻

室ꎬ表明文化家族对女性成员的戏曲创作影响

巨大ꎮ
女性剧作家分布以苏州、杭州最高ꎬ其次嘉

兴、合肥、淮安、西安等ꎮ 苏州、杭州、嘉兴、徽州一

带经济实力雄厚、家族文化积淀深厚更利于女性

剧作家摆脱传统束缚ꎬ从而更好地从事文化艺术

活动ꎮ 此外ꎬ淮安刘清韵、西安王筠等书香门第同

样能够脱颖而出ꎮ 苏州地区女性剧作家耳目一

新ꎮ 苏州叶小纨、张繁ꎬ淮安刘清韵、杭州吴藻、梁
孟昭ꎬ徽州阮丽珍、何佩珠和西安王筠等ꎮ 就剧本

创作数量和质量来说ꎬ叶小纨、张繁、吴藻、刘清韵

和王筠等影响最大ꎮ 何佩珠晚出«梨花梦»似模拟

«鸳鸯梦»«乔影»等而作ꎮ 文化家族女性成员的自

觉尤为典型ꎮ 例如ꎬ李怀ꎬ曹尔垓妻ꎬ诗人ꎬ剧作

家ꎮ 传奇«双鱼谱»ꎮ 曹鑑冰ꎬ曹尔垓女ꎬ诗人、画
家、剧作家ꎬ与祖母吴朏、母李怀合刻诗稿«三秀

集»ꎮ
第四ꎬ江南地区出版印刷业发达ꎬ剧本编撰刊

刻及传播等方面领先ꎮ 宋代以来ꎬ苏州、南京、杭
州、湖州、建阳等为全国刊刻印刷中心ꎮ 延至明

清ꎬ南京、苏州、杭州等戏曲小说刊印出版业仍然

全国领先ꎮ 如南京芥子园、富春堂ꎬ苏州师俭堂

等ꎮ 明代臧懋循«六十种曲»、清代苏州钱德苍«缀
白裘»和叶堂«纳书楹曲谱»等大型戏曲文献出版ꎬ
无疑推动该地区戏曲创作演出经验总结发展ꎮ 此

外ꎬ苏州、嘉兴、湖州、杭州等太湖—钱塘江流域拥

有众多实力雄厚的藏书家群体ꎮ 例如ꎬ有清一代

仅苏州地区即有常熟钱谦益、瞿绍基、翁同龢ꎬ长
洲黄丕烈、袁廷寿ꎬ元和顾之逵ꎬ昆山徐乾学ꎬ吴县

潘祖荫等名震一时的藏书大家ꎮ 刻书方面ꎬ吴县

黄丕烈士里礼居、江阴缪荃孙艺风堂等、南京李渔

芥子园均较为知名ꎬ而最为久远的则为苏州席氏

扫叶山房ꎮ 众多藏书不仅利于剧本抄阅传播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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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曲家本身的成长发展ꎮ
第五ꎬ昆腔传奇以苏州为中心扩散流布全国ꎬ

苏州曲师、苏州伶人成为人才输出中心ꎮ 苏州戏

园之早、昆班之多均全国领先ꎮ 清代曲家明确为

清曲家而非曲律家之类身份的共有 １９ 人ꎮ 苏州 ５
人ꎬ分别是长洲尤侗、太仓王抃、吴江徐爔、常熟邱

园以及城区顾以恭ꎻ扬州 １ 人ꎬ江都徐石麒ꎻ无锡 ４
人ꎬ分别是城区杨潮观、邹式金、顾彩和宜兴万树ꎻ
镇江 ２ 人ꎬ均为丹徒ꎻ南通 １ 人ꎬ如皋黄振ꎻ湖州 １
人ꎬ吴兴朱夰ꎻ绍兴 １ 人ꎬ山阴胡介祉ꎻ金华 １ 人ꎬ武
康沈玉亮ꎻ福建 １ 人ꎬ莆田余怀ꎻ北京 ２ 人ꎬ舒位和

岳端ꎮ 前者苏州成长ꎬ后者为皇室成员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清代清曲家身份的剧作家主

要分布在江南地区ꎬ苏南 １１ 人最为密集ꎮ 其次扬

州南通等长江北岸和绍兴湖州等浙西、浙东地区ꎮ
北方仅有北京 ２ 例ꎬ且北京舒位成长于苏州ꎬ与福

建余怀寓居江南类似ꎮ 可见ꎬ清曲家身份的剧作

家分布ꎬ以吴语中心吴中扩散开来ꎬ受到昆腔传播

范围的重要影响ꎮ 明末苏州长洲人徐树丕«识小

录»卷四“梁姬传”:四方歌曲必宗吴门ꎬ不惜千里

重赀致之ꎬ以教其伶ꎬ然终不及吴人远甚ꎮ[１３]１７２苏

州昆伶、曲师的优势地位延续明清两朝ꎮ 康熙朝

洪昇、孔尚任南北并峙ꎬ然均与吴中曲师合作ꎮ 清

王载 扬 « 书 陈 优 事 »ꎬ “ 时 郡 城 之 优 部 以 千

计ꎮ” [１４]１５０康熙首次南巡后ꎬ即带走名净陈明智等

苏伶若干ꎮ 苏州曲师与剧作家密切合作ꎬ保证了

清代戏曲创作综合晚明汤显祖至情论、清初苏州

派本色自然ꎬ达到南洪北孔场上案头两得其擅的

境界ꎮ
三、江南戏曲文化空间的四种类型
清代江南戏曲家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ꎬ亦是

他们进行戏曲创作、诗文唱和、序跋点评、观剧评

剧等诸多戏曲活动的空间ꎮ 整个江南地区即是一

个庞大的文化空间ꎬ由不计其数的次生空间构成ꎮ
大概可以分为私人性质和公众性质两种类型ꎮ 诸

如西湖山水、庭院书斋、往来舟次、寺庙道院等等ꎮ
江南戏曲文化空间大致可以分为四种代表性

类型:
１.山水名胜ꎬ公众性质ꎮ 明清以来的苏州虎丘

曲会ꎬ是江南民间昆曲清唱的大型集会ꎮ 晚明张

岱«陶庵梦忆»载ꎬ“三鼓ꎬ月孤气肃ꎬ人皆寂阒ꎬ不
杂蚊虻ꎮ 一夫登场ꎬ高坐石上ꎬ不箫不拍ꎬ声出如

丝ꎬ裂石穿云ꎬ串度抑扬ꎬ一字一刻ꎮ 听者寻入针

芥ꎬ心血为枯ꎬ不敢击节ꎬ惟有点头ꎮ 然此时雁比

而坐 者ꎬ 犹 存 百 十 人 焉ꎮ 使 非 苏 州ꎬ 焉 讨 识

者” [１５]１３ꎮ 至清初ꎬ张潮«虞初新志»卷四«寄畅园

闻歌记»跋文云ꎬ“吴俗于中秋夜ꎬ善歌者咸集虎丘

石上ꎬ次第竞所长ꎮ 唯最后一人为最善ꎬ听者止数

人ꎬ不独忘言ꎬ并不容赞ꎬ予神往久矣” [１６]６ꎮ 清乾

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虎阜志»“中秋ꎬ倾城士女游虎

丘看月ꎬ彻夜笙歌” [１７]５６７ꎮ 显然ꎬ月静山空ꎬ众人齐

座千人石ꎬ夜色里唯有曲唱者声音ꎮ 这本身就是

曲家、文人、曲友等诸多戏曲文化群体高质量雅集

的重要空间ꎮ 清初曲家苏昆生曾于虎丘曲会指出

曲唱时弊ꎮ
杭州西湖亦为江南一大名胜ꎮ 清代江南乃至

其他地区的戏曲家、文人、名士等多有往来湖上ꎮ
譬如ꎬ李渔(１６１０－１６８０)字笠鸿、谪凡ꎬ号笠翁ꎮ 浙

江兰溪人ꎮ 生于江苏如皋ꎬ曾居南京十载ꎬ晚居杭

州西湖ꎬ自号湖上笠翁ꎮ 尝率家班演出于大江南

北ꎮ 寓居百花巷ꎬ与苏州名士、诗人观剧评剧ꎬ以
戏曲为媒介ꎬ唱和往来ꎮ 移居金陵后ꎬ芥子园成为

戏曲小说刊刻、售卖的特殊空间ꎮ 康熙十六年

(１６７７)李渔移家杭州西湖ꎬ筑室湖山之间ꎬ晚年廿

载ꎬ又号湖上笠翁ꎮ 西湖即为典型的戏曲文化活

动空间ꎮ 再如ꎬ洪昇(１６４５ － １７０４)ꎬ字防思ꎬ号稗

畦ꎬ又号稗村、南屏樵者ꎬ钱塘人ꎮ 西湖及其周边

的空间ꎬ是洪昇成长、交往的空间ꎮ 洪昇早年师事

萧山名士毛先舒(１６２０－１６８８)ꎬ后与“西泠十子”关
系至密ꎮ “十子”中陆圻的侄子陆繁弨(? －１７００)
亦为洪昇业师ꎬ沈谦(１６２０－１６７０)等其他诸位对洪

昇影响同样匪浅ꎮ 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ꎬ十七岁的

洪昇从苏州剧作家袁于令游西湖ꎮ 同年ꎬ正是江

南奏销案爆发、金圣叹判死刑、永历帝被获等血雨

腥风之际ꎮ 次年即康熙元年(１６６２)洪昇陪同陆次

云再游西湖时ꎬ洪昇已经名闻邑里了ꎮ 可以说西

湖山水滋养、庇护了洪昇才情学识的长成ꎮ 基于

此ꎬ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ꎬ洪昇三十岁二次入京后ꎬ
先后拜王士禛、施润章等文坛巨擘为师ꎬ但江南文

化空间的印记始终存在ꎮ 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ꎬ演
剧得祸ꎬ离京返杭ꎬ家难未除ꎬ正所谓“揶揄顿遭白

眼斥ꎬ狼狈仍走西湖湄” [１８]３２２ꎮ 康熙三十九年

(１７００)«长生殿»上卷于杭州刻成ꎬ两年后该剧又

于西湖吴山演出ꎬ盛况空前ꎮ 若称洪昇的生命才

情与西湖山水交相辉映ꎬ并不为过ꎮ 康熙四十三

年(１７０４)ꎬ洪昇自江宁归杭ꎬ经乌镇醉酒落水而

亡ꎮ 江南水乡环境孕育出的才子ꎬ又魂返水乡ꎮ
再如ꎬ晚清民国之际ꎬ苏浙沪一带的曲友齐聚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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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湖举行曲会ꎬ则是江南文化空间里的时代面

貌了ꎮ
２.城郭街巷ꎬ公众性质ꎮ 康熙年间苏州织造李

煦ꎬ为曹寅继任者ꎮ 据«圣祖五幸江南恭录»载ꎬ清
康熙四十四年(１７０５)乙酉三月ꎬ玄烨五次南巡至

苏ꎬ李煦接驾ꎬ“沿途河边一带数十里ꎬ设戏台演戏

恭迎”ꎮ 此时ꎬ苏州河道两边精心布置的戏台临时

组成极其特别的戏曲文化空间ꎮ 所演剧目有江南

地方官员组织编撰的迎銮大戏等ꎮ 苏州文人剧作

家沈起凤等人曾参与此类戏曲创作ꎮ 在这种特殊

的戏曲文化空间里面ꎬ囊括了皇帝、官绅、文人、商
贾、伶人等社会诸多群体ꎬ这是普通民间文化空间

所无法比拟的ꎮ 康熙回程又至苏州、南京、扬州等

江南行宫所在观剧ꎬ接见文人官员ꎮ 为了更好迎

銮接驾ꎬ扬州盐商刻意蓄养戏班ꎬ大僚幕府也多有

文人曲家投靠ꎬ譬如安徽全椒金兆燕等即投靠扬

州卢见曾幕府ꎬ戏曲文化文空间因政治经济等因

素集聚而成ꎮ
至乾隆年间ꎬ江南城郭街巷构建的戏曲文化

空间有增无减ꎮ 譬如ꎬ清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辛末

二月十三日至二月下旬ꎬ高宗首次南巡ꎬ“先后驻

跸扬州、苏州ꎬ两府城郭街衢ꎬ设戏台彩棚ꎬ沿途水

次则灯船戏船ꎬ演戏迎銮ꎮ 厉鹗在扬州受聘制迎

銮戏«百灵效瑞»ꎬ与钱塘吴城的«群仙祝寿»ꎬ合为

«迎銮新曲»ꎮ 朱夰在年苏州亦受聘作迎銮新

戏ꎮ” [１９]９５这种容政治、文艺、礼仪等一体的文化空

间ꎬ牵动着戏曲创作、演出和观评的诸多领域ꎮ
３.府宅庭院ꎬ私人性质ꎮ 苏州长洲人尤侗

(１６１８－１７０４)ꎬ字展成ꎬ又字同人ꎬ号悔庵ꎬ又号艮

斋、栖堂老人ꎮ 清初文人、戏曲家ꎮ 其故宅 “亦

园”ꎬ在苏州葑门新造桥ꎮ 有看云草堂ꎬ家班排演ꎬ
娱亲养老ꎮ 幸得顺治、康熙两朝帝王褒语ꎬ分别赞

之曰“真才子” “老名士”ꎮ 再如ꎬ太仓王抃为晚明

首辅王锡爵曾孙ꎮ 其宅有鹤来堂ꎬ为戏曲创作、搬
演的重要空间ꎮ 太仓王氏是典型的文学世家ꎬ蓄
有家班延续延续明清两朝ꎮ 康熙十四年(１６７５)乙
卯ꎬ“元宵后ꎬ在九弟堂中演«舜华庄»” [２０]３９ꎮ 该剧

为王抃本人所撰传奇剧本ꎮ 同年ꎬ“清和之初ꎬ余
欲将李文饶事谱一传奇ꎬ盖专为任子吐气也ꎮ 湘

碧知之ꎬ特约余至染香庵ꎬ同惟次并老优商酌ꎬ间
架已定” [２０]３９ꎮ 此处草创剧本即«筹边楼»传奇ꎬ而
染香庵成为商讨剧本ꎬ通力合作的重要空间ꎮ 次

年八月ꎬ王抃终借八弟王掞由京归里之机ꎬ于鹤来

堂搬演该剧ꎮ 如此较长时间的戏剧创作和搬演ꎬ

如果没有较为固定、安宁的空间是无法展开的ꎮ
王氏兄弟府宅均是重要的戏曲文化空间ꎮ

曹寅(１６５８ － １７１２)ꎬ字子清ꎬ一字楝亭ꎬ号荔

轩ꎬ又号雪樵ꎬ其先为辽阳(今沈阳)人ꎬ隶正白旗

包衣ꎮ 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任苏州织造ꎬ三年后

调任江宁织造ꎮ 为官江南期间ꎬ喜结名士ꎬ江南尤

侗、叶燮、洪昇、姜宸英等人ꎬ遂主盟东南文坛ꎬ其
府宅庭院即为江南重要的文化空间ꎮ 由苏至宁ꎬ
织造府班随之流动ꎬ戏曲文化空间发生位移ꎮ 康

熙四十三年(１６９５)ꎬ曹寅江宁织造期间ꎬ邀请杭州

洪昇为座上宾ꎬ观演«长生殿»三昼夜ꎬ一时传为佳

话ꎮ 不排除文人曲家之间的风流唱和ꎬ亦有安抚

江南文人群体的政治初衷ꎮ 如此ꎬ曹氏府邸的文

化空间具有了特殊意义ꎮ
４.书斋阁楼ꎬ私人性质ꎮ 黄图珌ꎮ 乾隆三年

(１７３８)戊午ꎬ八月十二日ꎬ华亭黄图珌在杭州同知

任所刻所著«雷峰塔»传奇一卷ꎬ自为序ꎬ署“乾隆

三年八月十二日峰泖蕉窗居士题于钱塘之二桂

轩ꎮ” [２１]１８２１乾隆十一年(１７４６)丙寅ꎬ七月初二日ꎬ
黄图珌自跋«看山阁集闲笔»于活水轩ꎬ署“乾隆丙

寅秋七月二日” [２２]１１９ꎮ 乾隆十四年(１７４９)己巳ꎬ五
月八日ꎬ黄图珌«双痣记»传奇有成稿ꎮ 山阴汉胄

氏为序ꎬ署“乾隆十四年岁在己巳端阳后三日山阴

汉胄氏书于珠江书屋” [２３]１３３６ꎮ 剧本有今年承恩堂

刊本ꎬ题“山阴蕉窗主人编”ꎮ 由此可知ꎬ与黄图珌

戏曲创作有关的书斋至少出现了三种ꎬ分别是“二
桂轩”“活水轩”即“珠江书屋”ꎮ

再如ꎬ康熙十年(１６７１)辛亥ꎬ中秋ꎬ孙郁(别号

苏门啸侣)传奇剧本«天宝曲史»成ꎬ自撰«凡例»ꎬ
“是编自五月朔捉管ꎬ至中秋望日而成”ꎬ署“大清

康熙十年岁次辛亥八月十八日ꎬ魏博孙郁雪崖主

人自识于桂轩之西阁” [２４]８０ꎮ 此处“桂轩之西阁”
显然为私人性质的小型文化空间ꎮ

私人性质的书斋阁楼ꎬ是较为封闭、隐私的文

化空间ꎬ往往历经不用时间段的积淀而焕发出光

彩ꎮ 关于书屋、书斋等具体的小型文化空间频繁

见诸古典戏剧剧本序跋当中ꎮ 大量书斋阁楼今皆

不存ꎮ 因为文化空间处于不断变化改动之中ꎮ
不过ꎬ江南文化空间形态远不止上述四种ꎬ尚

有众多寺庙道院、商人会馆以及行舟游船等公众

性质的文化空间ꎮ 总之ꎬ清代江南文化空间形态

多样复杂ꎬ无论公开性质还是私人性质ꎬ都表现为

“人为主体”的基本内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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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空间维度的探讨具有再认识的价值和意义ꎬ

是对现有文学史或戏曲史中以时间维度叙述模式

的一种调整或补充ꎬ亦为传统戏曲史进行多维考

察的绝佳契机ꎮ 基于清代戏曲家的籍贯著录梳

理ꎬ通过清代省、府的分层设色图和府(州)级密度

图的空间呈现ꎬ阐述他们地理分布的深层缘由ꎬ更
加深刻认识清代戏曲创作、演出和传播等诸多层

面的丰富面貌ꎮ 这无疑成为一种有益尝试ꎮ
清代曲家地理分布具有明显的集中性ꎮ 由分

层设色图及密度图等呈现出来的集中性并非偶然

现象ꎮ 以苏州为例ꎬ商品经济发达ꎬ科举教育领

先ꎬ戏班演员数量也遥遥领先全国其他州府ꎮ 清

初ꎬ苏州地区剧作家表现最为突出ꎬ作品数量之

多、质量之高ꎬ遥遥领先全国其他府城ꎬ甚至远远

高出诸多内陆省份ꎮ 如李玉传奇数量高达 ４２ 种ꎬ
朱佐朝高达 ３５ 种ꎬ如李氏«占花魁» «千钟戮» «清
忠谱»ꎬ朱氏«渔家乐»«艳云亭»等诸折民间、宫廷

广为流传ꎬ且延续至今ꎮ «清忠谱»等取材苏州本

地时事ꎬ地域文化铸就经典流传ꎮ 清初苏州吴县、
长洲等县戏曲创作最为繁盛ꎬ就剧作家数量剧本

质量的影响元明清罕见ꎮ 苏州戏曲剧作家队伍壮

大ꎬ绝非仅仅在于昆腔源发地ꎬ主要与这个文化空

间里面具有戏班演员强、文人曲家多、观众基础好

等诸多特点ꎮ
江南其他商业重镇如杭州、南京、扬州、上海

等均为高密集度区域ꎮ 清初剧作家、戏曲理论大

家李渔ꎬ出生于金华兰溪ꎬ生活并终老于杭州ꎬ属
于杭州延伸区域ꎮ 绍兴戏曲创作和评论最盛ꎮ 明

代王骥德、祁彪佳、吕天成等影响较大ꎬ清代高奕

«新传奇品»ꎬ自评己作 １４ 种ꎬ“清修洁操ꎬ不染世

气”ꎮ 清中期扬州、南京等戏剧演出虽然一度成为

南方中心ꎬ但剧作家数量不及苏州、无锡、杭州、绍
兴等环太湖区域ꎮ 扬州戏剧演出的繁荣以盐业、
水运和康乾南巡催生ꎮ 清中期扬州地区乾嘉学派

通博气度促使学者较多关注戏曲等通俗文化ꎬ最
为典型代表即焦循«花部农谭»«剧说»等著述的出

现ꎮ 虽不是戏剧作品ꎬ但是与戏剧创作、演出鼎足

而三的理论批评ꎮ 吴绮、徐石麒等扬州剧作家均

善音律ꎬ体现较高曲学修养ꎮ
高度集中之后的文化空间具有集聚效应ꎮ 同

一文化空间呈现不同类型的、高密度戏曲活动ꎮ
譬如ꎬ康熙三十九年(１７００)ꎬ孔尚任«桃花扇»于苏

州上演ꎬ本应是值得庆贺的事情ꎮ 但同年ꎬ尤侗病

逝于苏州ꎮ 洪昇卒于离苏州吴江不远的乌镇ꎮ 同

样的江南文化空间里面上演着悲喜剧ꎮ 与文人曲

家不同ꎬ职业性质的戏曲家以苏州地区最为集中ꎬ
也最有代表性ꎮ 原因在于苏州地区发达的市民阶

层和市民思想ꎬ能够保证戏曲家的创作发展ꎮ 清

代中后期ꎬ剧本创作和梨园搬演愈发分工细密ꎮ
剧本编撰、曲谱修订、声律打磨均非个人之力所

及ꎮ 一旦江南戏曲文化空间拥有不同的戏曲群体

之后ꎬ他们相互交流切磋ꎬ更好地克服诸多问题ꎮ
不同空间之间同样会产生影响ꎮ 上文所述钱塘洪

昇至京师拜师即为此例ꎮ 文化空间形成的初始契

机或许未因戏曲ꎮ 譬如ꎬ江南地区不计其数的商

人会馆、寺庙神台ꎬ乃至行舟画舫ꎬ它们最初的构

建或因商业往来、宗教祭祀及交通旅行ꎬ但往往因

承载了戏曲家群体及相关戏曲活动ꎬ便具有了戏

曲文化空间的作用和意义ꎮ
总而言之ꎬ清代戏曲家地理分布的空间呈现拥

有集中性及不均衡性等基本特征ꎬ且以江南为重心

所在ꎮ 这种现象通过大量鲜活的具体案例得以展

现ꎬ深刻体现出“人为主体”的基本内涵ꎮ 正因为江

南文化空间拥有公私两便、复杂多元的基本形态ꎬ才
能吸附、哺育出足够多的戏曲家群体ꎬ产生集聚效

应ꎬ最终铸就江南戏曲文化的无比辉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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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节点ꎬ虽然只是借庄绍光进京一事侧面介绍ꎬ
但却是全文时间叙事的核心ꎮ 第五十五回故事结

束于万历二十三年(１５９５ 年)ꎬ显然跟故事开头楔

子中明初洪武年间无法呼应ꎬ那么第五十六回万

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 年)又说明什么呢? 那就是万历

四十四年(１６１６ 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ꎬ历史正式

进入明亡清兴的阶段ꎮ 故虽明朝仍然存在了近三

十年时间ꎬ但是万历四十四年已经宣告明王朝统

一时代的终结ꎬ故作者以此为全书叙事的终点ꎬ与
楔子遥相呼应ꎮ 且从成化末年到万历四十四年ꎬ
嘉靖晚期的泰伯祭祀正好处于两者的中间位置ꎬ
不得不佩服作者构思之巧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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