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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明清时期,无锡家族文化兴盛,典型的文化世家有顾氏、秦氏及华氏。无锡望族文化兴盛主要体现为重视

科举教育,创办书院私塾,整理家族与地方文献等方面,且又各具特色: 宪成家族理学传家, 顾宸家族对古诗文的校注与

选编,成绩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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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学术, 一个显著的特性

就是地域性日益突出。特别是家族的文化传承,

不仅是望族胜门道脉嗣承的保证, 同时也是区域

文化繁盛的根基, 在建构区域学术版图中起着极

为重要的作用。就人文蕴盛的锡邑而言,其世家

大族簪缨累代, 奕世书香。本文拟以顾宪成、顾宸

两大世家为考察对象, 来探讨其骚雅接响的文化

渊源,为梁溪地方学术文化的研究提供一个诠释

的空间。

一

梁溪人文荟萃, 学风昌盛,尤其重视科举与教

育。据5金匮县志6卷十六5选举6统计, 明清时期

无锡进士人数多达四百六十多人, 而明经、贡生及

诸生则不可胜举。为了砥砺学业, 锡地兴办大量

的书院和私塾。崇祯五年史应选5追复金阊希冯

公祠碣文6云: /国朝学校遍天下,秦汉以来所未有

也。吴中为文学渊薮,先贤若吴泰伯、顾文正, 莫

不各有义塾以为讲习之所, 如虞庠、郑校以奉烝

尝,以劝子弟耳。0 [ 1]卷一无锡邹鸣鹤5鹅湖华氏家

塾文钞序6也云: /人文渊薮之地, 士兴于学,民兴

于业, 义田义塾之设, 比比皆是。0 [ 2]卷三其中主要
的书院有东林书院、崇正书院、共学山居、遂初书

院。除了书院的教育外,锡地望族都普遍建有义

学、私塾, 以作为家族振兴、培养人才的途径之一,

如芙蓉山社学、勖悌义塾、勉孝义塾、崇仁义塾,而

家塾则有秦氏书塾(嘉庆初秦震钧、秦瀛建)、华氏

书塾(嘉庆元年华昶始建)、孙氏书塾(道光中孙洽

建)等 [ 3]卷六。为了表征斯文不坠及对地域文学传

统的推崇,锡地的一些望族还充分利用自身的文

化优势,整理了大量的地方文献,如5梁溪诗钞6、

5梁溪文钞6及5梁溪词钞6等。此外, 家族文献的

编撰刊刻也是其重要的文化举措, /汇十世清芬于

一编, 足征吾家世德渊源,余韵绵长也。0 [ 4]如道光

年间,秦彬广泛搜集历代家族先辈遗留传世的诗

词著作,编辑了5锡山秦氏诗钞6,多达十八卷。顾

皋5锡山秦氏文钞序6也云: /不胫而走, 不羽而飞,

天下奉为艺苑,非徒自私一门之隽而已也。0其它

家族文献有华享孳5华氏文献表6、龚谷成5梁溪龚

氏遗诗6、杨芳灿5辟疆园遗集6等, 皆传诵一时。

这不仅营造了家族浓厚的文化氛围, 而且对整个

地域文化性格的形成都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除

此之外,望族间的联姻是维系世家大族鼎盛不衰

的纽带之一,如秦耀5许氏合修南北宗谱序6中提

及秦许两家世交,秦耀五世祖曾受业于许乐天,秦

耀子则受业于许鹤泉。鹤泉早逝, 其子逸庵日往

来秦家。逸庵从弟凤麓又与秦耀侄联姻,结为/朱

陈之好0,两家可谓道谊渊源, 通家累叶[ 5] 。可见,

望族之间通过婚姻的网络,不但拓展了家族的势

力范围,而且也加强了彼此之间的文化联络,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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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家族文化的联姻, 使得梁溪/文献之邦0的美

誉长盛不衰。

顾光旭5梁溪诗钞序6云: /本朝世应昌期,家

治旧学,郁郁乎人文之盛。, ,国初之秦、顾、严

三家并传不废, 何待予言。0锡地望族鼎盛,其中典

型的文化家族有秦氏、华氏以及顾氏等,秦氏迁居

无锡以来, 就以道德文章传家, 更以诗文著称一

时。明倪容5樗林摘稿序6云: / 而秦氏大盛,修静

之诗,敷腴雄健, 气格类放翁。匠意炼辞, 片言不

苟。规圆居方, 彼比合一,诚为一代名家。, ,要

之,得于家学居多, 奕葉书香, 似续勿替, 秦氏之

盛,斯益足徵矣。0 [ 6]卷八如秦松龄、秦道然、秦蕙田

祖孙三代,学识渊博,工诗文又兼通经史。华氏一

族也同样盛名隆兴, 钱泳5锡山杨氏宗谱序6云:
/华氏为吾邑望族,至今犹盛。0如华燧、华察、华坚

等,熟精经史,尤擅长词章之学,华察还曾刻有5华

氏传芳集6。当然,锡地家族之鼎盛,更推顾氏,暨

阳谢陵效丹氏撰5其行公传赞6云: /梁溪望族, 群

推顾氏, 自希冯公为陈黄门侍郎, 以博学硕行,名

重儒林。越十三传为锡蕃公以后, 不坠家声者,大

推其行公, 考之家望, , ,世之论人者, 每以仕宦

之显赫啧啧推奖, 然衡其文章、道德, 则仕宦之显

赫又在所后焉。0 [ 1]卷二明清时期, 无锡顾氏人才辈

出,如顾皋、顾栋高、顾祖禹等,其中尤以顾宪成家

族和顾宸家族盛极一时。这两大家族不仅世系繁

盛,而且学术文化领域中颇多建树,下面对其作详

细考述。

二

无锡经学渊源甚早, 汉代梁溪的虞俊、高彪及

高岱等即熟精5春秋6与易学。宋元阶段,锡邑为

理学之德镇,如大儒杨时,师承程颐、程颢,被誉为

/程氏正宗0、/东南夫子0,在东林书院讲学长达十

八年。其弟子喻樗也知名于世, 并著有5玉泉语

录6、5四书性理窟6等。后尤袤师承喻樗,并在锡

邑传授伊洛之学。明清时期, 无锡经学大盛, 除了

涌现邵宝、高攀龙、顾栋高、秦惠田等一批经学大

师外,顾宪成家族与顾宸家族的经学成就也为世

人称誉。

宪成,谥号端文公。5明史 #顾宪成列传6云:

/幼即有志圣学,暨削籍里居, 益覃精研究,力辟王

守仁-无善无恶心之体. 之说。0万历二十三年, 与

高攀龙、安希范等讲学东林书院。其讲学之地

/月集诸从游者会焉。0[ 7]卷七当时, /溪之南北, 昼

则书声琅琅如也。夕则膏火辉辉如也。0 [ 8]卷二一

些吴中学者也期会于惠山,共同研讨,相互辨微析

异,阐明理学, /龙山胜会, 不减鹿洞、鹅湖。0[ 8]卷三

宪成一生穷究理学,对当时颇流行的王氏/心性0

论予以抨击,其学问主张联系实际,将讲学、议政、

品事结合起来。/士之号为有志者,未有不亟亟于
救时者也。0 [ 9]卷八并且要事事关心, 以家事国事为

重, /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

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 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

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

也。0[ 1 0]卷十一顾氏一生著述颇富,据贞观收集编成

5顾端文公遗书6所载, 其中包括5小心斋札记6十

八卷、5东林会约6一卷、5东林商语6二卷、5虞山商
语6三卷、5仁文商语6一卷、5南岳商语6一卷、5经

正堂商语6一卷、5治矩堂商语6一卷、5当下绎6一

卷、5证性编6八卷、5还经录6一卷、5自反录6一卷、

5泾皋藏稿6二十二卷, 有康熙三十三年刻本及光
绪三年泾里宗祠重刻本。

宪成弟允成,号泾凡。官至礼部仪制司主事,

因忤阁臣张位,谪光州判官,乞假归后与宪成讲学

东林,不复出仕。著有5小辨斋偶存6八卷,散佚的

尚有5易图说亿言6、5惟此四字编6、5朱子两大

辨6、5悱言6等。

宪成一族,子弟皆能砥砺廉隅,以秉承家业为

己任。/吾族理学传家, 簪缨累代0 [ 11] , 严毓(芬

尧) 5春严顾公传6亦云: /自端文至今余三百年,而

其后之人,衣冠文物虽无以大异于人,然励于学循

循矩矱之中经,明而行,修者踵趾相接, 信乎,其前

人之遗泽, 长也。0[ 1]卷十九如宪成孙顾枢, 世承家

学,又亲受业于高攀龙之门。尤精于5易6与5尚

书6, 曾言: /以性善为宗, 以无欲为括,而敦行以复
性,践礼以克欲。0[ 3]卷二十二清兵入关后便隐居乡

里,不事干谒, 以著述讲学为娱, 取陶靖节语自名

曰西畴。著有5西畴日钞6、5西畴易稿6、5西畴剩
稿6、5古今隐居录6等。其后顾焻、顾景文以及顾

建封等皆经术传家。

顾宸家族, 始祖为顾野王。至明季, 家世显

赫,顾宸高祖顾起经,尝助黄佐修5广东通志6、5广
西通志6, 一生著述颇丰, 经史类有5尚书左证6、

5诗解颐6、5檀弓别疏6等。起经弟起纶,邵宝极为

器重,讲业里中, 与王立道、尤瑛齐名,曾与杨慎、

皇甫访唱和。宸曾祖顾道淳, 著5三经阐秘6、5十
三经忠孝节义录6、5经史摘奥6。父顾嘉舜,天启

元年副贡生,其学旁通博览,精研5尚书6,5锡山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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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考6载有5尚书大旨6、5四书正训6、5固庵经抄6。

顾宸之后, 家族多以文学著称, 但也有擅长经学

者,如顾奎光,通5春秋6,著5春秋随笔6二卷。此

外,尚有5毛诗 ( 日录6、5然疑录6等。

顾宸家族除了经学成就之外, 对古诗文的校

注、选集以及诗评等方面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详情如下表:

序号 姓  名 生卒年 选    本 校    注 诗    评

1 顾可久 1485- 1563
5王右丞诗集注6六卷、5李杜诗
体略6 (佚)

2 顾起经 1515- 1569

5唐诸家词咏集6一卷、5赠题
集6一卷、5唐诸加宫词6一卷。
佚: 5元白精英6、5大历才子诗
选6、5仙葩集6、5万窍元声 6、
5唐绝故6、5词场灶律6 等

5笺唐右丞诗集6十卷、文集四
卷、外编一卷年谱一卷、5历朝
评王右丞诗抄画抄6一卷, 5编
注王司马百首宫词6二卷

3 顾起纶 1517- 1587

5类选诗苑秀句6十二卷、5国
雅6二十卷、5续国雅6四卷、5杂
附6一卷

5国雅品6一卷

4 顾道洪 1527- 1600

5东坡先生遗事6十二卷、5孟浩
然诗集6三卷、补遗一卷、5襄阳
外编6一卷

5 顾  治 5唐诸家宫词6一卷 5编注王司马百首宫词6二卷

6 顾嘉舜 1578- 1640 佚: 5唐诗正解6

7 顾  宸 1607- 1674 5宋文选6三十卷, 佚: 5杜诗补
辑6、5元文选6、5明文选6等

5杜工部年谱6、5辟疆园杜诗注
解6

8 顾奎光 1719- 1764
5金诗选6四卷、5元诗选6六卷、
5补遗6一卷

 资料来源:5江苏艺文志# 无锡卷6、5顾氏分编泾里支支谱6。

  从上述表格的统计来看, 顾宸家族对唐诗的

整理予以极大的热情。这种文化现象的出现,应

与当时诗坛反台阁体而主/诗必盛唐0有关,明代

嘉靖、万历年间, 谢榛、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结社,

追求气格声韵的/兴象风神0, 古体宗汉魏,近体宗

盛唐,在文坛上掀起推崇盛唐的复古诗潮。在此

背景下,唐诗选本多重视王孟一派含蓄浑厚的美

学趋向。此外, 明朝中后期,杜甫诗集的刊刻也很

盛行,陆深5重刻杜诗序6云: /自迁史班书而下,杜
诗韩文为世所流布宜无限也。近时杜学盛行,而

刻杜者亦数家矣。余所蓄5千家注6者, 于杜事为
备,间付汪谅氏重翻之, 以与学杜者共诵其诗,读

其书, 且以论其世也。0 [ 12]卷三十八如嘉靖三年张怙
刻5杜工部七言律诗6, 嘉靖七年穆相刻杜律注解

本虞集注5杜律七言注解6,嘉靖三十七年著茹刻
王维桢撰5杜律七言颇解6等[ 13]。顾宸5辟疆园杜
诗注解6即在此学术潮流下产生的。

顾宸的注释, 考据审定, 以史注诗。李壮序

云: /时岁李子学岚,以顾子修远5注杜七律6编示

余,余读三日,而狂舞叫绝,曰: '此真杜之功臣哉!

此真杜之功臣哉! 益复寻绎再四, 从来不可解之

意义字句,无不了然心澈,怡然神会。觉当年作者

性僻惊人与晚节渐细之句, , ,可按此考地而得

噫! 何其奇也, ,,得顾子解, 九原复起, 岂更有
不遇之憾哉! 0此书注解颇详, 每诗题后有解题,

时、地可考者皆一一注明。

此外,顾注也兼析章法、句法,指明承接照应

的关系。其注解着意于钩稽杜诗隐微, 颇中旨意,

如5蜀相6一诗, 顾注云: 出师未捷身先死,皆频烦

开济! 呕血酸辛所致,后之英雄览其遗迹,安得不

低回于碧草、黄鹂间致满襟流泪也哉, /泪满襟0三

字,正写出/自春色0、/空好音0一种惆怅踟蹰, 并
/何处寻0三字亦隐跃生动,非前只写景后方尚论

也。

顾宸注本,历经寒暑,数易其稿,于顺治十八

年完稿。虽也多订正旧注之谬误, 但也有过于繁

碎,难免穿凿之嫌。

另外,顾起纶曾撰明诗总集5国雅6二十卷,此
书从明初到嘉靖间录七八十人,其中士品二十人,

闺品二十人, 仙品八人, 释品十四人, 杂品三人,

5续国雅6四卷,二十人。5国雅6前有/品目0一卷,

即5国雅品6, 丁福保将它编入5历代诗话续编6。

此书仿照钟嵘5诗品6例, 对入选者皆有评定,论诗
推崇严羽、谢榛、王世贞等, /若夫品之源流,前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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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论,代有高鉴, 惟严仪卿一家,颇称指南。至我

盛明弘嘉间,又谆谆刻迪。如昌穀5谈艺6,足起膏
肓;茂秦5诗说6, 切於针砭: 用修5诗话6, 深于辩

核;子循5新语6, 详析品汇; 元美5卮言6, 独擅雌
黄。五家大备, 将何复云。0 [ 14] 是书提倡神韵, 反

对模拟显露。虽然所列诗人难免庸杂, 但也极具

史料价值。

综观顾宪成与顾宸两大家族, 不仅经学著称,

还擅长于古诗文之整理校注。当然, 这一方面是

锡地文化根基的深厚与时代学术思潮的影响, 另

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家族的尚文的氛围以及具

体的文学实践, 如宪成家族作为理学世家,也非常

注意文学才能的培养。文学创造的风气在家族中

也极为浓厚, /以读书稽古之暇发为文章,其浩瀚
宏深、奇怪伟丽有足传也。0 [ 15] 风雅相传, 多有吟

咏,顾维锑5泾皋遗诗汇览序6: /每至花晨月夜,少

长成集, 具椒盘, 酌瓦罍, 当其酒酣耳热, 拾题分

韵,高歌慷慨, 几欲击碎唾壶。0如顾枢之子景文、

廷文,兄弟以才名, 诗文卓荦。而顾宸族/自奎光
后,子孙昆弟能习诗者, 数世风流, 文采为时所

称。0[ 3]卷二十二如奎光子顾敏恆, 好吟咏, 词笔婉丽,
骈文尤为古艳, 与同里杨芳灿齐名, 时人称之为

/颜、谢0, 曾代人撰5昭明太子庙碑6, 深得钱塘袁

枚赏识,弟敩愉、敬恂、敭宪皆工诗,杨芳灿辑合其

兄弟四人诗为5辟疆园遗集6, 即敏恆5笠航诗稿6、

敩愉5霭云草6、敬恂5筠溪诗草6、敭宪5幽兰草6。

顾氏两大家族除了工诗文外, 还擅长词学,其中顾

贞观、顾贞立、顾彩、顾翰以及顾翎等皆为清初词

坛之翘楚。

三

康乾之世, 词学中兴,作为人文渊薮之梁溪,

也是词家辈出。康熙五十一年, 候晰辑集锡邑十

八家词选为5梁溪词钞6, 共计十八卷,其中有杜诏

5浣花词6、候晰5惜轩词6、顾岱5淡雪词6、顾彩5鹤

边词6等, /全书所录, 惟对岩之5微云堂词6、梁汾
之5弹指词6、藕渔之5秋水词6犹见传本,余皆不可

得见。侯氏掇拾之功, 粲然可征, 盖足以光邑乘

也。0[ 16] 顾氏家族, 一门风雅, 粲然词坛, 丁绍仪

5听秋声馆词话6卷十六曾云: / 有宋以来,兄弟工

词者偻计数家, 前已言之。至羯末封胡, 均工协

律。自庐陵李子大(洪)、子清(漳)、子永(洤)、子

秀(浙)世所传5花萼集6外,近推山左王西樵考功
(士禄)、阮亭尚书(士禛)、礼吉明经(士禧)、叔子

进士(士袺)与宜兴陈其年太史(维崧)、弟鲁望(维

岱)、半雪(维嵋)、纬云(维岳)、子万(宗石)。然不

能人人有集, 惟吾邑顾梁汾典籍(贞观)有5弹指
词6, 兄景行明经有5匏园集6, 弟倚平茂才(衡文)

有5清琴词6, 堪与李氏相埒。0 此外, 贞观姊贞立,

著有5栖香阁词6,词风劲爽而又意蕴深婉,于清初

女性词坛独树一帜。

梁溪词家, 以贞观5弹指词6尤为世所推奉。

/族祖典籍公, 著有5弹指词6三卷, 当时声传海外,

与竹垞、迦陵有-词家三绝. 之称。0 [ 17] 弹指一名,
有觉悟超脱之意。如其5谒金门6中云: /三十矣,

弹指韶光能几! 梵课村状从此始, 心期成逝水。0

况周颐5蕙风词话续编6卷二云: / 弥勒弹指一声,

楼阁门开。善财已, 见百千万亿楼阁,一楼阁内有

一弥勒,领诸眷属,并一善财而立其前。自是梁汾

词名所本。0顾氏5弹指词6,短调隽永,长调则委婉

尽致,既有雅丽绵密的性情之作,又有/善残水剩0

的沧桑之叹。后之词家对此皆赞赏有加。秦赓彤

光绪四年5重刻弹指词序6中云: / 窃展卷诵之, 警

为自古词家所未有。盖唐、宋以来, 词格凡几变

矣。先生之词,穷其变而会其通,而极其至, 神明

变化,开前人未开之境,洵为一代词宗。0此言虽有

夸谀之嫌,但贞观不落窠臼,自出机抒的词艺颇得

后人首肯,0若5弹指6则极情之至, 出入南北两宋,

而奄有众长,词之集大成者也0 [ 18]、/至5弹指词6,
则肌理清妍, 格律苍老,雄深感慨, 顿挫沉郁。其

残膏剩粉, 俱足沾溉后人。0 [ 19]此外, 顾氏诗学王、

孟一派,追求淡雅的闲趣。如5浒溪行6、5村望6、
5诸同人集邹黎眉斋中赋得晴6等诗作, 皆淡墨写

意,勾画出江南水乡幽静的景色。王士禛5纑塘集

序6云: / 余论诗海内四十余年, 独心折梁溪数君

子,古调自爱, 不为流俗转移, 中间如荪友、留仙、

梁汾三家,尤为超诣。顷读梁汾近诗,寥寥二十余

篇,趣味澄敻, 如清沇之贯逵, 所谓得味于酸咸之

外者。悠悠斯世,其孰能知之。0王氏所言极是。
清词中兴,江南闺秀词作盛况空前, 徐珂5近

词丛话6中也云: /毗陵多闺秀, 世家大族,彤管贻

芬,若庄氏、若恽氏、若左氏、若张氏、若杨氏、固皆

以工诗词著称于世者。0梁溪, 风雅之地,闺秀笔墨
也多流誉自广, 如蓉湖女士堵霞, 著有5含烟阁

词6, 龚静照,著有5永愁人集6,顾翎,著有5绿梅影

楼词6。其中贞观姊贞立,号避秦人,著有5栖香阁

词6二卷, 词风劲爽, 语带风云,郭麐称其为/词坛
奇女子0 [ 20]卷二。

贞立词与一般/女儿词0、/闺秀词0不同,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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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婉约蕴藉之态, 而是以情运景, 以气入词,直

抒己意, 词风遒劲爽健, /堕马啼妆, 学不就,闺中
模样。疏慵惯, 嚼花吹叶,粉抛脂漾。0( 5满江红6)

/掠鬓梳鬟,弓鞋窄袖, 不惯从来。0( 5沁园春6)对

物象很少作静态的描摹,取而代之的是情意的凝

聚与腾跃。/倒倾三峡潺潺水,墨气染云烟。有情
花月,无端风雨, 俱托毫尖。0( 5青衫湿 #题3断肠

草46)注重气势的渲染,追求流动的韵律。而登临

咏怀之作也寄寓着词人对生命、历史哲理性的思

索, /唐宫汉苑, 总属沉浮0(5满庭芳6)、/陈家宫阙

汉家陵,尽被东风斜阳送还迎0 (5南乡子6) /暗伤

亡国偷弹泪,此夜如何睡? 明月何处断人肠, 最是

依然歌舞宴昭阳0( 5虞美人6) , 这些取象措意, 早
已摆脱了闺秀情调的束缚,开阔了词的境界, 并赋

予词作更深沉的寓意。

梁溪词学炽盛, 顾宸家族也同样词人辈出,如

奎光、斗光、敏恒四兄弟及顾翎等, 其中以顾彩、顾

翰尤为著称。顾彩著有5鹤边词钞6四卷,词风轻

盈秀灵,所编次的5草堂嗣响6选入词家一百二十

余家,在词选体例上不同流俗, 如5例言6之六中
言:反对下字纤巧、吊古咆哮、咏物穿凿、赠答率

直;主张写景清新、拟古融化、全意贯串、押韵稳当

等。顾翰,词风俊爽轻逸,丁绍仪5听秋声馆词话6

卷六云: /能兼竹垞、迦陵二家之长。0其词作善于
铺叙写景,山水纪游词别有韵味。/更千条涧并,

一条飞瀑。横跨石梁龙露骨, 直冲沙嘴虬生角。

喜筒车旋转疾于风, 如轮速。0 (5满江红 #栈道纪
游6) /一路丛芦萧瑟,秋梦渺无边, 有几缕鱼云,几

丝鸥雨, 阁在遥天。0 (5忆旧游 #过芦区6)摄景入

笔,既峭拔精悍, 又能舒卷自如。另外,田家词也

颇具特色, 5鹊踏枝 #伯夔以田家词见示,慎真事
近,绝似范石湖诗,余广其意得十二阙6组词, 生活

气息浓厚,富有田园趣味。

明末清初, 江南词人往往以地域为纽带, 相互

唱和结社,严迪昌先生据此将其分成东南文士群、

柳州词人群、杭州词人群以及扬州词人群等[ 21]。

其实,当时之锡邑,也是词学之重镇, 除了顾氏家

族词人群外,尚有秦松龄、严绳孙、汪琬、姜宸英以

及吴兆骞等皆为词坛名家,他们不仅坛坫高筑,又

与毗邻的阳羡词人多有酬唱往来, 进而建构成即

富有创作力又呈多元格局的地方郡邑词学群体,

这也为以后常州词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再者,

从家族文化的外延来看,梁溪顾氏自身文学谱系

绵延不坠,又与其它望族构筑成了紧密的/文学部
落0。如顾贞观与秦松龄为同年, 又义结云门,多

有诗书唱和, 贞立也与松龄母亲王朗赋词相酬。

又如顾斗光,擅长填词, 著有5翠苕轩词钞6四卷,

其外甥杨芳灿、杨揆、杨英灿昆仲皆受业于他,后

杨氏家族擅名于乾嘉词坛,与其外家之学密不可

分。总之,顾氏家族不是作为文学个体单独存在

的, 它与梁溪其它文学世家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形成了一个关系密切而又充满活力的地方文学群

体, 他们的诗词创作,既受时代文学思潮的影响,

又有着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我们有必要对其作

进一步整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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