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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 琳

提 要 文章对才子佳人小说的“江南模式”进行了考察，认为“江南模式”曲折地表
达出易代之际的文化生态及文人的故国之思，纠正了学界所普遍认同的“江南模式”的负
面认识问题。由此入手，文章对才子佳人小说流派历史功用和文化价值进行了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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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子佳人小说指的是清初出现的一批在内容上以描述才人佳人遇合恋爱故事为作品

主题的单独成书的白话章回体小说，它是清初重要的小说流派。学界普遍批判才子佳人

小说模式化的情节和背景缺乏真正的情感，认为在国鼎两易、山河改色的清初，才子佳人

小说以流派的形式出现，是落寞文人逃避现实的表现，是失意之人借乌有之邦做黄粱美

梦。情况果真如此吗? 本文以才子佳人小说之“江南模式”为切入点，对此进行考察。

一

江南背景一直是才子佳人小说遭到诟病的主要的模式化表现之一，它指的是才子佳

人小说整体体现的鲜明的江南特色，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 才子佳人小说的作

者大部分是江南人。( 二) 小说的出版地和修订者在江南。( 三) 主人公的主要活动地在

江南。( 四) 才子佳人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江南名胜之地。( 五) 才子佳人小说中有大量

的江南风俗场景描绘。
关于“江南”的地域范围，历来众说不一。就自然区域来看，明清两代的江南一般理

解成长江中下游一带，泛指现今的浙江、上海、江苏的中部与南部、江西、湖南、湖北的中部

与南部、福建北部、安徽大部等。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多出生在江南，或主要在江南活动，

围绕才子佳人小说的编订者，出版地也主要是在江南，尤其是江浙一带。其中与浙江相关

的作者作品最多，约 25 部，与江苏相关的作者的作品约 7 部。才子佳人小说的重要出版

社啸花轩和编订者步月主人也主要在江南活动。①
另外还有吴中佩蘅子( 《吴江雪》) 、惠水安阳酒民( 《情梦柝》) 、渭滨笠夫、姑苏游客

( 《孤山再梦》) 、苏庵主人( 《绣屏缘》) 、西湖云水道人《巧联珠》、古吴娥川主人( 《生花

梦》) 、古吴素庵主人( 《锦香亭》) 等，虽无直接证据提供这些人的籍贯和主要活动地，但

据名号大可推断为易代后和江南颇有渊源的人。

*
①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清初小说文化生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统计数据主要依据石昌渝先生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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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作者、修订出版者多是江南人外，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人物亦多与江南有关，爱情故

事也发生在江南。以下是对主人公出生在江南或者虽不在江南出生，但随亲人宦游主要

在江南活动的小说的统计，这些小说同时也是才子佳人小说流派的重要代表作: 《玉娇

梨》: 苏友白( 原籍四川眉山，生长金陵) ，白红玉( 金陵) ; 《平山冷燕》: 燕白颔( 松江) 、冷
绛雪( 扬州) ;《锦香亭》: 钟景期( 湖南武陵) ; 《麟儿报》: 廉清( 湖广孝感) 、幸昭华( 孝

感) 、毛小燕( 孝感) ; 《画图缘》: 花栋( 温州) ; 《玉支玑》: 长生肖( 原籍沧州，长于浙江青

田) 、管彤秀( 青田) 、卜红丝( 青田) ; 《醒风流》: 梅干( 浙江嘉兴) 、冯闺英( 扬州) ; 《吴江

雪》: 江潮( 原籍徽州，生长苏州) 、吴媛( 苏州) ;《春柳莺》: 石延川( 原籍河南开封，长于苏

州) 、梅凌春( 原籍河南，生长扬州) 、毕临莺( 淮安) ; 《凤凰池》: 水湄文、若霞( 苏州) ; 《宛

如约》: 司空约( 浙江丽水) 、赵如子( 丽水) ;《定情人》; 双星( 四川双流) 、江蕊珠( 浙江山

阴) 、彩云( 山阴) ;《孤山再梦》: 钱雨林( 原籍徽州、生长姑苏) 、万霄娘( 姑苏) 、程氏( 姑

苏) ;《两交婚》: 甘颐( 重庆) 、辛发( 扬州) 、辛古钗( 扬州) 、黎青( 扬州) ; 《合浦珠》: 钱兰

( 原籍金陵，长于苏州) 、范珠娘( 金陵) 、赵友梅( 广陵) ; 《飞花咏》: 昌谷( 松江) 、端容姑

( 松江) 。
就小说中着力描述的主人公主要活动的地点而言，也具有鲜明的江南特色。尤其是

扬州、杭州西湖、苏州虎丘是小说中涉及最多的。《平山冷燕》提到 : 扬州、南京、松江;

《金云翘传》: 扬州、杭州;《两交婚》: 扬州; 《飞花咏》: 松江; 《女才子书》: 扬州、杭州 、苏
州;《宛如约》: 浙江丽水、杭州; 《巧联珠》: 扬州、苏州; 《孤山再梦》: 扬州、苏州; 《画图

缘》: 浙中温州;《玉支矶》: 杭州、浙江青田、钱塘; 《女开科传》: 苏州; 《玉娇梨》: 苏州、杭
州、金陵;《定情人》: 杭州;《春柳莺》: 苏州;《吴江雪》: 苏州;《合浦珠》: 苏州;《蝴蝶媚》:

扬州、苏州、杭州。
由上可知，这些才子佳人大多是江南人士，有的虽不是江南籍贯的人，但他们或随父

为官、或投靠亲戚，从小就在江南生活或在江南长期客居。作者笔下充满了对江南风光、
名胜、民风民俗的描绘。

扬州、杭州、苏州是才子佳人小说着墨最多的三个地方，也是作者倾心难忘的三个地

方。《两交婚》直接描述扬州繁华。“却说扬州，古称广陵，从来繁华，又兼世际太平，一发

繁华。服饰无非罗绮，饮食无非珍馐，触耳尽管弦之声，到眼皆佳丽之色”①。并借甘颐之

口说出:“天下繁华，目今已算扬州”的盛赞( 《两交婚》) 。杭州山水，尤其是西湖美景亦

是主人公流连不舍的地方，崔季文称赞杭州:“山有鹫岭之奇，水有西湖之胜，寺刹则有三

竺之烟霞，苏堤则有六桥之花柳。至其歌楼舞榭，胜概无穷，亦非游履所能尽也”( 《女才

子书》) 。云卿赋诗赞西湖之美:“春日偏宜西子湖，晓风处处唤提壶”月嵋和韵: “六桥烟

柳映西湖，画舫争看载玉壶。”( 《女才子书》)

游虎丘是才子佳人小说中常见的场景，作者不惜笔墨地描绘了承平盛世游人游玩的

场景，引人入胜。“方古庵因进京，便道要游虎丘，叫管家租一只游船，同贾有道往小唐桥

进发。但见: 绿荫朱栏，茶灶炉烟飘渺; 雪宝雕墙，酒家海陆杂陈; 曲曲迴廊，摆列出百般

盆景; 飘飘仙子，翠绕着双鬓云飞。来往游人，笙歌盈耳。船中也有焚香啜茗的，也有敲棋

① 《两交婚》，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8 页。下引小说篇名，如无说明，均出自此书。
不再注出。



才子佳人小说的江南模式及其认识价值 101

斗朔的，也有红裙进酒的，真是应接不暇。”( 《巧联珠》) 《女开科传》在第一回中就以近

300 字的大幅的文字描绘虎丘之美，这在注重情节而少有精细环境描写的中国古代小说

中并不多见。
除了对扬州、杭州西湖、苏州虎丘做重点描绘外，小说还提到了江南不少的风景名胜，

这些既是主人公的必游之地，也是作者萦绕于心的佳境。《巧联珠》第一回谈到苏州古

迹: 馆娃宫，响屧廊，琴台，西施洞，玩月池，玩花池，吴王井，砚池，香水溪。( 《女开科传》)

《定情人》第一回提到会稽诸暨，兰亭禹穴，子陵钓台，苎萝若耶，曹娥胜迹。第二回借双

星和寺僧的问答，饶有兴致地讲述鹿胎山的来历，紧接着又写江淹古迹，“此处地名‘笔花

墅’，内有‘梦笔桥’，相传是江淹的古迹，故此为名。内有王羲之的‘墨池’，范仲淹的‘清

白堂’，又有‘越王台’、‘蓬莱阁’、‘曹娥碑’、‘严光墓’，还有许多的胜迹，一时也说不尽”
( 《定情人》) 。从这些文字中能读出作者对江南山水和江南风光的美好的无限眷恋的

情感。
除山水和风景外，作者还展开了一幅江南民风民俗的多姿多彩的画卷。“只见家家悬

彩，户户垂帘。无数的老少妇女，俱穿红着绿，站在门前看会。不是接了亲戚来家看的，就

是沾亲带故自己来看的，故此家家门首，都是些女人，甚是热闹。也就有许多浮浪子弟，往

来不绝，或帘隙偷窥，或搂头远望。”“隔不多时，街上人纷纷的拥来，说道:‘来了，来了’。
又停了半晌，一阵阵一队队的鲜明旗帜，里长社火，俱各扮了故事，跳舞而来。后面就有许

多的台阁，内中或有扮苏轼游赤壁的，也有扮陶渊明赏菊的，也有扮张生游佛殿的。众人

俱围住观看。”整个江南社会的场景跃入眼帘，这当是作者青年时亲身经历，描绘起来才

如此动人，身临其境( 《飞花咏》) 。《两交婚》中也有对湘妃大社的描绘，“忽庙门外锣鼓

喧天，无数乡人，男男女女，一阵一阵的都拥入庙来。也有人抬着猪羊酒果，用巫师祝赞

的。也有挑着猪头三牲，就叫庙祝祈祷的，纷纷不一，竟将一座庙都塞满了。”( 《两交婚》)

笔墨有情，饶有兴致。
以上可见，才子佳人小说作者或修订者多是江南人，故事背景普遍设在江南，主人公

主要活动地点在江南，文中充满了对江南的依恋和热爱: 令人陶醉的美景，热闹的集会，充

满乡土和人情味的民风民俗。这也是引发学界对才子佳人小说批判的重要原因。不少学

者认为在国鼎两易、山河改色的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以流派的形式出现，其作者不顾清初

现实，将背景设在千里温柔乡，一片繁华地的江南，是落寞文人逃避现实的表现，是失意之

人借乌有之邦做黄粱美梦。

二

事实上，清初由于多尔衮对江南强制推行剃发、易服、圈地、投充、逃人、重赋等多项民

族高压政策，激化了民族矛盾，激起江南人的反抗。为一统全国，清对江南实施了强硬的

征剿方针，继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之后，又先后派出王、贝勒、及亲信重臣等，担任各种

名号的大将军，轮番率兵对江南各省以及四川各地进行征剿，烧杀抢掠，无所不为。除著

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外，江南各地大多遭到屠城。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三“史可法扬州殉节”不仅详细记载了史可法坚守扬州、殉节而

死的经过，而且直书清军攻城之后的暴行。清军入城后，“猝起杀人，有如草菅。……众

不知所为，皆走出城。走不及者被杀，凡杀数十万人，所掠妇女称是，无一得存者，扬城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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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扬州十日记》对此更是有详尽的描绘，“从破城之日起，豫王就下令屠城。”“诸妇女

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 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

泣声盈野。”“初四日，天始霁。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

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后来

由城内僧人收殓的尸体就超过了 80 万具。
除扬州外，苏州城破后遭清军屠城，搜索杀戮，抢掠妇女，集中的屠杀是从盘门由南向

北到饮马桥，“城中死人无算”( 《吴城日记》) ; 常熟由兵部主事严子张起兵，坚持了一个

半月，城破后遭屠城，两日一夜城中被屠干净，“凡通衢小巷，桥畔河干，皆积尸累累。”
( 《海角遗编》) ; 太仓由民间帮会乌龙会领头起兵反抗，失败后遭屠城，“掠妇女千计，童

男女千计，． ． ． 杀人万计，积尸如陵。”( 《研堂见闻杂记》) ; 嘉兴起兵失败后遭屠城，“时城

中逃出者十二三，未及出者十之七八，间有削发为僧避于佛寺者，有自系狱中诡称罪囚者，

仅三百余人，其余尽行杀戮，血满沟渠，尸集巷里。”( 《平吴记略》) ; 松江失败后遭屠城，

“城中士民十不脱一，死者二万余人。”( 《嘉庆松江府志》) ……清军南下对江南带来了巨

大的伤害，所到之处是庐舍丘墟，人烟尽绝。
与这种惨烈社会事件所不同，才子佳人小说里的美好的江南，只是作者心中的江南，

梦中的江南，是作者对自己年少时在承平故明的美好时光的回忆。小说中才子佳人心心

念之的西湖，无数次出现的西湖游玩场景，只是故明的西湖，心中的回忆。如张岱在《西

湖梦寻·自序》中写道:“余生不辰，阔别西湖二十八载，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

之西湖，未尝一日别余也。前甲午、丁酉，两至西湖，如涌金门商氏之楼外楼，祁氏之偶居，

钱氏、余氏之别墅，及余家之寄园，一带湖庄，仅存瓦砾。则是余梦中所有者，反为西湖所

无。及至断桥一望，凡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楼舞榭，如洪水淹没，百不存一矣。余乃急急走

避，谓余为西湖而来，今所见若此，反不若保我梦中之西湖，尚得完全无恙也。”才子佳人

小说之西湖，恰似《西湖梦寻》之西湖，是梦中的西湖，记忆中故国的西湖，而非现在的西

湖了。现如今西湖是“仅存瓦砾”，“余梦中所有者，反为西湖所无。”作者只有通过对梦中

西湖景色的回忆来一慰心结，怀念自己的青春时光。
同样，昔日繁华的金陵也只存在记忆中。余怀在《板桥杂记·序》中写道: “……金

陵古称佳丽之地，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风流，甲于海内。白下青溪，桃叶团扇，其为艳

冶也多矣……犹幸 少 长 承 平 之 世，偶 为 北 里 之 游。长 板 桥 边，一 吟 一 咏，顾 盼 自 雄。
……”①，鼎革以后，则时移物换，整个江南，“一片欢场，鞠为茂草，红牙碧串，妙舞清歌，

不可得而闻也; 洞房绮疏，湘帘绣幕，不可得而见也; 名花瑶草，锦瑟犀毗，不可得而赏也。
间亦过之，蒿藜满眼，楼馆劫灰，美人尘土，盛衰感慨，岂复有过此者乎!”本来有着“名花

瑶草”、“锦瑟犀毗”“湘帘绣幕”的江南现已经变成“蒿藜满眼，楼馆劫灰，美人尘土”，妙

舞清歌，不可得而闻，湘帘绣幕，不可得而见，名花瑶草不可得而赏。而心中的美景、年少

出游的美好生活只能从梦中找寻，只能在笔下构建。就像才子佳人小说中的江南，风景秀

丽，莺歌燕舞，吟诗作赋，诗酒流连，才子赋诗，佳人弹琴，一派祥和安宁幸福的景象，这其

实就是晚明生活的再现和写照，是张岱和余怀梦中的江南和心中的江南，是才子佳人小说

作者、读者心中梦中的故国的江南。

① 余怀:《板桥杂记》，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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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西方文学家所讲，“唯一真实的乐园是人们失去的乐园，幸福的岁月是失去的岁

月”①怀旧能表现出作家心中最普遍最深刻的东西，在古与今的对照里，表现出作者现实

态度和人生影响。因对逝去的故国和美好生活的怀念，清初怀古怀旧之作充斥文坛，其中

怀恋的重点就是对晚明繁华富贵的江南风光和诗酒流连，名士佳人缱绻无忧的生活的怀

恋，这种怀恋除集中表现在才子佳人小说里外，不少诗词、散文也都着意于此。
清初著名遗民顾梦游的《秦淮感旧》就将明万历年间的秦淮风光与清初作对比，表达

了对故国和过去生活的向往。诗中描绘了万历中后期秦淮一带歌舞升平，诗酒流连的太

平盛世情景。诗云:

余生曾作太平民，及见神宗全盛治。城内连云百万家，临流争僦笙歌次。一夜扁
舟价十千，但恨招呼不能致。佳人向晚倾城来，只贵天然薄珠翠。不知芗泽自谁边，
楼上舟中互流视。采龙斗罢喧未己，蜿蜒灯光夜波沸。偶将一叶到中流，半夜移舟无
桨地。”名士佳人聚集在风光潋滟的秦淮河，游景听歌，欣赏斗龙，静静赏月，好一幅
盛世繁华图。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清初的秦淮则是另外一番的冷落和萧条。“当
时只道长如斯，四十年中几迁易。渡头犹是六朝烟，画帘珠阁久憔悴。鹢首全随戈甲
人，马嘶乱入王侯第。只今月好几船开，惟有空明照酣醉。②

如今秦淮河畔只剩下驻守南京的清初八旗劲旅，游客如织，仕女如云的场景已不可再见，

“繁华既往莫重陈，暮燕摇摇定犹未。但愿有人去复来，再见太平全盛事。”最后，诗人以

“暮燕摇摇定犹未”比喻当时摇摆不定的政局，对南明政权复国抱有期盼，希望能够再见

太平全盛世。这首诗就生动描绘了明末清初四十年间秦淮的沧桑巨变，通过对晚明秦淮

美好生活与清初秦淮的萧条冷落作对比，表达了作者对故国的留恋和对清朝的不满。清

初著名诗僧苍雪亦有《金陵怀古》四首，其中一首云:“倚楼何处听吹笙，二十四桥空月明。
岸断青山京口渡，江翻白浪石头城。长生古殿今安在，饿死荒台枉受名，最是劳劳亭上望，

不堪衰柳动秋声。”③描绘了在清凉月夜下，瑟瑟秋风中的二十四桥、京口渡、石头城、劳劳

亭等极富沧桑感的金陵古迹，以此来抒发内心亡国所带来的郁闷和痛苦。吴伟业的《秣

陵口号》则追忆了秦淮昔日的繁华“车马垂杨十字街，河桥灯火旧秦淮”，并通过今昔对

比，表现麦秀黍离之悲，世事沧桑之感。“放衙非复通侯第，废圃谁知博士斋! 易饼市旁

王殿瓦，换鱼江上孝陵柴。”如此诗歌甚多，如钱谦益《金陵杂题绝句》、顾炎武《秋山》、蒋
超《金陵旧院》、吴嘉纪《李家娘》、陆世仪《江南谣》等。

清初的怀古词也颇为兴盛，而且怀古地点多为江南。朱彝尊《江湖载酒集》中《卖花

声· 雨花台》就是怀六朝旧事，哀明社墟之作。“衰柳白门湾，潮打城还。小长干接大长

干。歌板酒旗零落尽，剩有渔竿。”词的上阕以衰柳寒潮起兴，营造了苍凉冷落的氛围。
接着描绘了南京街上萧条的场景。放眼望去，大街小巷依旧，而歌板声却零零落落，以至

①
②

③

安德烈·莫罗亚:《追忆似水流年·序》，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 页。
顾梦游:《顾与治诗集》卷 2《秦淮感旧》，《丛书集成续编》，上海: 上海书店 1994 年版，第 261

页。
苍雪:《南来堂诗集》卷 3，《云南丛书》集部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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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听不到了，酒帘子稀稀疏疏，以至于看不见了，只有孤寂的渔人在垂钓寒江。下阕“秋

草六朝寒，花雨空坛。更无人处一凭栏。燕子斜阳来又去，如此江山。”“秋草”起笔，点出

了时序，这也与上片的“衰柳”遥相呼应，构成了一幅凋零衰败的画面。作者由眼前所见，

回溯金陵的往昔。“六朝”的繁华不复存在了，就象那“秋草”一样枯萎了。在“斜阳”里

飞来的“燕子”，也是“来又去”。大概连燕子都感到雨花台衰败荒凉，到了不堪栖息的地

步。最后以“如此江山”直抒胸臆，寄托悲愤的亡国之痛。类似这样怀古以怀故国的词清

初还有很多。据统计，《全清词·顺康卷》中以“怀古”为题的词，数量最多的是金陵: 57
首。其后扬州: 60 首; 杭州: 32 首; 苏州: 24 首。这一统计并不全面，因为清初不少怀古词

并不以怀古命名，但是这也反映了清初怀古地点分布的大致趋势，对江南的怀念是清初词

怀恋的主流。
清初散文也有着怀恋江南的特色，如著名的张岱的《西湖梦寻》和余怀的《板桥杂记》

都是回忆晚明的江南生活，并通过这种回忆来慰藉对故国的思念之心和时代的感慨之意。
余怀在《板桥杂记·序》中交代了写《板桥杂记》的原因:“或问余曰:‘《板桥杂记》何为而

作也?’余应之曰:‘有为而作也。’或者又曰:‘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其可歌可录者何

限，而子唯狭邪之是述，艳治之是传，不已荒乎?’余乃听然而笑曰:‘此即一代之兴衰，千

秋之感慨所系，而非徒狭邪之是述，艳治之是传也。’”点明《板桥杂记》的主旨是以艳冶寓

兴衰。张岱也在《西湖梦寻·自序》中将对西湖美景的描绘和回忆视为舐眼解馋。“余犹

山中人，归自海上，盛称海错之美，乡人竞来共舐其眼。嗟嗟! 金齑瑶柱，过舌即空，则舐

眼亦何救其馋哉!”暗寓对西湖美景的描绘是对过去美好生活怀念的慰藉。
综上可见，与弥漫清初文坛的江南怀旧情结相一致，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的江南其实

是清初怀有故国之思的人在心灵上建的乌托邦，灵魂的家园，是张岱的“琅圜福地”，也是

黄周星的“将就园”。正是因为清初怀有故国之思、江南之念的人数众多，才子佳人小说

作为一个流派才会有众多的作者群和读者群，能做到如此兴盛。若作如是观，我们对清初

才子佳人流派的江南背景就会有新的认知，它不仅不是学界所普遍批评的脱离现实，逃避

现实的空洞之作，反而是曲折地反映了文人的故国之思，逃避现实其实就是反映现实，笔

下的江南就是心中的江南，梦中江南，故国的江南。

( 作者通讯地址: 杨琳 北京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传播系 100102)

( 责任编辑 晓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