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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瑛合溪别业考

谷春侠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 北京  100102)

摘  要: 顾瑛在嘉兴建合溪别业的说法从明初一直沿用至今。实际上, 从顾瑛及其交游者的诗篇中可以

推断, 合溪别业是在长兴州境内,而不是在嘉兴。长兴地区有天然地理优势,适宜隐居避兵, 而且出行便利、风

景宜人、盛产箬下酒与顾渚茶,是顾瑛隐居的理想选择。合溪别业建成后, 顾瑛经常到嘉兴一带游览, 又曾在

嘉兴长期寓居, 这些举动及殷奎所作墓志的传抄都可能是顾瑛在嘉兴建合溪别业这一误说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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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He Stream Villa of Gu Ying

GU Chun- xia

( Gr aduate Student Ser vices Of fice, Chinese Academy o 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2, China)

Abstract: The idea that Gu Ying had a v illa in H e Str eam V illa of Jia Xing city had been adopt fr om early M ing Dynasty.

In fact, the v illa is in Chang Xing no t in Jia Xing acco rding to the Gu. s poems w r iting t o his friends. Changxing area w as no t

only suitable for liv ing in seclusion and avo iding meeting soldiers, but a lso had tr anspor t facilities, fine scenery, famous Ruo

Xia w ine and Gu Zhu tea. So, Gu Y ing. s choice had many benefits. After t he He Stream V illa had set up, Gu Y ing often w ent

to Jia Xing City by ship, and he liv ed there fo r a long time. Those act ivities and the cir culation of Gu Y ing. s inscr iption on

tomb tablet w rit ten by Y in Kui maybe the causes that produced misundersta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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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瑛, 字仲瑛,又名顾阿瑛、顾德辉, 昆山人, 为

人风流豪爽,极负盛名。其宅第玉山佳处是元季著

名的游宴之所, 四方名士如文坛泰斗杨维桢、郑元祐

等无不与之过从甚密。顾瑛是近年来元代文学的一

个研究热点。元顺帝至正十六年(公元 1356年) , 张

士诚率兵入吴后,顾瑛为躲避征招削发做在家僧, 并

在他乡建合溪别业隐居,这是人所熟知的。一直以

来学者们都普遍认为顾瑛的合溪别业是在嘉兴, 然

而依据笔者从最近搜集到的材料来看, 此说有待商

榷。实际上,其合溪别业并不在嘉兴,而是在嘉兴西

北近百公里的吴兴郡长兴州境内, 具体地址大概在

长兴合溪的下游下箬注入太湖的区域。此地地幽水

秀、多山,有天然的避兵条件,适宜隐居坐禅和临流

赋诗。另外,此地又靠近太湖,出行便利。当地盛产

的箬下酒和顾渚茶, 对顾瑛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合溪别业建成后, 顾瑛经常乘水仙之舟游览嘉兴胜

地,结交当地的文人,也曾迁居嘉兴并在南湖建有另

一别业,这和殷奎所作的顾瑛墓志的传抄都可能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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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嘉兴合溪别业之误说。

一、/嘉兴之合溪别业0说的源流

关于顾瑛合溪别业的所在之地,殷奎的5故武略

将军钱塘县男顾府君墓志铭6曾云: /适淮兵屯吴, 闻

君将用之,乃谢绝尘事, 营别业于嘉兴之合溪, 渔钓

五湖三泖间, 自称金粟道人。盖已与世相忘

矣。0[ 1] 731殷奎的墓志作于明初顾瑛卒后不久, 因其

与顾瑛生前交游密切, 所以/嘉兴之合溪别业0说就

带有了很大的权威性,明、清学者在著述中一直沿用

此说。

明王鏊的5姑苏志6卷五十四云: /张士诚入吴,

欲强(顾阿瑛)以官, (顾阿瑛)乃去隐于嘉兴之合

溪0。[ 2] 清钱谦益的5列朝诗集小传6甲前集/顾钱塘
德辉0 [ 3]、顾嗣立5元诗选初集6顾瑛小传[ 4]、5明史6

卷二百八十五陶宗仪传附顾德辉传的叙述[ 5] 同前。

沈季友的5槜李诗系6卷五云: /张士诚入吴, 遂遯迹

隐嘉兴之合溪, 营别业居之, ,瑛所著诗曰5玉山璞
稿6 , ,在合溪有5暮云集6,今多遗轶。0 [ 6] 其后有

顾瑛诗5玉山中亭馆拆毁殆尽仅留一草堂耳今于嘉

兴合溪营一别业颇幽寂因赋五言一首6。又, 同卷濮

允中小传云: /时贝琼结屋殳山,鲍恂居郡城之西溪。

四方避地者温州陈秀民居竹邻巷,闽人卓成大居甓

川,江阴孙作居南湖, 昆山顾德辉居合溪, 天台徐一

夔居春波门外, 河南高巽志、江都丘民、钱塘陈世昌

皆来侨居, 四明周棐以宣公书院山长留居梨林。日

以文酒倡酬山水间, 传为胜事云。0殳山、西溪、竹邻

巷、甓川、南湖、春波门、宣公书院都在嘉兴境内
( 1)
。

其后文又有/皆来侨居0之句, 故可知沈季友在濮允

中小传中把合溪也纳入了嘉兴范围内。朱彝尊5曝

书亭集6卷六十四5徐一夔传6所云 [ 7]
类似于上文濮

允中小传。光绪年间,许瑶光重辑5嘉兴府志6时, 以

殷奎墓志铭和5槜李诗系6为参考, 云: /张士诚入

吴, (顾阿瑛)遂遁迹嘉兴之合溪, 营别业居之, 渔钓

五湖三泖间,自称金粟道人。所著诗曰5玉山璞稿6,
在合溪有5暮云集6诸书0 [ 8]卷五十一。现当代学者对

/嘉兴之合溪别业0说也一直没有异议, 但依据笔者

从最近搜集到的材料来看,此说确实值得推敲。

二、推断合溪别业在长兴境内的依据

5玉山遗什6( 2)卷上中顾瑛为赵元5合溪草堂图6

所题诗云: /草堂卜筑合溪浔0,因而首先让我们来推

究一下合溪的具体位置。5太湖备考6卷首5长兴县
沿湖水口图6中载明,合溪源于长兴城西, 由两条河

流汇合而成。到了城西南角,合溪再次分成两支:一

从城中流过,名箬溪;一从城南流过。最后两水又在

城东门合一,并与其他河流相汇,经以下箬为主的数

条水道流入太湖。[ 9] 能够证明合溪在长兴境内的其

他史料有: 5三吴水考6卷二载: /合溪在县(长兴)西

北二十四里, 源出义乡白岘、飞云诸山。0 [ 10] 5吴中
水利全书6卷三载: /长兴县白岘山去县西北八十里,

诸水东过悬脚岭, 岭水入焉。去县西七十里为杨店,

水东过苍云岭、梓方涧之水, 汇而为合溪, 与荆溪水

通。南过竹山塘, 塘水入焉。又东过罨画溪即箬溪,

溪水分入焉。东北过赵渎出太湖。0 [ 11] 5水道提纲6

卷十五载: /长兴, ,西境水曰合溪, 即箬溪也。出

县西,与江南界山东流至合溪镇南, 有南溪、支津自

南来会。又东流经长兴县城北, 又东运河自东南及

南溪正流自西南会,而支渠北来相通。又东北至大

沈湾港,入太湖。0 [ 12] 5历代舆地沿革图6第十册元

江浙省图中合溪也很清晰地被标识在长兴境

内。[ 13] 525大清一统志6卷二百二十二载合溪镇/ 在长

兴县西二十五里, 宋设酒库,元改设税务, 又置巡司,

明初俱废。0[ 14]

嘉兴与长兴都是今浙江省境内的城市, 在元代

同属江浙行省,但建制不同。对嘉兴来说,5元史6卷

六十二曾载/嘉兴路0 : /唐为嘉兴县。石晋置秀州。

宋为嘉禾郡, 又升嘉兴府0 [ 15]
。元代升为路, 领嘉

兴县、海盐州和崇德州。长兴的建制则更复杂一些,

5元史6卷六十二载/湖州路0: /唐改吴兴郡,又改湖

州,宋改安吉州,至元十三年(公元 1276年)升湖州

路0,领乌程、归安、安吉、德清、武康五县和长兴州。

5湖州府志6卷三载元顺帝至正十六年, /伪周张士

诚据有其地(指湖州路) ,改置吴兴郡,领乌程、归安、

德清、武康四县。长兴自为州, 不属郡。0 [ 16]
至正十

七年(公元 1357年) ,明兵/取长兴州,改名长安州0,

至正二十二年(公元 1362年) /复长安州为长兴州0,

至正二十六年(公元 1366 年)明兵/ 下吴兴郡城, 改

为湖州府0, /吴元年(公元 1367年)以长兴州及安吉

县来属,洪武二年 (公元 1369 年)复长兴州为长兴

县。0从以上史料可知, 自唐代至明初,长兴或属于湖

州路(吴兴郡) , 或自为州, 总之与嘉兴路无涉。因

此,合溪不在嘉兴管辖内, /嘉兴之合溪0的说法是有

问题的。

对于顾瑛合溪别业的具体位置我们可以通过

5玉山倡和6( 3)
和5玉山遗什6中的诗句来找寻。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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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记载顾瑛与文人唱和诗文的总集。5玉山遗什6
附录部分林节之5次韵顾玉山6有云: /玉山隐者久不

见,闻道移居合浦东。0由此可知顾瑛的别业建在合

溪东岸,即靠近吴兴郡城的这一边。5玉山倡和6卷
下有顾敬诗5沙湖杂咏廿首寄呈玉山6, 顾瑛和诗中

有云: /草堂新结在江乡,石作屏风竹作床。山隔具

区当户小,水通槜李到溪长。0/ 具区0是太湖别称,

5太平寰宇记6卷九十四云: /具区薮, 太湖也。泽纵

广二百八十三里, 周回三万六千顷, 接连四郡界入

海,盖水之所都也。0 [ 17] /具区当户0,证明顾瑛的别

业就建在太湖之畔,也就是合溪的下游下箬注入太

湖的 区域。太湖多山, / 湖中 有山大小七 十

二0 [ 18]卷中 ,其中/最大者曰两洞庭。其南近湖州府

城,名小雷山。西南近长兴,名大雷山也。0 [ 12]卷十五两

山靠近太湖南侧, 而大雷山海拔 / 髙一百二十
丈0 [ 17]卷九十四 ,足以挡住视线。试想顾瑛在别业中放

眼望去,群峰并起,目力所及仅是太湖在山南的一小

部分,自然会产生/当户小0之感。5玉山倡和6卷下

收录有某日沈允来访顾瑛临别依依不舍时所赋的

5留赠6诗: /君家别业傍溪滨, 门巷幽深景物新。一

径杏花惊过雨, 满池芳草梦回春。山光水色俱当槛,

紫燕黄蜂相恼人。重感开尊留笑语,醉来不觉岸乌

巾。0/山光水色俱当槛0正是合溪别业的特色, 也是

它建于太湖之畔的另一佐证。太湖/东连嘉兴韭溪

水0 [ 18]卷中
,而槜李是嘉兴在春秋时代的古称,这应是

顾瑛在和顾敬5沙湖杂咏廿首寄呈玉山6诗中说别业
前/水通槜李0的原因。如此说来, 虽然路程较远, 但

顾瑛乘舟到嘉兴还是很方便的。

白蘋洲也是确定顾瑛合溪别业地理位置的一个

参照。5玉山倡和6卷上有谢节所作5有怀寄玉山6,

顾瑛和诗云: /家在白蘋洲,坐看江水流。如何索居

者,岁莫集百忧。05太平寰宇记6卷九十四载: /白蘋

洲在霅溪之东南,去州(湖州)一里。州上有鲁公颜

真卿芳亭,内有梁太守柳恽诗云: -江州采白蘋,日晩

江南春。. 因以为名。0白蘋洲是吴兴(即湖州) 的名

胜。唐刘禹锡的5送僧方及南谒柳员外6云: /忽忆吴
兴郡,白蘋正葱茏。0 [ 19]卷三百五十四张籍的5霅溪西亭晚

望6云: /吴兴耆旧尽,空见白蘋洲。0 [ 19]卷三百八十四顾瑛

所云/家在白蘋洲0, 也证明其别业在吴兴郡(包括长

兴)
( 4)

, 而不是在嘉兴路境内,且离白蘋洲较近。5中
国历史地图集6[ 2 0]元江浙行省北部图中,吴兴郡城

到长兴箬水(即合溪)注入太湖口的直线距离为一厘

米稍弱, 按照 1 B2500000的比例尺来计算, 其实际

距离大概不到五十华里。白蘋洲距吴兴郡城还有一

华里,但总的来说,前文推断的合溪别业的位置与白

蘋洲并不算远,乘舟游玩, 差不多当日即可往还, 因

此是符合情理的。

三、顾瑛在长兴建别业的理由

顾瑛的5合经焚诵6诗序云: / 予得合溪,地幽水

秀,风俗朴俭, 遂营别业为焚诵计。0 ( 3)附录
他为赵元

5合溪草堂图6所题/草堂卜筑合溪浔0诗跋云: /予爱

合溪, 水多野阔,非舟楫不可到。实幽栖之地,坟茔

别业以居焉。0( 3)卷上
顾瑛强调的是合溪地区适合隐

居诵经, 可以躲避征召。但吸引顾瑛的其实还有这

里拥有可以避兵的天然地理优势。历史上吴兴一带

曾屡次免遭兵厄。宋代倪思云: /里谚曰: -放尔生,

放尔命,放尔湖州做百姓。. 此乃唐末五代之语, 是时

天下皆被兵,独湖州获免。至于本朝太平又二百年,

靖康、建炎复免兵厄,今尚有唐末五代时屋宇,夫为

湖之百姓, 犹为至幸,况为士大夫乎?0 [ 21]卷五
明董斯

张的5吴兴备志6云吴兴郡城/西南诸山回环拱揖,屏

列于前, 北有弁峰以踞于后, 子城居中。面二水之

冲,挹众山之秀, 又四面多大溪广泽, 故立郡以来无

兵革之患0。[ 22]
虽然所谓/无兵革之患0并不符合史

实,但也充分体现出吴兴兵患极少和居民容易避难

的特点。

顾瑛对吴兴的地理优势认识得很清楚, 至正十

六年春张士诚入吴前他曾游览过这一带。5玉山名
胜集6[ 23]卷五沈明远序云: /玉山顾君仲瑛乐游好奇,

闻吴兴山水清远, 尝放舟过予水竹居。每与登何山,

泛玉湖, 辄尽兴而返。0( 5)
经过这番游历,想必顾瑛已

领略了造化赋予吴兴的秀美,预料到生活在其中的

安全。因此,张士诚兵渡淮, 顾瑛/奉其母陶夫人避

地于商溪0 [ 23]卷五郑元祐记
。商溪又名双溪, 在吴兴郡东

南部归安县双林镇内, 前文提到的白蘋洲在霅溪之

东南,而商溪就在霅溪上游, 因此释良琦诗跋有云:

/予与玉山主者避难于霅上0 [ 23]卷五。5双林镇志6卷

二云: / (双溪)一作商溪, 宋南渡聚商之地0。[ 24] 可
见宋人已经把这里当作避难所。镇志卷二十二也有

顾瑛至正十六年避乱的记载: /奉母挈眷累寓东林

(双林镇在明永乐三年前的旧名)之大慈隐寺0。吴

人想必都知晓这一带的地理优势, 至正十六年至吴

兴逃难的人数众多, /里糇粮,具舟楫,以从君(顾瑛)

于商溪者相望不绝0[ 23]卷五郑元祐记。顾瑛发现隐居宝

地的契机有可能来自这次避难, 但为什么建在长兴

合溪下游的太湖之畔而不是在商溪等地呢? 笔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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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顾瑛的选择理由还有很多:

首先,出行便利。顾家大部分宗族成员和财产

都在昆山,形势稳定之后, 或有急事需要处理, 或拜

扫祖坟等,顾瑛和家人必然要返乡。5玉山倡和6卷
上顾瑛和曹亨5奉怀晋臣元祥二先生6的诗中就有

/今年一春三度归,儿女欢笑来牵衣。红颜冉冉客里

过,白日堂堂头上飞0的描写。从合溪别业回老家比

较顺畅 ) ) ) 乘舟由渎口入太湖,抵吴县,再顺娄江而

下即可至昆山住所, 这样可省却许多弯路。此外, 太

湖之畔有七十二溇, 箬溪东还有大荡漾等湖沼,又有

弁山、吕山、顾渚山等, 可以避乱, 郭翼在5合溪别业
和顾玉山韵6中就曾这样形容: /鸡犬秦人宅, 迢迢隔

战氛0 [ 25]卷十三。兵来时如果此地不保,又可以很快退

至商溪。再者, 从太湖之畔到震泽、嘉兴等山水清

秀、文人荟萃之处也非常方便,完全可以满足顾瑛乐

游山水、交接文人的雅兴。

其次,合溪,特别是中下游箬溪,风光无限美妙。

唐释清昼在5箬溪春行6中将箬溪比为剡溪: /春生箬

溪水,雨后漫流通。芳草行无尽,清源去不穷。野烟

迷极浦, 斜日起微风。数处乘流望, 依稀似剡

中。0[ 16]卷二十一箬溪的风景令不少文人心仪, 陆龟蒙

就表达过/更拟结茅临水次0[ 16]卷二十一5箬溪书事6
的愿望。

这种环境对期望在山水中领悟禅理、又嗜诗如渴的

顾瑛而言更是理想的卜居之地。5玉山倡和6卷下释

元鼎5奉寄玉山隐君6二首云: /爱君溪上新居好, 物

物撩人总要诗。0/爱君合浦新居好, 想见临流日赋

诗。0可见合溪是引发诗兴的好地方,契合顾瑛追慕

魏晋风度的审美要求。

再次,合溪产名酒与名茶,能够满足顾瑛饮酒与

品茗的偏嗜。箬下酒从唐代开始就负有盛名, 深受

文人喜爱。如白居易的5湖上招客送春泛舟6所云:

/两瓶箬下新开得,一曲霓裳初教成。0 [ 19]卷四百四十三
刘

禹锡的5洛中送韩七中丞之吴兴口号五首6其四云:

/骆驼桥上蘋风起,鹦鹉杯中箬下春。0 [ 26]卷三百六十五宋

刘敞的5送胥元衡殿丞通判湖州6云: /浓碧箬下酒,

红鳞苕溪鱼。0[ 26]卷十
长兴县西北的顾渚山产紫笋茶,

其性温润,饮之宜人。/陆羽与皎然、朱放辈论茶, 以

顾渚为第一。0[ 22] 卷二十六唐大历五年, 顾渚置贡茶院,

/岁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0 [ 27]戊。晚唐著名诗人陆龟

蒙因嗜茶, /置园顾渚山下0 [ 28]卷二十一
。顾渚茶也是

宋人眼中的妙品。朱翌的5南华五十韵6中就有/斗

茶夸顾渚0 [ 29]卷三之句, 苏轼的5将之湖州戏赠莘老6

有/顾渚茶芽白于齿0 [ 30 ]卷八
之句。顾瑛当然不会

错过尽情品味的好机会, 5玉山倡和6卷上吕安坦

(字晋臣) 和顾瑛5三月十四邀晋臣元祥饮笋茶6
的诗中就写到: /日长睡起无余事, 对客时烹顾渚

茶。0宋人张方平描述去吴兴归安尉谢炳宗家的

感受云: / 见琴书在床, 窗槛萧洒。茶烹顾渚, 酒

倾下若(即下箬)。怳疑凌昆阆、濯沧浪, 澹乎其

适也。0 [ 31] 卷三十三5吴兴归安尉凝碧堂诗序6虽时值战乱之际,

客居他乡的顾瑛在诗中也不时地表现出郁闷和伤

感,但不可否认,用张方平这种/澹乎其适0、飘飘欲
仙的感觉来形容他在合溪别业中饮酒品茗、参禅赋

诗的生活也是很恰当的。

四、误说产生的原因

对合溪别业在嘉兴之误说, 学者们甚至包括家

在秀水的名儒朱彝尊也未曾有过怀疑, 这其中必然

有一定的缘故,分析起来大致缘于以下几方面:

其一,顾瑛在长兴合溪别业居住期间,保持了一

贯的风雅,与文人包括诗僧的交游唱和活动非常频

繁,他经常到嘉兴地区游览,因此这容易让人产生误

解。如5玉山倡和6卷上陆麒、顾瑛、达奭曼唱和组诗

5新岁喜晴6中,陆麒诗云: /看竹应过鸳水上,著书多

在合溪边。0鸳水即鸳鸯湖、嘉兴南湖,湖中烟雨楼为

名胜,有清彭孙遹词句和5嘉兴府志6为证。彭孙遹

的5减字木兰花#重过鸳水客楼6云: /鸳央湖畔。曾

醉娇歌听翠管。湖雨湖烟。不见于今又几年。0[ 32]

5嘉兴府志6卷十二云: /东南皆陂湖而南湖尤大, 计

百有二十顷,,多鸳鸯, 故名鸳鸯湖。或云东西两

湖连,故谓之鸳鸯湖。今以其居于南方,又谓之南湖

云。0
再如5玉山倡和6卷上贾归儒、贾归治、贾思敬、

金絅、金贡的5谢玉山见过6诗六首, 顾瑛和诗六首。

贾归儒云: /自愧野人疏礼法, 敢烦杖屦贲林丘。0金

絅云: /合浦堂成未得过, 远承契阔到岩阿。0顾瑛的
5和思敬6云: /王猷性僻径相过, 三日扁舟泊涧阿

, ,莫怪匆匆即归去, 洞庭木落水增波。0从这三个

人的诗中可知,顾瑛的合溪别业建成后,金絅等人还

未到访之时,顾瑛就先乘舟到他们的居处游赏了三

天。他还盛情邀请说: /贾家兄弟如联璧, 何日能期

载酒过。0( 5和金贡6)顾瑛所见这五人中, 金絅生平

已知,其字子尚,嘉兴人;贾归儒、贾归治兄弟的住址

能从诗中获得。顾瑛的5和归治6诗云: /贾氏弟兄如

二陆,结屋读书同一间。联诗或拟石鼎句,携酒每登

金粟山。0金粟山在海盐/县西南三十五里,高九十八

丈0 [ 8]卷十三
。由此可知顾瑛这次是到嘉兴境内周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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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顾瑛的5和金贡6其一云: /候虫啼老荳花丛,处处

秋光感慨同。海上十年兵火日, 溪头三日马牛风。0

元末枭雄之一的方国珍海上作乱始于至正八年(公

元 1348年) ,若顾瑛所言/十年0为实数,这次出游就

是在至正十八年(公元 1358 年)秋。战乱之中与故

友相聚,顾瑛不免万分感慨, 酒瘾大发。从/笑谈风

月生尊俎0 (贾归儒作)、/高堂挥麈酒杯空0 (金贡

作)、/论交岂惜酒衣斑0(顾瑛的5和金絅6)、/主人爱
客清尊满0(顾瑛的5和金贡6)这些诗句中,可以想见

当时他们开怀痛饮的场面。

其次,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还有顾瑛曾在嘉兴

长期寓居,并且在南湖也有别业, 5玉山倡和6卷下有

两组诗可以作证:

第一组,吕安坦的5重寓禾兴一首寄呈玉山6云:

/秀州城外喜重来,况值东风花正开。门外小溪初涨

绿,瓮头新酿已成醅。莫嫌久雨幽居漏,且喜中兴泰

运回。从此日长无一事, 呼儿细把旧诗裁。0顾瑛和:

/前年去家今复来,贺客填门怀抱开。新诗巧织云锦

段,美酒满酌蒲萄醅。夭桃灼灼此时好,行李匆匆何

日回。辰下春深天气暖, 白苎细君金剪裁。0陆麒和:

/爱汝重迁槜李来,春风满屋画图开。燕归杏雨惊新

主,酒熟梨花胜旧醅。白马桥头寻客去,夗央湖上载

书回。知君别后多清思, 锦绣诗章日日裁。0

第二组,谢节的5玉山南回附元璞仲铭二禅老6

云: /征君南行去秀州, 好为云僧一夕留。玉露金茎

相对饮,柳枝桃叶欲何求。林光白白春迷谷, 山色青

青晚入楼。自恨平生少幽趣, 江湖鱼鸟不同游。0顾

瑛的5次韵同寄6云: /渺渺烟波一叶舟, 年来多为谢

公留。鉴湖未沐君王赐, 真诀先从茆氏求。秀水虹

流星化石,爽溪云散月当楼。遥知别后多相忆,早晚

当期汗漫游。0

禾兴、秀州、槜李、秀水都是指嘉兴。从/秀州城

外喜重来0、/前年去家今复来0、/爱汝重迁槜李来0
之句可知顾瑛已两次迁居于此。又5槜李诗系6卷五

有顾瑛诗5次蒲庵长老三首6, 其一云: /鸳鸯湖上住

三年,每忆僧中有皎然。0看来他在嘉兴南湖之畔确
实断续地留居了很久, 以致后来人们把合溪别业和

嘉兴别业混在一起。顾瑛在嘉兴的生活如何? 5玉

山遗什6卷下无名氏的5寄顾玉山三首6其二云: /怀

君别业夗湖上, 流水桃花第几村。日落醉眠江祖石,

花间携妓洲公墩。0再联系上文的两组诗, 可知顾瑛

依然在峥嵘岁月中优游自在地过着诗酒文会的日

子。

其三,殷奎所作顾瑛墓志有可能在流传中出现

问题。把合溪别业从长兴/移位0到嘉兴的始作俑者
是殷奎,但从他与顾瑛的关系和作墓志的缘由、依据

来看,墓志手稿出错的可能性比较小。5故武略将军

钱塘县男顾府君墓志铭6中说: /始君北迁时,尝过奎

曰:-吾与子为死别。. 0/北迁0指明洪武元年顾瑛与

其长子 ) ) ) 曾任元廷水军副都万户、湖广行省理问

的顾元臣一起流放临濠一事。临行前顾瑛来向殷奎

道别, 这说明两人交情甚笃。据殷志, 洪武二年三

月,顾瑛卒于流放所,本年十二月, 葬于昆山绰墩之

寿藏。/至是理问(顾元臣)复以江阴陆麒所为状,属

奎述其遗事铭之石。0陆麒也是顾瑛的挚友,5玉山名
胜集6卷七载至正十八年九月,他出席了玉山佳处书

画舫的宴会并曾赋诗。5玉山倡和6中记载了不少陆

麒与顾瑛往复频繁的唱和诗,其中有些诗明显作于

合溪别业建成后, 如前文所举的/看竹应过鸳水上,

著书多在合溪边0。所以,陆麒应当对顾瑛的行踪非

常了解,其行状似乎不会有误。再说,殷奎所作墓志

最后也一定要经过顾元臣阅览, 若别业的位置有误,

顾元臣理当察觉。笔者推测,错误源头不是殷奎最

初的墓志手稿,而在于墓志的流传。其中/营别业于

嘉兴之合溪0的/之0字极有可能是传抄中产生的衍

字,以讹传讹,别业于是由/嘉兴、合溪0二处变成/嘉
兴之合溪0一处。

至于5槜李诗系6卷五的顾瑛诗5玉山中亭馆拆

毁殆尽仅留一草堂耳今于嘉兴合溪营一别业颇幽寂

因赋五言一首6所云/我爱新居好,萧然绝世氛。路

回青草岸,水合白鹅群。野色排檐入, 书声陪竹闻。

是中多野趣,难许俗人分。0之诗句,笔者认为诗题是

后人据顾瑛经历添加或改写的。因为5玉山遗什6附
录部分也收录了这首诗,内容相同, 题目是5合经焚

诵6,其序曰: /予得合溪,地幽水秀。风俗朴俭, 遂营

别业为焚诵计,可观见过援笔写图,且索予自题云。0

这里并没有说/嘉兴合溪0或/ 嘉兴之合溪0。5玉山
遗什6的编纂与元末顾瑛的文学活动为同时或稍后,

偶有明人后加,而5槜李诗系6是清人所辑, 所以5玉

山遗什6更具有可信性。
顾瑛出身于官商世家,充沛的财力使他能多处

卜居。他在和谢节的5玉山南回附元璞仲铭二禅老6

的诗中自道: /十年一个水仙舟, 只拣溪山好处

留。0 ( 3)卷下
这或许是形容他的临时居处太多、太美,

丘民在5和顾玉山平湖草堂诗韵6中云: /十二行窝总

是春。0( 2)附录顾瑛在他乡建立别业, 主要是避乱和躲

避征召的无奈之举, 但是客观上增添了交接更多文

人的机会。昆山玉山佳处的集会与异地的交游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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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替进行,使他成为至正诗坛繁荣的有力推动者之

一。

注释: :

( 1)如元徐一夔的5始丰稿6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卷二

5西溪鲍恂隐居记6载: / 西溪在嘉禾郡城之西三里。05茘

轩记6载 :卓器之/ 曾大父由进士第知平江吴县, 遭值改

物,侨居嘉兴之甓川0。朱彝尊的5曝书亭集6卷九5鸳鸯

湖棹歌一百首6第二十一云: / 曾记小时明月夜,踏歌连臂

竹邻街。0鸳鸯湖即嘉兴南湖, 可知竹邻巷在嘉兴。元徐

硕的5至元嘉禾志6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云: / 迎

年坊在春波门内0/ 登春坊在春波门内0。由此可知春波

门属嘉兴。卷四载殳山/在县(崇德县, 隶属嘉兴路)东六

十里,高一十三丈五尺,周回二里0。明李贤等所撰5明一

统志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三十九5嘉兴府6载宣

公书院/ 在府治北,元至元间建0。

( 2) [元]顾瑛,等: 5玉山遗什6 , [清]经锄堂抄本.

( 3) [元]顾瑛,等: 5 玉山倡和6 , [清]经锄堂抄本 .

( 4)长兴虽然一度独立为州, 但为期短暂, 所以提到吴兴郡

时,习惯上是包括长兴在内的。

( 5)从沈明远序下文中可见, 顾瑛至吴兴是在沈明远初次到

昆山前。5玉山名胜集6中载至正十一年沈明远在玉山佳

处有好几次活动, 因此至正十六年前顾瑛到过吴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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