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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侨寓徽商土著化的个案观察
——以上海嘉定望仙桥乡土志为中心

方光禄
(安徽省徽州师范学校，安徽歙县245200)

摘要：上海嘉定望仙桥乡土志反映出的张氏土著化个案表明．大多数侨寓徽商的土著化过程，可视为

建立在“占籍”基础上的双线结构。一是宗法层面上修谱建祠以壮大宗族势力的子族建构；另一是社交层面

上扩大和巩固社会交流以提高社会认同度的网络建构。较多地参与地方社会事务管理，是基本实现土著化

的标志之一。通过撰修乡土志书，土著化结论实现了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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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侨寓徽商的土著化问题．学者曾作过较

为细致的探讨。王振忠教授认为重修宗谱、重建宗

祠对于侨寓徽商的意义重大。是其疏远乃至最终

脱离原籍的主要途径。II脚李琳琦教授赞同此观
点。121睢枷唐力行教授则通过侨寓苏州的歙县大阜

潘氏逐渐成为当地望族的个案研究，进一步发现缔

结婚姻在其土著化过程中的作用。131"急-91这都为本文

的继续探讨奠定了基础。

明朝中后期以来。上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是

徽商集聚的重要地区。也是众多徽商最终实现土著

化愿望的热土之一。上海郊区嘉定望仙桥分别撰修

于清末、民初的《望仙桥乡志稿》《望仙桥乡志续

稿》，就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侨寓徽商之一张氏族人

的相关事迹。为我们勾勒其土著化进程提供了基础

性的资料。由于张氏在歙县原籍难属望族，虽在望

仙桥定居百余年后。成功融入当地社会，且具一定

社会知名度，但与大阜侨寓苏州的“贵潘”或“富潘”

相比，显属社会低层。事实上，侨寓他乡的徽商，绝

大多数属于这一类型。因此，对于该个案的深入了

解和剖析，有助于我们对徽商土著化问题讨论的深

化和认识的全面。

一、望仙桥张氏源流、世系及其精英

望仙桥张氏，原籍歙县定潭。明代曾任广信太

守的张仕镐之后裔。《望仙桥乡志稿·古迹》“紫薇

轩”条：

“其先世西潭副使。曾谏武宗南巡拜，廷杖。官

终广信太守。”(注：此处笔者对校点本句读有订

正)141古迹

民国许承尧《歙县志》：

“张仕镐，字景周，以进士除廷尉评事，时有冤

狱，仕镐片言折之，一时称服。武宗南巡，仕镐抗疏

谏止，廷杖，谪南京刑部照磨。嘉靖即位，诏复原职，

出守广信，升浙江按察副使。”瞅铷忠节

笔者实地调查得知：元末前后，张常德从今歙

县森村乡绍村迁居定潭，为定潭张氏始迁祖。生子

二，长寄安，世居定潭；次寄养，迁浙江乌石山。寄安

生子三，长继祖，次新保，三真住。其中继祖之后裔

有一支迁嘉定。从明代仕镐之后，部分行辈字号排

列如次(定潭张氏现以祥字辈人为多)：

⋯⋯仕、良、国、立、以、元、光、大、世、文、承、

启、志、昌、安、祥、吉、兆、邦、荣、永、忠、绍、孝、友、

万、年、芳。

始迁望仙桥的乃张仕镐八世孙张世铣(号不

虚)。时约乾、嘉年间。张世铣兄弟四人，他与三弟张

世志(号六亭)、四弟张世惠(号松溪)同因经商而迁

望仙桥。依据《望仙桥乡志稿》中有关记述，整理得

出张世铣之后部分世系如下(以张世铣为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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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约翰大学之聘，期年而赴修文之召矣。”171第九

张世铣

长：承梅

次：少仪

长：文淑{三：承模

四：少农

五：辅堂

f长：戟楣

次：文浦{次：青甫——启后

l三：承柏——启秦——志同——昌茂

I长：少渊

三：文淦{次：鄂甫

I三：承沭——启焯

张世志——文微

张世惠

在该志中，尚有张氏族人承槐、承枋、启宸、启

鹏及其子志仁等人，因不能明确其血缘关系。难以

在上图中体现。

望仙桥张氏族人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张世铣三

兄弟、承柏、承梅、启秦等人。

“张世志，字存中，号六亭。随兄不虚贾里中。性

旷达喜饮。脱口吟小诗，时发天籁。工写生，虾蟹最

神妙，求之者载酒集，既醉。信笔所之，顷刻数十纸。

居东园久，一草一卉多其手植，随意咏之，集称《报

花开》。”

“张世惠，字象三，号松溪。不虚四弟。喜吟，著

有《松石山房诗钞》。工山水，人倪黄之奥，写古松尤

妙。擘窠大书得朱紫阳笔法。先后居东园最久，亦赁

钱门唐静逸轩中平居。以诗书自娱，爱莳花卉、养盆

树，得朱三松之传。与外冈郁俊庵最契洽。年七十三

卒，与兄六亭并归葬故里。”141人物．斑膏

“张承柏．字厚甫，自号痴九，望仙桥人，诸生。

诚朴伉爽，才气佚宕而癖于诗，其为诗，若寝食之不

可以已。独恶人谈制举文。闻则掩耳走。曾授经耕余

圃，暇辄与里人士相唱和。无何，就馆沪上，以疾卒，

邑人黄宗起为里传。”16l卷九

“张承梅，世铣孙，字宰和，号默山。邑诸生。幼

聪慧，识孝弟字(孝悌)。举止温润，得祖父欢心。年

十一应童试，下笔多刻挚语。少长刻苦自励，究心濂

洛关闽之学。从周云卿、王未亭、杨筠轩诸先生游，

皆以读书真种目之⋯⋯父命课诸弟，友爱交至。年

二十七卒。有《直庵偶存草》选人《嘉定诗钞》。”

“张启秦，字孝臣，别署非子，承柏之子。廪生。

淹贯经史、词章。尤精小学。书法精篆、隶、八分，擅

篆刻。善饮，饮不至醉。教授里中，能尽启发之妙。处

事严明，待人和蔼。理乡政，人咸敬惮之。光绪中叶，

建广仁堂三楹于城隍行宫之西。宣统三年，受上海

二、望仙桥张氏的土著化努力、成效及其固化

张氏的土著化，必须建立在国家户籍制度许可

的基础之上。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之前，徽商为

其子弟能在侨寓地参加科举考试，一般是向政府申

请“商籍”。或有“挈家人籍”者。“入籍”需要一定的

条件，即：

“(侨寓商民)其实有田户、坟墓在江南，与入籍

之例相符者，准其呈明于居住之州县入籍。”I嘴孵

嘉庆《如皋县志》卷4说得更清楚：

“其客户、外户有田地、坟墓二十年，听于所在

隶名，即编为户。”

文化素质颇高的张世铣。非常清楚政府的规

定。他在闯荡商海30年后，决心在望仙桥度过后半

生时，就大量购置房产、地产。虽他在世之时未必能

入籍嘉定。但至少能为儿孙奠定根基，故其努力倾

向相当明晰：

他看中王氏别业“醉雪仙窠”，购后“葺而扩

之”，“改署东园，又称梅花小墅。”该园规模宏大，

“卅亩梅花一草堂”，中“有六山、石台、香雪坞、梅隐

居、碧云深处、邻竹山房、玉照轩、听雨榭、烟香屿、

听鱼矶、孤山、市药圃诸胜”。Idj古迹不久又购钱少詹大

昕故宅两处。一地邻东园之“碧云深处”，“家君(引

者注：张世铣)惜之，因谋以归”。改葺为书室，颜日

“留耕”；一在桥西中市。张氏购后一度出租为药店。

随后，其子孙大兴土木：文淑建“百砚楼”，文浦建

“梅竹吾斋”。文淦建“白云楼”“静观自得楼”，少仪

建“紫薇轩”。虽乡志未提及张世铣购置田产，但从

上述罗列，也不会对张世铣同时也购有一定数量的

田地置疑了。

当不少徽商为达到“人籍”的政策硬杠，不顾家

乡父老“吾徽有千年祖坟，干人祠字，干丁乡村，他

处无有也”的规劝，甚或“假令迁徙而子孙长保其富

厚犹可．否则流移不可回矣”的恫吓，“舆其祖、父骸

骨葬于他乡，不稍顾惜”，191刚“张世铣似乎更为稳重

和耐心，他只在东园西北隅“自营生圹”，而其三弟

和四弟。虽身居望仙桥，却“归葬故里”。兄弟一分两

处．故里侨居相兼，也许能给后代以更大的选择空

间。

相对于故乡定潭，张氏在望仙桥人地生疏。稳

定和扩大张氏的生存空间，必须依靠强大的实力，

即宗族力量。从侨寓第二代，张氏就依据故里成熟

的宗法制度．开始了复制与母宗相似的子宗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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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先是张文淦撰《定潭族谱》。尽管内容不详，但依

其名称，可能仍以故里世系为主，因止P,n,-f张氏在望

仙桥立足未久，人丁不繁，撰修族谱的意义更在于

树立一面精神旗帜，让远离故土的新生代勿忘木本

水源。到了第三代，同辈兄弟成人者10人，人丁兴

旺。与定潭的空间及心理距离日益拉远，于是张少

渊率众创立望仙桥张氏分祠。他在《仙溪张氏分祠

记略》中写道：

“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我张氏自先祖赠公

由定潭迁仙溪．历世三传。虽故里自有宗祠，千里奉

榭，不惮迢远，而仙溪尚无分祠，霜露怵怆，情所难

已。循庶人祭寝之例，未免卑亵，且神人杂处。亦非

躅宫清净之谊：择地创造，力所不及。先茔东偏向有

玉照轩一所．兵燹后栋梁摧塌，因旧改新，措力较

易，作为分祠，奉安粟主。规模虽嫌稍隘，惟冀先灵

既妥，后嗣浸昌，廓而大之有日耳。我兄弟各宜黾

勉，成此久远之举。以启百祀无疆之休。祀产及奉祀

规条，俟分祠落成后再议．经费量力各捐。仍有不

足，按丁出钱可耳。”m庙

可以想见，分祠初创，尚属简陋，但其精神意义

重大，它标志着一个子宗基本脱离母宗进入了独立

发展的新阶段。望仙桥张氏子孙逐渐拢聚在分祠周

围，依靠宗族力量。维护着共同的利益。

至迟从明朝中期始．上海一带就成为商界要

地，四方商人往来贸易其间，社会群体的流动性很

强。因此，张氏族人要想得到地方社会的普遍认同。

就不能运用徽州本地宗族间相互排斥、争竞的传统

方式，而是努力以开放的姿态，在碰撞——沟

通——交融的过程中，建立起普遍的、和谐的社会

网络，使以血缘为首要特征的群体过渡到以地缘为

首要特征的群体。在张氏建构地域性的社会关系网

络中。体现出层次上的鲜明特征。

在基础层面上，遍行义举，注重社交普遍化。

同居一地的入们，为抵御“水、旱等自然灾害

以及异国人侵略的威胁”。“必须采取协同行动来

保护自己——如筑堤、救济措施、巫术及宗教等活

动。”IlOl95张氏族人在侨寓地既敬神又助人，即分别

借助神缘、地缘来建立普遍的良好人际关系。敬神

是指热心于神灵祭祀的相关活动。如张文诠曾创

“流芳会”附祀里中贞节烈妇：

“前此，邑中有采访众节孝之役．诚斋不避寒

暑，足趼口痛，遍历村里，既以请于朝，建坊立祠于

城，而乡民村妇或未之见也。议设分祠，费无所措。

会斯堂(注：广仁堂)落成，遂以近里中得旌之节烈

贞孝妇女若干人，大书供奉于其中。春秋二节．司总

偕里人羞频繁之敬，将以耸愚顽而厚风俗焉。”141&

望仙桥之东、巨门之野，“向有小庙一所，相传

肇自康熙朝”，俗祀五通神，香火不衰。道光甲辰

(1844年)中秋前四日，蓬溪胡生肉妻病，以为为此

庙神所害，遂持挺毁坏该庙。望仙桥村民一片哗然。

认为庙存已久，有利无害，说其越境为祟，是诬蔑神

灵。张文淦与胡生之父相熟，往询之，得其实。乃出

己资重建小庙，并撰《安巨门野庙神文》一通。此举，

既使“祷者酬者”依然有其所，又使村落间可能激化

的矛盾复归于缓和。

热心于服务民众生活的义举。更能博取民心。

如施棺代葬等慈善事业，素为张氏关注：

“邑城旧有存仁堂施棺代葬之局，而乡民距城

远者。暑月恒苦不便。嘉庆十四年．张不虚先生铣始

于望仙桥立广仁堂，施棺代葬。先生殁，其伯子仪斋

文淑、仲子忍斋文浦黾勉勿坠。十有余年，力渐不

支，屋亦就圮。季子诚斋文淦不忍是局终废，讫父兄

之绪，劝募同志，量力饮助，爰率其仲子瀚及淳、源

等重新其屋，以为之倡，瀚复捐地以扩义冢。道光二

十五年九月，规模既定，条约维新，地限十有一图，

恐广则弗给也。”14I，摹

到了光绪中叶，张世铣曾孙张启秦又“建广仁

堂三楹于城隍行宫之西”：直至民国，“广仁堂历年

夏秋间”，还“施送时疫药品”。17l建置

太平天国运动，“嘉定受害甚酷，西北两乡尤

烈，庐舍存十之一，人民存十之二，饥饿濒死，皆无

人形。”虽李鸿章曾派员赈济。民众稍延残喘，但“赈

停后，依然无食。”“年壮者犹能食力于沪．其老弱残

疾者，既无室庐，亦无炉灶，露宿风餐，呼号道路”，

其景可悯。张青甫、张养梧、张少仪遂设“留养局”以

施粥：

“浩(引者注：青甫)不自量力，率门生赵莪、儿

子启后转辗劝募，得抚恤局委员王巽斋比部、程藻

安寺正相助，得以集事，于癸亥六月，开厂钱门塘、

望仙桥两镇。二十二图内人民年五十以上、十五岁

以下．及疾病者，不论男女，均与编号排榻点筹放

粥．每日两餐．规制秩然。”141蝣-

限于“经费支绌。难于经久”。主事者常感“心长

力短”而“仰屋频嗟”，只能勉力支撑。

对政府常设利民机构的运作之弊，也见张氏族

人毅然挺身，为民呼吁。光绪末年。鉴于平粜局米价

昂质次，张启秦愤然上书：

“前次末期之米搀杂太甚，籴者既皆苦之。不料

此次着潮太过，色既极劣．斤量又短十多斤。外间价

已渐减，此次反又增加，以故贫民情愿籴非平米，色

色上算，万不愿籴平米。名似沾公利．实则暗亏不

少。遂使领出之米强半废阁于各经手家．不知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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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能了结⋯⋯执事办一邑大公．诚未便以一区概全

局，仆所以向不欲多为之词。固知办公能尽如人意

之难也。然因之而竞使一区向隅．于公义亦殊不合

⋯⋯万望荩筹熟处，竞此全功。俾贫民得沾实惠，公

款不致虚靡，则谣诼自定。即公德不细。”171t税喜

新学渐成趋势，张启秦等又勉力推进：

“二十八年(1902)．张启秦设望仙桥蒙学堂于

张氏留耕堂。”

“三十年(1904)，仙溪蒙学堂改为仙溪公立两

等小学，张启宸为校长。经费由镇商筹肉捐等以补

助之。”m育忐
／

至于修桥补路，张氏也常有所为。望仙桥市南

跨顾浦有一桥，名“迎恩桥”。此乃张世铣筑以自寿．

并命其子张文浦拟联句镌于立柱。此地后成望仙桥

十二景之一的“红阑放鸭”。其子张文淦的善举在地

方也颇有影响。《望仙桥乡志续稿·人物》记杨凤池

事迹时，也不忘写上：“邑中善举必商之(引者注：杨

凤浊)，张诚斋、钱益斋两先生协力成之。”

民国初年，张氏后裔热心公益的义举也还不绝

于史。如：

“东南战争(引者注：指1924年江浙战争)绵

亘月余，本乡·居民流离载道。旅沪同乡张启宸、毛

经学等组织西乡兵灾善后会．联合他埠同乡为将

伯之呼。一时仗义输财者。不乏其人。救护船(陆友

白、钱仍膏等，由上海出发，回乡救护)、灾民接济

所(张浩如、杨夏汾等在常熟组织)，相继成立，赖

其力也。”171建1

“吾乡市河顾浦日久淤塞，居户艰于洗濯。商旅

困于运输，乡人士屡议浚凿，困于资而未果也。甲子

春初，县议会有浚河之议，毛先生西璧(经学)归谋

于张先生砚诒(启宸)，预计应浚工程，提出诸议案

得可决。”(此议于次年实行)

“丁卯之役，乡议事会议长张启宸商得其(引者

注：指曾斥巨资组中国红十字会嘉定分会横泾办事

处的里人曹汝霖)同意。又组收容所于镇南乡立第

一初级小学校”。171术卅占

经常性的扶危助难．迅速让张氏获得良好的声

誉，奠定了张氏融入当地社会之基础。

在中间层面上，交游同道，保证社交常态化。

望仙桥一地．人多杂处。张氏始迁一代。文化素

质颇高(张世铣诗赋常见：张世志能脱口吟小诗，又

工写生；张世惠喜吟，亦工山水)，故极注重与当地

社会上层人士之交游。这批在当地颇有知名度的人

士，对于张氏来说，是一笔能助其迅速土著化的重

要社会资源。从下表很不完全的张氏族人主要交游

表就能看出其价值。

表1 张氏族人主要社会交游情况一览表

序号 姓名 籍贯【住址】 身份 交游情况 资料来源

l 曾芝园 望仙桥 不详 里中耆宿，张世铣为其《抚松图》题诗 《志稿·人物》

2 王一清 望仙桥 国学生 “喜与文士交”，老屋“醉雪仙窝”售与张世铣 同上

“眈吟咏，喜交游”，“晚年与张松溪为忘年交．诗筒画简数
3 王一飞 望仙桥 不详 同上

日不接，辄相寻云。”
4 黄小园 南漳濒 不详 父监生，“事张先生子渊”。 同上

5 杨仁凤 望仙桥 不详 乡饮宾杨大吕犹子。张承柏有赠诗。 同上

张承梅之师。“居邻东园，梅花盛时，往往借宿玉昭堂中，
6 杨筠轩 望仙桥 举人 同上

一时名士，裙屐迢欢。”

张承梅之师。周故，张文浦“哭以五百韵，合刻《怀靖子挽
7 周云卿 昆山角里 诸生 同上

诗》一卷，复偕同人梓其遗稿日《爨余吟》。”
8 王末亭 望仙桥 不详 张承梅之师。“来者四集，多知名士”。 同上

“究心形家言，悉其奥旨。”“东园、六山诸胜。经营点缀，时
9 朱炳文 野猫洞 国学生 同上

与其事。”
10 卫之松 卫家角 廪膳生 精切脉法，用药精慎。尝集于东园猜诗。 同上

11 利、 j己 太仓 诸生 博学，喜吟咏。张少渊昆弟从之游。 同上

12 朱右曾 太守 与张文浦昆季并笃好。 同上

13 王文林 太仓 廪生 工诗。与张文浦交好。 同上

工诗、古文。“与张子远、子渊昆弟为诗酒之盟．月必再三
14 王步瀛 外冈 不详 同上

止宿静观自得楼。”
“周立春之乱，携其少子今协揆都号颂阁避居张氏白云

15 徐经 不详 观察 楼，时郝甫十余龄也。”“经孙致祥，字季和。从张少渊先生 同上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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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籍贯【住址】 身份 交游情况 资料来源

16 陈德基 昆山 诸生 工诗画。曾馆卫家角既勤家。养梧(张少渊)书。 同上

17 孙廷镛 阳湖 不详 “庚申苏郡陷．挈眷避地以张氏以居。” 同上

张世铣兄弟四人。与钱十兰等时相唱和。张文淑“为钱十 《志稿·艺文》
18 钱十兰 望仙桥 知州

兰先生门下士，十兰晚年写件，张先生捉刀者为多。” 《续稿·杂录志》

19 潘道根 娄塘 不详 作《跋子渊张先生辞举孝廉方正诗册后》。 同上

20 洪遵规 不详 贡生 工诗、古文、词。与张文淦有诗相唱和。 《志稿·古迹》
21 黄毓骥 西漳滨 不详 黄筑东湖草堂。南壁由张青甫画墨梅数枝。 同上

22 姚承祖 钱门塘 不详 业医，精痘科。尝入东园诗社。 《续稿·人物》

23 镰彦章 钱门塘 诸生 能医，善诗。道成间，里中东园有诗社，彦章往来酬唱。 同上

24 赵 莪 钱门塘 不详 诗文有大家风。张文淦及门弟子。 同上

25 杨 钧 海门 不详 善画，得张启秦知遇，下榻非园几一年。 同上

性豪爽，遇黠者面斥之不讳。与张孝臣杯酒言欢，日以为
26 王德俊 望仙桥 商人 同上

常。
27 吴挹清 望仙桥 使臣 张启秦有《送吴君奉使义大利叙》。 同上

28 童容斋 钱r1塘 不详 张文浦曾寓其“静逸轩”并作诗。 《钱门塘乡志》卷4

29 来日佩 钱门塘 岁贡生 张文浦曾作诗《赠石民先生》。 同上

30 朱绶卿 不详 都尉 张承柏有诗《送朱绶卿都尉侍太夫人移居耕余圃》。 同上

31 卫绳武 钱门塘 国子生 张文淦曾为其“孝友堂”作诗。 同上

32 章槭魄 黄渡 诸生 性眈吟咏。与仙溪张承松提倡风雅，积诗数百首。 《钱门塘乡志》卷9

33 童奏云 钱门塘 诸生 童箸《劫余编》，张承柏为之作跋。 《钱门塘乡志》卷11

同治七年(1868)“谷雨后三日，耕余圃牡丹盛开”，许“邀集
34 许雨田 侨寓钱门塘 上舍 《钱门塘乡志>卷12

远近名流．置酒高会”，张承柏长歌记其事。

表中可见，张氏交游甚广。地域上，既有土著，

也有侨寓；身份上，既有政界官员，也有文艺名家，

甚至有“三教九流”之嫌的医、t-者。当然，除了乡志

留其名者，张氏族人的交游面还应该很广。如：张世

铣扩建东园成，曾“征海内名人诗文书画，各成卷

册”。此外，张氏还以结社的方式，将部分交游关系

相对固定化。张青甫昆季曾结“煎茶诗会”。时天福、

陆少唐、仁龙盛执菊于鸭阑，陆季云首唱《咏菊》三

十律，避乱者如吴门孙小渊、孙吉甫，买木棉者如常

熟周杏桥，侨寄者如前典史唐玉樽之子惠卿。黄渡

如章清甫，钱门塘如徐浩亭、徐敬亭、童翼臣，嘉定

城中如浦吉卿、王甄仲、朱东侯，安亭如葛平侯，天

福庵如褚月樵，近地如陈炳堂、陈半耕、洪一山，钱

毂人元震暨张氏甥程芝轩诸人．皆参与其间。时虽

太平天国乱后．文人交游唱和兴致不减。正如《柬同

人拟作煎茶诗会》所言：“时艰合有偷闲客，三里澄

波脉脉通。”亦可想见承平时期“名流觞咏殆无虚

日”之盛况。

在核心层面上，择贤联姻，促进关系紧密化。

与当地望族、世家缔结婚姻，则是社交网络的

核心层次，不仅扩大家族社会力量，还使土著化的

实现更具姻缘之基础。就乡志所见，张氏族人的一

些婚姻关系可见下表。

表2张氏族人主要婚姻关系一览表

序号 联姻者 籍贯[住址】 身份 婚配情况 资料来源

父曾馆 太守朱右曾子。朱曾馆张氏惜分阴阁，与张文浦昆季笃
l 来瀚 不详 《志稿·人物》

望仙桥 好，一门多从授业。因以女弟妻先生子瀚。

2 朱元治 同上 郎中 太守朱右曾次子。张文浦又以女妻朱元治。 同上

3 严 防 寓望仙桥 邑诸生 “喜吟，精医。张承牟fi-2_&父。 同上

4 程应杓 同上 邑诸生 妻张青甫兄张承模女。 同上

5 俞嘉谟 镇洋 诸生 “嘉谟为张味甫先生婿，时从讲学于留耕书屋。” 同上

“不事生产，善鉴古碑帖。馆张氏东园玉照轩，后即以女妻
6 陈南焕 角里 诸生 同上

张徵君少渊。”

7 顾 氏 不详 不详 张承沭妻。年二十九寡，抚孤启焯成诸生。 同上

8 杨 氏 不详 不详 诸生杨契贤女，监生张启鹏继妻。壬戌四月二十一日赴水死。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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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联姻者 籍贯【住址】 身份 婚配情况 资料来源
9 王 某 不详 不详 张少渊姐妹张容甫嫁王某，其子王祖畲1864年中进士。 《志稿·艺文》
1() 方瑞荃 不详 不详 张文淑妻。著有《药香余咏》。 同上

1 1 陆咏荃 外冈 诸生 父季云与张青甫友善，其为张氏婿。应州县试列前矛。 《续稿·人物》
12 昊 氏 戬浜桥 不详 孝廉吴林之女，张夫人。精武艺。 《续稿·杂录》

表中所见，仅是张氏族人百余年中婚姻关系之

冰山一角。但其婚姻选择的倾向已很明显，即注重

联姻家族的文化水准、社会声望。表中12例，诸生

及官僚家庭9例；另有贞节名及著作者，显同属大

户之列。尽管乡志入选者在张氏实际联姻者中只占

很小比例，且入选标准偏向社会上层，但张氏族人

的这种倾向是难以否定的。

从张世铣开始，经过世、文、承三辈入近百年的

土著化努力，张氏族人渐有所成。其重要标志之一

即第四代启字辈，获得了较多的以当地代言人身份

参与地方社会事务管理的机会。当然。不能否认。前

清垮台、民国建立。地方行政管理模式出现巨大调

整等时代背景，为其实现上述目标提供了契机。

光绪末年，预备立宪新风劲吹。嘉定西乡一些

士绅谋求地方自治。宣统二年正月，历经波折之后，

望仙桥选举厂董、议董。张启秦等5人当选；三年正

月，张启宸、张启秦分别当选甲、乙级议员：二月。张

启宸又当选议长，张启秦当选董佐；民国元年四月，

乡议会改选，张启宸未满留任甲级议员．张志成当

选乙级议员；二年四月，乡议会改选，张启宸当选甲

级议员、议长，直至三年二月自治取消。民国十二年

七月恢复自治时，张志同又当选甲级议员。“所提出

者均深合民生耍旨。今春，苏、沪底定。本乡国民党

部拟举为民政委员。”黄守恒在光绪三十一年发起

组织嘉定西路预备地方自治会的《公启》中，“凡我

同人，生长是乡，谊关桑梓”“冀有以造福于乡里”等

语，便可看作对张氏等侨寓者的地域认同。

战争突临．也是张氏族人介入地方事务管理的

机会：

“民国十三年(1924)八月。江浙风云日益险恶。

乡议长张启宸，乡佐毛诒植召集各界．商议维持之

法，议决招募临时警察，委陆鳌为所长。战事既开，

战地难民投奔者众，大军又往来如梭，公者迫供应，

私者强搜索．警所不能维持，乃由杨大璋集同志组

织保卫团以代之。推张志杭总其事。”

“十六年(1927)三月二十日，革命军莅沪。直鲁

军退市河，顾浦为其路线之一。二十一日晚问。直鲁

之溃军络绎而来，次日自晨至暮，过者盈万。事前，

张志同发起组织保卫团，推张志周(百鲁)、殷振声

(玉堂)为干事，至此遂从容招待之。”17】兵肪占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望仙桥乡志稿》中，张

世铣一支始终被当作是里(望仙桥)人，而张世志、

张世惠的传，则放在“流寓”栏内。也许这与他们虽

长期或居东园，或赁钱门塘静逸轩以居．但始终没

有人籍望仙桥、后又归葬歙县定潭故里有关。

张氏族人及其姻亲对于撰修乡志也倾注了满

腔热情，这是将张氏土著化结论给予制度化、正统

化的重要途径。《望仙桥乡志稿》是张启秦在光宣年

间所编。当时，他与钱门塘童凌苍相约合编嘉定第

三乡志，未脱稿而于1912年卒于时疫。稿本置于新

宅张氏族人处，毁于日寇战火，幸其门人、张启宸之

婿杨大璋录有副本，而又为张启秦之外甥杨世益所

抢救，今人方一睹其实。《望仙桥乡志续稿》则由杨

大璋于1927年编纂。其部分原始资料之搜集．是与

其岳父张启宸共同完成的。因此，这两部望仙桥重

要的乡土志书的完成．都与张氏族人及其姻亲有

关。他们在乡志中较多地反映了侨寓的张氏族人

(尤其是定居的张世铣一支)相关情况。也是能够理

解的。

三、张氏与原籍的联系

虽然张世铣及其后裔一直为融入侨寓地社会

而努力，但在前三代的近百年中，望仙桥张氏与歙

县定潭原籍还保留着一定联系。

首先，侨寓的张氏族入内心深处。原籍的人文、

风物，如先祖故物、建筑，甚或故里名称，时常在一

定程度上成为其精神依托。

广信太守张仕镐一直是张氏后人的骄傲，他使

用过的一方“素风砚”就由张世铣继承。张世铣搏击

商海多年，事业有成，但他始终认为：“挟策”营商并

非“干世意”．随身携带并经常摩挲的这方“素风

砚”，经常提醒他让儿孙读书。故在“颜日留耕”的书

室落成之后，他颇有感触，曾“赋示)L：r／J,”，表达了这

样的思想：

“萧萧尘鬓感离居，投老怀安计已疏。风雨他

乡聊补屋。江湖卅载久抛书。⋯⋯心远何妨居近

市，身闲其奈岁流波。好凭方寸良田在．勤动无虞

恶岁过。素风犹自守空囊，长物摩挲旧泽长。挟策

本无千世意。酰书总有逐时芒。⋯⋯比屋书声宜子

弟．一窗花气惬昏晨。长年自笑浮家客，小驻偏忘

卧雪身⋯⋯”141I．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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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先祖的一方砚台，既是一种怀念，更是

一种遗愿、一种嘱托、一种激励。

长子文淑显然继承了张世铣的思想，他尤嗜收

藏古砚，文天祥、唐寅、王锡爵等名流使用过的砚

台，与素风砚一道均收藏在他建的“百砚楼”。又曾

授五子砚各一方。其弟文浦《某竹吾庐诗钞·题百砚

楼示诸侄》有记：

“吾家眠云子，癖砚逾米颠。自侈富翁富，百二

获宝田。累累端州石。斑斑秦汉砖。罗

列满几榻，摩挲废餐眠。蓄财用责博，食力功宜专。

膝下五男子，各授砚一焉。一砚足一生。此生无息

肩。虑无越畔讥，犁铁何时穿。砚山高一寸，上与青

云连。慨焉念祖德，素风五百年。”14J“

文淑殁后三载．“子若孙遵治命．析而藏之儿

辈”。后来，“贼(引者注：太平军)扰江南，家山破碎，

藏砚被劫，荡然一空。”孙辈张少仪、张青甫“于残砖

破瓦中寻得汉瓦当三、汉砖一及文信国、玉带生、杨

忠愍、王文肃诸砚，质尚完好，藏之旅箧，足壮行

色。”直至全国解放，幸存各砚，方由嘉定博物馆保

存。此时，离张世铣已有5代了。

歙县定潭有张仕镐故居。日“清白第”，明正德

年间徽州太守张芹题写。“清白”乃张仕镐任职大理

寺时皇帝封敕中的评价用语。堂名“承恩”，后轩日

“紫薇”。此第之所建，是张氏宗族的极高荣誉。作为

张仕镐的直系后裔，张世铣及其子孙自然十分自

豪。故在望仙桥定居后，张世铣之孙张少仪仍然以

“紫薇轩”名其斋，以《紫薇轩诗存》名其诗稿，遗稿

亦名《紫薇轩誊稿》，以示木本水源。

定潭村地处歙县南，昌源河从东北向西南穿过

村前。村西有山，曾发生巨大山崩，使河溪改道，殃

及村落。村民为祈求山川安定，取山名“定山”；村前

有深潭。因此村落名“定潭”，又名“定川”。张文淦虽

在故里生活时间可能有限，联系也未必经常，但还

是选用故里村名。将自身所居名之“定川草堂”，又

将其诗集28卷、文集8卷，称《定川草堂诗集》《定

川草堂文集》。故乡情结之浓郁，由此可见。

其次。在宗法礼仪上，早期侨寓的张氏族人基

本遵从回乡谒拜宗祠、展墓祭祖的规矩。徽,／4、I‘‘重宗

义，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无不秩然有序。所在村

落，家构祠宇，岁时俎豆。1¨l风俗“出入齿让，姓各有宗

祠统之，岁时伏蜡，一姓村中干丁皆集，祭用朱文公

家礼，彬彬合度。”lt2l卷11外出经商者，“近者岁一视

家”，l-31风俗亦“有数岁一归者”。1141风格回乡目的，既为拜

访友朋，更为祭祖展墓。各族无不如此。望仙桥张氏

自然也未能例外。《望仙桥乡志稿·人物》在介绍张

承梅时，就有这样的记述：“张承梅⋯⋯故籍歙县，

从两叔父省墓，往返千里，左右侍奉不少懈。”

看来，作为张世铣的长孙，他很可能代表张世

铣，与三叔父张世志、四叔父张世惠一道。曾回歙县

定潭故里展墓祭祖。其时，他年龄尚小(他去世时仅

27岁)。虽然不见其他相近记录。但因宗法礼仪需要

而与原籍的联系肯定存在。就张世铣一支而言，可

能一直持续到望仙桥张氏分祠建成之后。

复次．突临的时局变故，可能使侨寓徽商与原

籍间的联系再度强化，即便是暂时的。至少望仙桥

张氏族人就有这样的事例。

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逼近上海。望仙桥的

民众首次真切感受到了此前延续多年的战争的威

胁。接下来的残酷岁月里，逃难、饥饿、乃至死亡，变

得那样经常．以至于幸存者多年后的回忆还那么让

人惊心动魄!民国年间望仙桥人杨大璋记录其父亲

的逃难回忆中．就有这样一段涉及张氏族人：

“成丰十年，太平军东下。四月。风声更紧。余时

甫十龄，就学于里中，钱氏家人来呼，即随之至漳滨

顾积堂家。同行者，母氏程太夫人、兄莞山(讳惠泉)

二十三日。与笑山等失散，中途遇张少仪世丈与

学生数人同行。丈体胖，不良于行。遇一木桥，我与兄

于人丛中挤过，丈则欲行又止者屡。乃涉水，余等立

岸上候之。良久，突有呼来劫者，乃弃之而奔。”川|‘七

在这场浩劫中，望仙桥张氏族人遭受的打击也

极为惨重。就死于战乱者而言，就有：

“张氏，监生承模女。生员程应杓妻。庚申五月

五日。应杓骂贼被戕。氏抱尸哭，引颈受刃。”

“壬戌四月贼至。监生张承槐被执不屈，连受数

刃。奋身清流。复被数枪死。”

“方氏，从九品张方荣原名承槐妻。壬戊四月二

十一日死漳滨桥下。”

“承槐侄监生启鹏仓皇负母逃匿。母不能过桥，

遂相守野庙中。贼至，驱之去，不屈，遂被害，年四十

一。时家人星散，生死不知。后有目击者述之，而尸

骨无可检矣。母归，穷饿卒，妇先已赴水⋯⋯子志仁

被掳而出。”

“杨氏．诸生契贤女，监生张启鹏继妻。壬戌四

月二十一日赴水死。”

“张氏．启鹏女。壬戌四月二十一日赴水死。”

“张同椿，定潭人。承槐族祖，居里中。壬戊四

月。忤贼被杀。”

“歙县张承枋字锦山妻。夫卒。居张干桥母家．

苦节自失。壬戌四月自沈于河。”

“仲父(注：张青甫)二子先已被掳，先君子昆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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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赖以绵延一线。”141人轴

或许是想到了原籍歙县地处山区，数百年来兵

戈未及，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较之于平原水乡的

望仙桥，可能有更多的保障。有张氏族人遂不惮险

途，回故里避乱。张世铣之孙张承柏即其中之一。同

治十年(1871)二月他为钱门塘友人童奏云所著《劫

余编》写跋时，有这样几句：

“余交童氏昆季，垂四十年。迩者綦迹相错，远

者岁恒一二款洽。自往返新安十二载，东南酷罹浩

劫，老成耆长，凋衰殆尽。”[615¨

从张承柏发出的这番物是人非的感慨看。此时

他可能刚回望仙桥。若推测无误，则他返回歙县定

潭故里当在1860年初，即上海的风声日紧之时。当

然．历史与这位5旬左右的老人开了一个玩笑：故

乡并没有给他和家人带来安全和幸运!在歙县的12

年里，逃难和死亡给他留下了永远磨灭不了的记忆。

他曾在歙县各地躲避战乱。据其外甥陆世益回

忆：“更可惜者，其(引者注：指外公张承柏)《宣南日

记》等稿，系记当时黄山下避兵各事，大有史料价

值，均被毁去。”

他的结发妻子也不幸在此遇难：

“严氏，生员防女，生员张承柏妻。甲子正月，随

夫歙县原籍遇贼，役使之，不从．割一耳、身被数枪

死大雪中。年四十九。”

为此，张承柏伤心欲绝，赋诗一首《痛痛吟》：

“木拐零丁步不前，孱躯禁得雪漫天。卅年莱妇

生离日．数岁娇儿道长年。我厌余生沦苦趣，汝真一

死得长眠。餐刀饮血平生志，如此分张太可怜。”

四、结语

徽商的土著化追求，其过程大体可以分解成一组建

立在法律许可的“占籍”基础上的双线结构。一条是

以修谱建祠为主要方式、以壮大宗族势力为目的的

宗法层面上的子族建构；另一条是以扩大和巩固社

会交流为主要方式、以提高社会认同程度为目的的

社交层面上的网络建构。两者似有矛盾，其实殊途

同归。而社会急剧变迁的动荡，是其土著化进程加

速的催化剂。获得较多的参与地方社会事务的管理

权利。是基本现实土著化的标志之一。撰修乡土志

书。是侨寓徽商将土著化结论从社会公众认同的角

度上确立其正统地位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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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f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Sojourning HuiZhou Merchants in Qing Dynasty

-Centered on the Local Records of Wangxianqiao，Jiading District of Shanghai

Fang guanglu

(HuiZhou Normal School AnHui Province，SheXian245200，China)

Abstract：The localization of Zhang's family reflected in the local records of Wangxianqiao，Jiading

District of Shanghai shows that the localization of most sojourning HuiZhou merchants can be seen as a

two—way structure built on the basis of the”Zhanji”．One is a sub—clan construction on the level of the

patriarchal clan system，aiming to strengthen its ethnic force by rewriting the pedigree of their clan and

building ancestral temples；the other is a network construction on the social level，aiming to improve the

social acceptance by expanding and consolidating the social communication．More involvement in local

community affairs is one of the symbols of the fundamental realization of localization．Through compiling

and rewriting Local Records，the localization has been firmly consolidated．

Key words：Qing Dynasty；Jiading；sojourning Huizhou merchants；localization；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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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9条)

1.学位论文 李书艳 清代以来嘉定聚落的时空格局演变 2007
    本文利用《嘉定地名志》的聚落资料为基础资料，建立属性数据库，参照纸质地图用GIS技术对聚落进行空间定位。在此基础上探讨嘉定聚落时间和

空间的分布特征，并分析其原因。      从时间上看，清代以前嘉定聚落数量已甚多，但是由于战争、自然灾害等原因，聚落大量损耗。清代聚落剧增

，构成现代聚落的主体，清中期是出现聚落指数最高的时期，清代嘉定数量呈持续增长趋势，民国初达到聚落数量的高峰，民国以后聚落数量逐渐减少

，尤其是建国以后聚落的消失甚多。从空间上看，清代以来嘉定聚落扩展先是集中在东北部和南部地区，乾隆时期已开始向中部扩展，嘉庆时期向西部

扩展，开埠以后聚落扩展进一步集中在盐铁塘以西的望新镇和安亭镇。影响聚落的因素主要由水利、赋税、战争、自然灾害等因素，建国以后影响聚落

的因素更具时代性，如工业化、城镇化对聚落影响甚重。

2.学位论文 周广平 清代乾嘉时期学人诗研究——以“嘉定三老”为个案 2006
    清代乾嘉时期为考据学鼎盛时期，其考据学成就为众多研究者所关注。是故，人言乾嘉学人，多言其朴学之考据成就，而鲜有问津其诗歌之道。是

故，人多知学人之盛，而不知学人诗歌盛衰之面貌。近年来，学术界于乾嘉学人诗歌已有触及，使得学人诗研究之边缘地位稍有振起，然多为鸟瞰、综

述，既无个案性的典型分析，亦乏鞭辟入里的群体剖析，令人惋叹。清代乾嘉时期为学术繁荣时期，学人辈出，彼此交游唱和，逐步形成一重要诗歌创

作阵营。学人诗歌鼓荡于乾嘉诗坛，俨然一时主流，可谓盛矣。乾嘉学人诗歌承上启下，上挽晚明诗风之空疏，承清初汲古通经之余绪；下导学问入诗

之创作，助推宋诗运动之波澜，引领当时创作走向。因此，学人诗歌确实具有重要的诗史地位，而其作为乾嘉特定时空下心灵生存状态的写照，折射出

学人智慧与个性之光彩。是故，若无宏观之关照，无从准确把握清代诗风嬗变之轨迹；若不入学人诗歌之墙室，则难得其结构与规模，也就无法确切理

解学人诗歌之内涵。因此本文选择清代乾嘉时期学人诗歌为研究对象，又选取“嘉定三老”为典型研究，从宏观上，意在重置学人诗歌之诗史地位；从

微观上，以三老为案例，具体而微，发掘学人诗歌之精微，尝鼎一脔，或可得其中滋味。故不揣浅陋，欲以此小文，引得诸方家昆仑之玉。      文章

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包括学人与学人诗、学问与性情。“学人与学人诗”一节主要是对学人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对学人

诗的发展流变的过程进行了考述；“学问与性情”一节主要论述了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在诗质上的差异，强调学问与性情并不相碍，两者相济，方可文

质并茂。第二部分是清代乾嘉时期学人诗综述，包括朴学与清代学人诗群之崛起、乾嘉学人诗群简谱、“嘉定三老”与乾嘉诗坛。“崛起”一节主要从

文化背景、当时的文化政策与机制两方面切入，对学人诗歌在乾嘉时期崛起成因进行了考释，是对学人诗歌创作心态与背景的探究；“诗群简谱”一节

是乾嘉时期学者诗人群像巡视，是对学人诗歌研究整体性的观照；“‘嘉定三老’与乾嘉诗坛”一节阐释了之所以选择“嘉定三老”作为乾嘉诗坛学人

诗的代表，是出于史的架构需要，以及他们自身诗歌成就所具典型意义上的考虑。第三部分就“嘉定三老”的诗歌——包括古拙朴淡的潜研堂诗、雅健

生新的王鸣盛诗、醇和博雅的王昶诗，分别进行分析、论述，从认识价值、审美取向、诗歌内容、诗艺成就等方面入手，论其得失，评其优劣，力图斑

窥乾嘉学人诗歌的整体风貌。第四部分是在前人对学人诗已有诸多贬抑之后，再话清代学人诗，对清代学人诗的整体风格进行了论述，以重新审视其诗

史地位。

3.学位论文 刘明明 嘉定与宝山慈善事业的时空差异（1724-1928） 2006
    本文通过对清代及民国初年民间慈善组织在嘉定、宝山二县发展始末的对比分析，论述了两县在四个阶段各自的发展特点。两县本由同一县析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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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后来的慈善事业发展上，却姿态各异，主要是受到粥厂赈济原则差别的影响。另外文章还从慈善机构的设置和善举的兴办上，探索了国家政策在

地方慈善事业兴办上的正负作用。

4.期刊论文 侯富芳 钱大昕佚序两篇略述 -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3)
    钱大昕是我国清代最有名的学者之一,其著作宏富,成就特出.1997年由陈文和先生校点之<嘉定钱大昕全集>是其著作之集大成者.然而,仍有不少遗漏

.近几年钱氏佚文的整理工作亦取得不小成绩.在此基础上,本人从<四库未收书辑刊>中得其<廿二史言行略序>、<妥先类纂序>佚文二篇.

5.期刊论文 李强.Li Qiang 清正廉洁以民为本--清代名臣陆陇其政绩述评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29(2)
    清代名臣陆陇其,在任嘉定、灵寿两邑县令时以清正廉洁而著称.他从"民为邦本"的传统儒家思想出发,锐意求治,积极为百姓减免赋税、打击豪强、

移风易俗,堪称清代为官者的典范.

6.学位论文 白爱平 姚贾接受史 2006
    中唐诗人贾岛、姚合是具有独特地位的一对诗人组合。他们极端苦吟的创作态度、奇涩精警的五律体制、清寒幽僻的艺术旨趣，在中国文学史上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中晚唐姚贾诗人群体、唐末五代姚贾后学、宋初九僧等晚唐体诗人、南宋永嘉四灵及江湖派、明末竟陵派、清代高密派和同光派等诸

多文学流派，都在效法姚贾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诗歌风貌。因此，姚贾在中国诗歌史上的接受过程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特殊现象。      共时接受

阶段，贾岛因为有韩孟等人的推扬，其怪变峭拔而终归平淡的诗歌风格、苦心推敲嗜诗成癖的创作态度，在元和年间即有名望。而姚合则在长庆初年创

作了《武功县中作》等组诗以后方获得诗坛声誉。在贾岛偃蹇潦倒而姚合仕途渐趋通达并且乐于奖掖后进的情况下，姚合逐渐成为姚贾诗人群体的实际

领袖人物。此派诗人大多兼师姚贾二家，也有更接近于姚合者。他们的诗歌有从拗峭尖新逐渐向清畅浅切过渡的趋势。      唐末五代时期，张为撰《

诗人主客图》，以姚合为“清奇雅正”主李益的“入室”，贾岛为“升堂”，这是后世合称姚贾的肇始。齐己在其《还黄平素秀才卷》诗中首次将姚合

、贾岛置于对举的地位。这时期的姚贾并称尚停留在个案性的阶段，没有达到大众化的普遍认识。晚唐五代时期是姚贾诗风广泛流衍的时期。姚贾后学

从章法起结到奇联警句，从总体风格到表现内容，全方位地承继姚贾五律，不过鲜有青出于蓝者。在审美情趣上，表现出对僻涩峭硬风格的自觉修正和

向平易冲淡作风的进一步靠拢。      北宋时期，诗歌史上第一次有了“姚武功”和“贾岛体”、“浪仙体”这样的称谓。“姚武功”三字见于《新唐

书·姚合传》，说明武功县中诸作最为世人传诵。“贾岛体”则首见于欧阳修的《弹琴效贾岛体》诗题，指一种好用复词、音节回环往复、风格幽奥冷

峭的五言古诗。北宋末人马令《南唐书》卷十四中，提出了“浪仙体”这一称谓，用来指一种苦心琢磨、对仗精工的五言律诗。由于欧阳修和苏轼等大

文学家的倡导，人们更多谈论的是“郊岛”，而非“姚贾”。以宋初九僧为代表的晚唐体诗人，延续了晚唐五代以来潜脉暗流的姚贾诗歌传统，将目光

投向风花雪月一类寻常风景，笔调轻闲小巧，风格清苦工丽。不过意象更单调，形式更呆板，情感色彩更单一，基本上没有超越姚贾的藩篱。      南

宋时期是姚贾接受的繁荣时期，这时期真正出现了姚贾并称的说法，并且得以大行于世，逐渐成为一个相对固定的诗学名词。赵师秀编选的《二妙集》

问世以后，贾岛姚合清冷寒僻的诗歌旨趣，在南宋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姚贾”并称开始取代“郊岛”并称出现于宋人文本。据现存文献中资料

考索，“姚贾”二字最先出现在释永颐于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或稍后创作的《悼赵宰紫芝甫》诗中；“贾岛姚合”四字最早出现在宁宗嘉定十一年

(1218)丁焴书张弋《秋江烟草》卷首。在整个诗歌史，南宋时期是姚贾后学诗人唯一一次摆脱诗坛偏裨旁支的身份，步入一个浩大潮流的时代。四灵诗

派展示了清新精炼的姚贾面貌，在江西与理学诗风泛滥之际，获取了文学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并迅速地进入了诗坛主流。正是他们的努力，使得风靡

一时的江西诗风则自此式微，这一力量的消长又给了江湖诗派一个崛起的契机。江湖派是一个既有永嘉四灵、也有江西诗派影响的集合体。其中姚贾一

脉对于诗歌艺术的专注和体认，使中国诗坛产生了重要的变化。姚合贾岛是在无法仕进或无奈仕途的情况下才用诗歌的方式消解生命的苦难，而江湖诸

人则明确地将诗歌视为人生第一目标，诗歌创作朝着她本身的文学性的方向又前进了一步。      金代是姚贾接受最为沉寂的时代，读者没有独特的见

解，只是延承前人的观点。我们甚至找不到姚合的身影。姚贾作为整体，没有被这一时期的读者重新认识接受的迹象。姚贾诗歌在元代时诗坛处于相对

不受重视的地位，方回所编《瀛奎律髓》多论所选姚贾诗歌的句法、对法、格律等具体作诗技巧，还对二人诗风的不同之处作出了具体分析，认为姚诗

卑弱细巧，贾诗瘦劲高古。虽然方回的诗学主张不离江西习气，但对作为江西诗派对立面的永嘉四灵以及姚贾诗歌，能够作出相对客观中肯的批评议论

，是难能可贵的。      姚贾诗风在明代始终处于主流的批评视野之外，持续着元代以来的冷落萧条。明人开始将姚贾诗歌作为整个文学发展史的一个

有机链条，探讨它们在元和诗坛上呈现出来的延承和新变，这是姚贾接受史上极有意义的批评实践。另外，各种版本的《姚少监诗集》和《长江集》的

刊刻、传抄，使得姚贾诗歌在事实上拥有了更为广泛的阅读者。万历中叶以后，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上承姚贾、四灵一脉，下启清代高密、

同光派，以急怼激宕、幽深孤峭的诗歌风格，续写着姚贾接受史上的独特篇章。他们以一种深幽孤峭的僻冷风格，来纠正当时诗坛上俚俗、浅露、轻率

的公安派流弊，用姚贾遗绪来建构他们另类奇门的艺术殿堂。他们与姚贾风格的亲近，正反映了与正统文学的疏离。清人除了继续传播着“姚贾”、

“郊岛”这样的诗学名词，同时出现张、贾两诗派之说；对姚贾诗歌的鉴赏渐趋细致，各种诗评文字层出不穷姚贾诗歌入选各种总集、选集、类书、方

志的数量增多；姚贾本集的刊刻本、传抄本继续着明代以来大量涌现的势头，为二十世纪姚贾的理性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高密诗派精研中晚唐人格

律，远承姚贾的寒僻瘦真。他们以张贾相标榜，力图融会张籍诗的雅正和贾岛诗的清苦。在他们中间，不乏规模较阔、出入唐宋诸大家之间的诗人。同

光体诗人在清代诗歌史上发生过相当的影响，其中追随姚贾清峻深峭风格的主要是陈衍、郑孝胥、陈宝琛等闽派诗人。他们效法姚贾苦吟的创作态度、

幽峭冷僻的艺术旨趣、奇涩精工的五律体制，但贾岛寒士不平的矫激气格，姚合以吏为隐的自适情怀，却是身处动荡末世的他们所难以描摹的。

二十世纪以来，姚贾接受与研究逐渐渗透到各个方面，学者在姚合贾岛的生平事迹、作品真伪考辨、诗集整理和版本研究、诗歌艺术方面的研究、诗歌

渊源影响和地位的总体评价、苦吟问题、“武功体”的初步探讨、姚贾并称及姚贾异同、郊岛并称及郊岛异同等方面取得了各自不同的研究成果，其深

度和广度超越了以前任何一个时代。姚贾五言律诗的大面积重现的不可能性和姚贾诗歌鉴赏研究的普遍繁荣，反映了其永久的艺术魅力。      纵观中

唐以后诗歌的发展，后学诗人对姚贾的继承，基本上呈现出两种倾向：其一是由僻涩峭冷向平澹细巧过渡的趋势，其二是由亦步亦趋向转益多师发展的

趋势。他们一般都没有占据当时诗坛的主流地位，艺术成就也总是无法企及新的高度。不过这种生生不息的绵延流衍，仍旧在中国文学接受史上留下了

幽奇卓异的独特篇章。

7.期刊论文 章夫 少年邓小平的故事 -党史文苑（纪实版）2009(2)
    1901年,16岁的邓绍昌与广安淡家坝(今广安恒升镇)淡氏姑娘结婚.淡家也是广安世家大族,清代家庭中便有人在湖北省通城、江苏省嘉定和甘肃省渭

原出任知县.淡氏18岁嫁到邓家,1902年他们的女儿邓先烈出生.1904年8月22日(清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二日),一个幼小的生命"呱呱"的啼哭声,从离"德政坊

"百米开外的瓦屋里传向世间.他,就是邓小平.

8.学位论文 乔芳 曹植集及《曹集诠评》研究 2008
    曹植的作品一直以来就很受人们重视，研究的学者也很多，但是关于曹植集的版本，一直未有系统的梳理。本文主要涉及各时期曹植集的版本问题

以及各版本之间的承继关系。最早的曹植集由曹植本人撰录，但今己佚，未有流传。其后出现了他人编写的曹植集。从卷数上讲，曹植集经历了由三十

卷本到二十卷本，最后十卷本的过程。宋代的十卷本中有几个很重要的版本，南宋孝宗间江西大字刊曹子建集十卷本、南宋嘉定六年刊曹子建集十卷本

、北宋元丰五年万玉堂曹子建集十卷本。它们是后世众版本的基础，尤其是南宋嘉定六年刊曹子建集十卷本，更是许多版本的母本。清代以来，出现了

曹植集的注本，如丁晏的《曹集诠评》和朱绪曾的《曹集考异》。本文重点考证丁晏其人和《曹集诠评》的成书过程和版本情况，以及篇目、编排体例

辑佚、正误、补脱和注文研究。

9.期刊论文 郑淑霞 竹刻艺术漫谈 -文物春秋2008(3)
    竹刻艺术主要流行在我国南方各地.考古资料证明,早在战国时期就已有了竹刻工艺品,明中期以后竹刻艺术发展成熟,成为一个专门的艺术门类,并在

江苏地区形成以朱松邻为代表的嘉定派和以濮仲谦为代表的金陵派这两大流派.清代是竹刻艺术的发展繁荣期,人才辈出,流派纷呈,把中国竹刻艺术推向

了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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