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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士弘与周亮工的交游及其影响 
— — 一 个社会文化史的分析 

朱新屋 
(福建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0) 

前言 

通常从宏观角度考察福建社会文化史的进程，都习惯强调福州、泉州和莆仙等地的中心地 

位，对闽西客家地区则较不重视。 实际上，明末清初的闽西客家地区，形成了以李世熊、黎士 

弘、雷钱等为代表的知识群体，成为当时福建地区可以颉颃福州、泉州和莆仙的文化中心。其形 

成的重要契机，既有内部的血缘和地缘等因素，也有外部的业缘和交游等因素。其中尤其以黎士 

弘与周亮工的交游为典型。除此以外，交游研究本是人物研究的重要基础，但以往学界普遍侧重 

于对历史史实的梳理和现象描述，很少从士人生命史和心态史等角度，深入分析交游带来的内部 

和外部影响。②本文试图以黎士弘与周亮工的交游为例，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在分疏两者交游 

脉络的基础上，讨论这种交游带来的内外影响。 

一

、 “吏事”与 “文章”：黎士弘的生平 

现存黎士弘的传记资料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史或官方记载 (如地方志)，以 《清史稿》、 

《江西通志》、《宁夏府志》、《甘肃通志》等为代表，③侧重强调传主的仕宦生涯，即 “吏事”； 

另一类是民间或士人记载，以 《国朝诗人征略》、《全闽诗话》、《榕城诗话》、《雪桥诗话》等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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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拓：《文化的地理过程分析——福建文化的地域性考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有关福建区域 

史研究概述，可参见李金强：《清代福建史论》，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6年，第 1—24页。 

② 最新的研究以柳向春：《陈奂交游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为例，作者称其研究 “旨在 

运用文献学研究方法，通过对陈奂生平及交游之描述，勾勒其学术发展之历程，凸现其于清代学术史中之地 

位及影响，以此作为丰富文献学、清代学术史研究之尝试。” (第 1 1页)。余英时对戴震与章学诚的交游的 

研究则从 “内在理路”的角度出发，通过研究交游讨论考据与义理在明代末期以来至清代中叶的交织互进， 

这种研究对本文写作启发尤大。参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北京：三联 

书店 ，2005年。 

③ 赵尔巽等：《清史稿》第285卷，列传第72，《黎士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 34册，第 102O1— 

10202页；谢曼等：《(康熙)江西通志》第 63卷，《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15册，第 206页；杨浣雨等： 

《(乾隆)宁夏通志》第 l2卷，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 144页；李迪等：《(乾隆)甘肃通志》 

第 32卷，《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58册，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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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①侧重强调传主的诗文创作，即 “文章”。晚年黎士弘自题刻像，又拈出自己的矛盾定位 “业 

儒也，而辞章浪得名；从宦也，而循良谬有声”，②其反思亦举以 “辞章”(文章)、 “循良”(公 

吏事)两端。由此可见， “吏事” (立功)与 “文章” (立言)，实际上是贯穿于黎士弘一生的 

两条重要线索。③ 

黎士弘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 (1618)，明清鼎革之时，已然26岁，身份是崇祯五年 (1632) 

的生员 (博士弟子员 )。综观黎士弘现存诗文传记，那种交织于清初士人身份认同的心理纠葛， 

似乎并未体现在黎士弘身上。加上检视各类传记资料，似乎可以看到尽管黎士弘仕途顺利，吏事 

显著，但时人及后人更多的是记住了他的诗文之名。以诗歌而论，终清一代诗话或诗汇共收入黎 

士弘的诗歌 26首，其中 《闽酒曲》和 《至西昌知周栎园先生无恙且得手书》还被反复收入、品 

评。指出这两种历史现象的原因，旨在强调黎士弘身处明清鼎革时代，且师从著名的明代遗民李 

世熊，其对出处的选择必曾有过考虑；与此同时，个体身份的建构是在交游网络中自我定义与被 

人定义的。因此，这提醒我们似乎有必要从黎士弘自身的角度，来考察 “吏事”与 “文章”这两 

条线索在其生命中的交织纠葛、轻重取舍。 

简而言之，以黎士弘的自我定位来看，从其年轻时期开始，就注重 “文章”多于 “吏事”。 

他在 30岁首次刊刻诗集时，回忆年轻时期的志向，即说： “仆行年几三十矣，少时抗怀高尚， 

以为十五年读书，十五年仕宦，四十以上便当杜门深山，著不朽之业，而今竞何如也。性情颓落， 

所志无成。”④以40岁 “杜门深山，著不朽之业”来看，其所定义的前半生是 25岁之前读书， 

25-_4O岁之间出仕，4O岁以上即居乡著述。当时黎士弘已经年届而立，举业功名却还只是前明 

生员；从后设角度来看，距离清朝举人还要 6年，出仕更在 l2年以后。所谓 “性情颓落，所志 

无成”当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从康熙元年 (1662)出任江西广信府推官开始 (1662--1668)，黎士弘历任江西永新县令 

(1668—1671)、巩昌及甘州司马、陕甘布政司参政等职(1671—1679)，其仕宦生涯 (“吏事”) 

恰与年轻时期的自期自许相当(15—17年)。然而从始至终，黎士弘都对 “吏事”一端态度暖昧， 

对 “文章”一端则苦心经营。在 《磨刀诗》中，作者以刀自比写到 “而何半寸锥，处囊示其耀。 

苟且就功名，纯钩坐相笑。有光难赠人，出门数年少”。@本诗所作年代不详，但可推定作于年 

轻时期，其所说固然指自己磨刀未成，出仕的自身条件尚未成熟，但 “苟且就功名”一句，似乎 

透露出作者对吏事的某种态度。至认识周亮工 (1648)以后出游江南，在 《罢对南还检春风知别 

苦不遣柳条青五韵别伍化臣段伟儒》中又写到 “出处皆无策，迟留贱一身”， 则可看成是黎士 

弘对出仕表示犹豫的明证。后来有朋友至家中做客，黎士弘起床稍迟而受客人责怪，他在自嘲诗 

中为自己辩护时，已明确写到 “东阁任随来恶客，本怀不拟拜三公”，④似可知其对仕途升迁并 

无太大兴趣。至35岁时，黎士弘上书钱谦益，对这位 “四海宗盟五十年”的文坛大家直陈心迹， 

“弘生三十五年矣，束发受制举之书，虽间收时誉，不无自厌薄所为。赖先世之积，颇有藏书， 

① 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第2卷，《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 1712册，第366页；郑方坤：《全闽诗话》，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50---452页；杭世骏：《榕城诗话》第4卷之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421册，第 82l一822页。 

② 黎士弘：《自题刻像四首》，《讫素斋文集》第 6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223册，第760页。 

③ 蓝鼎元：《黎京兆传》，《鹿洲初集》第 6卷，《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327册，第702页。 
④ 黎士弘：《自序》，《讫素斋诗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23册，第403页。 

⑤ 黎士弘：《磨刀诗》，《讫素斋诗集》第 1卷，第415页。 

⑥ 黎士弘：《罢对南还检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五韵别伍化臣段伟儒》，《讫素斋诗集》第 1卷，第422页。 

⑦ 黎士弘：《客怪起迟且嘲布政被之陋作此》，《话素斋诗集》第4卷，第5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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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夕编摩，弟兄自课，约略手抄殆将二百卷，为诗古文亦约略数百余纸。” 在这里直接将 “制 

举之书” (吏事)和 “诗古文” (文章)对举，可明确看出作者的自我定位和自我取舍。 

虽然在出仕为吏事的 l7年中，黎士弘尽心竭力，颇有廉名，如在广信府推官任上， “莅事 

精敏，刑狱多所平反”；②时人又说 “遇黎则生”。 但他在吏事上的自期自许既然不高，后来更 

是 “宦趣飘零”(以至于以平定陕甘有功升任布政司参议而 “以母老乞归”)， 么就不难理解 

时人及后人对他的评价同样视文章重于吏事了。 不过仍有必要理解黎士弘一面对吏事不甚感兴 

趣，另一面又出仕为官且积极处理政事的矛盾心态。就前者而言，黎士弘为前明生员，明清鼎革 

之时受到业师李世熊之影响，对出仕新朝有一定的犹豫，此为其一；明清时期科举名额有限，而 
一 般生员和举人难以得到出仕的机会，这对于一向不太自信的黎士弘 (详下文)来说，也是必须 

考虑的层面。 就后者而言，出仕不仅是维持生计和兴旺家族的需要，对于生于处在万山之中的 

长汀的黎士弘来说，出仕也是加强交游、辨时论文的需要。 

终黎士弘一生，其最高功名只是举人，其最高官职只是布政司参政 (从三品)。若不与外界 

士林以诗文交游，可以想见其命运，很可能流于地方性的文人而缺乏全国性的影响力。不过尽管 

他感到 “仕宦飘零”，对于外出交游却一直充满渴望和热情。正是在后来 “交南北之士数十百 

人”，④才能得到徐世溥 “今海内人士，能为古文辞者，汉阳李文孙共卿两人耳”的评价——周 

亮工则认为黎士弘自可以单行，而李文孙不足与之轩轾。这对于一向以简傲闻名的周亮工来说， 

可谓是异数。④毫无疑问，在黎士弘交游的 “数十百人”中，以周亮工对他的影响为最大；甚至 

扩大言之，周亮工对当时整个闽西知识群体的影响都首屈一指。 

二、 “沧浪”与 “十洲”：黎周交游考实 

以黎士弘的交游网络而言，与他交游最深的，一是李世熊，一是周亮工。有趣的是，前者由 

师而友，后者由友而师，均为亦师亦友之关系。从现有资料来看，黎士弘与李世熊的交游以 (闽 

西)地方事务为重；黎士弘与周亮工的交游则以诗文唱和为主。其交游有内外之别，其影响亦有 

大小之分。虽以内外而言，周亮工属外部交游；但以影响而论，自应首推周亮工。正如周亮工在 

《诟素斋文集序》中所说 “予与愧曾交数十年，曩游八闽，一时文字，交J睢愧曾托契最深。” “托 

契最深”正是两者交游的真实写照。 

黎周之间的交游机缘，得益于周亮工顺治四年 (1647)由扬州兵备道参政擢升为福建按察使 

(据 《清代职官年表》可知，其时为4月 )o 《(周亮工)年谱》载： “由浙人豫章展鸿胪公墓， 

① 黎士弘：《上钱牧斋先生书》，《话素斋文集》第2卷，第584页。 

② 谢曼等：《(康熙 )江西通志》第 63卷，第206页。 

③ 穆彰阿等：《大清一统志》第 435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 1O册，第285页。 

④ 黎士弘：《上周栎园先生》，《讫素斋文集》第4卷，第676页。 

⑤ 蔡衍鲲在代父所作赠黎士弘对联中，写到 “道德乡所望，文章世所宗”，绝口不提 “吏事”。参见蔡衍鲲：《操 

斋集》第 l7卷 《骈部》，《四库未收书辑刊》第玖辑第20册，第 585页。 

⑥ 黎士弘对此深有感触，他在 《蔡东皋历试草序》(《讫素斋文集》第 5卷，第 737页)中写到 “国家开选士之 

典，间岁一举行其间，遇者十一，不遇者十九，早成晚达，安得一一尽如人意乎?” 

⑦ 黎士弘：《自序》，《诟素斋诗集》，第 402页。 

⑧ 黎士弘：《徐巨源榆溪集序》，《讫素斋文集》第 1卷，第553页。有关周亮工的简傲，可参见王啤：《今世说》， 
上海：东方出版社中心，1996年，第8卷，第 282页。 

⑨ 周亮工：《讫素斋文集序))'《赖古堂集》第 l4卷，《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 1400册，第446--447页；黎士弘： 

《记素斋文集》，第546页。 

⑩ 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 ·按察使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册，第 19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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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从杉关人闽。抵光泽，寇乱道阻，公遂于邑中莅任，任城守之责。土寇李凤毛自五都出，公出 

奇破之。” 因沿途有阻隔，直至同年 1O月才抵邵武 (樵川 )。黎士弘与周亮工之相识，即在次 

年 (1648)的邵武。但是另一方面，黎周之能在邵武相识，实与闽西长汀的地缘环境及黎士弘的 

心态有关。 

长汀 “僻在一隅”，②处在 “万山中”，@对于闽西长汀这种十分偏僻乃至封闭的环境，黎士 

弘一直十分敏感而在意。从长时段来说，闽西长汀地区直到李世熊和黎士弘等人的出现才有可以 

匹敌外界、知名全国的文化人士。对于这点，李世熊和黎士弘也很清楚。如李世熊在康熙庚申年 

(1680)给黎士弘的信中，即写到 “吾汀文章，郁塞既数百年。近方芽茁长，养使畅茂参天者， 

非门下谁肩此责乎?” 黎士弘在 《族谱自序》中也感慨闽西文化的落后 “夫一里之中，为儒不 

数家；一家之中，为儒不数人。”⑨这样的地理和人文环境 ，加上对历史的这种认知以及对 自我 

历史角色的定位，黎士弘从小在闽西山区的经历就让他产生了有点儿自卑，同时又渴望外出交游 

的心态。30岁首次刊行诗集时，黎士弘就首先反省了这种环境下的心态，他说 “嗟夫!使仆当时 

不稍自爱，重与乡里同征逐，不知此十五年中见天下几人，读天下几书，而累惭积愤，又似不似 

近 日否也。” “累断积愤”4字，点出了这种环境下黎士弘的心态。虽然在视野上，黎士弘没有 

为环境所束缚，但 “不接于大人君子，即是文可驾贾班、言可凌崔蔡，亦何能无欢而笑、不戚而 

啼，以一发其胸中之奇乎”的环境，毕竟客观上对他的交游产生了限制束缚，所以从小开始，黎 

士弘就非常羡慕司马迁不仅 “才高一代”，而且 “家世史官，去秦楚之际未远。又亲见孝武之世， 

王侯将相，伟绩丰功；登封战猎之雄，宫阙楼观之美”。后来在 《上钱牧斋先生书》中，黎士弘 

直言自己 “卑且贱”，所写诗文为 “寒俭无聊之语”。④以上所论应较为合理，可见黎周之能在 

邵武相识，似乎是黎士弘北游南回时 途径邵武，闻周亮工之名——尤其是爱才、爱交游之名， 

前往暂住，以为请益之见而来。 

与黎士弘相比，周亮工的举业和仕宦都顺利得多。周亮工在崇祯十三年 (1640)28岁时即进 

士及第，次年出任山东潍县令，至顺治四年 (1647)擢升福建按察使之前，已有非常丰富的仕途 

阅历和廉吏声誉。查 《(周亮工)年谱》，其在福建先后任官8年 (1647--1654)，加上身陷囹圄、 

回闽候审的4年 (1656----1660)，共为 12年。其间与黎士弘在福建 (长汀)的时间重叠者有 7年 

(1648--1654)，因此黎周面对面的交往时间并不长。具体情形，因史料缺略，难以详言。唯从 

周亮工在福建的仕途情况可约略言之。周亮工于顺治四年 (1647)经杉关人闽抵达邵武，次年与 

黎士弘相识；至同年 (1648)夏天，周亮工回到福州任上，黎士弘跟随为侍从；至同年 (1648) 

10月，周亮工奉令北上，黎士弘应已离开福州返回家乡；至顺治七年 (1650)9月，周亮工北还 

① 周在浚：《(周亮工)年谱》，《赖古堂集》 “附录”，第 526页。 

② 李赓芸：《重修汀州府学碑记》，《稻香吟馆集》第7卷，《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 1477册，第371页。 

③ 潘耒：《寿黎愧曾》，《遂初堂集》诗集第 10卷，《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 1418册，第291页；同时参见黎土 

弘：《上钱牧斋先生书》，《话素斋文集》第 2卷，第 584页。 

④ 李世熊：《与黎愧曾 (庚申)》，《寒支集二集》第4卷，《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89册，第 478页。 

⑤ 黎士弘：《族谱自序》，《话素斋文集》第 3卷，第 630页。 

⑥ 黎士弘：《自序》，《讫素斋诗集》，第 403页。在 《寄周栎园先生书》中，黎士弘对同县画师吴凤起的遭遇颇 

为同情，说他 “生长僻地，未得见当时之大人巨公，一从订其可否，而里巷间人又无足以传生者”，很有引 

以为自况的意味。参见黎士弘：《讫素斋文集》第 2卷，第 585页。 

⑦ 以上两段分别参见黎士弘：《寄周栎园先生书》，《证素斋文集》第 2卷，第 584—585页、第 585页。 

⑧ 周亮工在 《万山中诗序》中称 “予初至樵，士以予至，旅见予，揖让间多故人风”，可见当时黎士弘之见周 

亮工，即为闻名而往。参见周亮工：《万山中诗》，《周亮工全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 18册，第 

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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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闽，以闽西 (上杭，即杭川)有反清之乱而奉命西往，至年底乱平而后返回福州，这段时间应 

与黎士弘交往甚密；至顺治九年 (1652)2月，黎士弘北还返闽，即第一时间拜访周亮工；随后 

似随从周亮工至漳州解郑成功之围，并在周亮工代理兴泉道任上 (1653)从学署中；此后周亮工 

因谣言深陷囹圄之困，黎士弘曾在此期间前往福州视看 (1661)，次年 (1662)出任江西广信府 

推官后，黎周遂不复有晤面之机缘。综上所述，黎周之间的直接交往，仅限于4个时间段：顺治 

五年 (1648)春一秋；顺治七年 (1650)9月一12月；顺治九年 (1652)2月—顺治十年 (1653) 

12月；顺治十八年 (1661)。因此两者同在福建的时间虽有 7年重叠，但前后见面的时间不超过 

3年。加上周亮工所任福建各类地方事务极为繁忙，两者之间的交往时间又应缩减。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简短的两三年直接交往时间，让黎士弘、周亮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尤 

其是在后两个时间段，奠定了黎士弘后来 “栎园门人”的地位，而其实际功能，虽言为周亮工之 

幕僚不为过。后来黎士弘出仕江西广信府推官开始，所行吏事极为出色，应与这段时间在周亮工 

署中受到的锻炼有关；甚至黎士弘之所以出仕，也有可能是得到了周亮工的举荐，毕竟在明清时 

期，举人出仕的情况并不太多。 但也正因为两者直接交往的时间不多，所以今 日所见两者交往 

的史料均以讨论诗文、书画为主，其中诗文唱和主要发生在会面的时期，书画讨论主要发生在离 

别时期。两者交往的内容，也就以诗文和书画为主。因此以 “沧浪”和 “十洲”对此进行概括， 

似亦不稍嫌简略。 

在黎士弘 《话素斋诗文集》中，直接与周亮工有关的诗歌有 19首，文章有9篇。返观 《周 

亮工全集》，或因晚年焚稿之缘故，现存与黎士弘有关的诗文仅有 8篇。可见黎周之间的交游， 

以黎士弘为积极主动。其诗文唱和亦可分三阶段言之：第一阶段为顺治五年在邵武 (樵川)的诗 

话楼唱和。邵武诗话楼，原为望江楼，④这是周亮工在福建任职期间除平定寇乱之外的首次文化 

建设。在邵武期间，周亮工不仅与闽地诸子多所唱和，而且将这些唱和的诗篇结集，由黎士弘协 

助进行， 可知周亮工对黎士弘的看重。大约从这一年开始的 5年时间里 (1648--1652)，@黎士 

弘渐次外出交游，周亮工特题诗以赠，其一为 “娩曾天下士，到即诵君贤。不及观标格，时从谋 

简编。诗能删世好，交或引余前。我友怀人去，相看意倍坚。” 诗中流露出周亮工对黎士弘诗 

文和品格的赞赏。在邵武的交游， “日夕讨论文章、性命之学”，因此可知在邵武的这段时间， 

黎士弘不仅诗文方面受到周亮工及时贤的指导 (从黎士弘诗集首次刊刻即得到周亮工赐序可 

知)，视野方面也大为拓展。也是在这一时期，黎士弘请周亮工为诗集作序，在序言中，周亮工 

有意问到 “愧曾之自视与所以视余为何等哉?”④实际上从一开始，黎士弘就钦服周亮工备至。 

他在诗中写到 “拜手长河呼共话，风流谁更似先生”。@这时即以 “先生”称呼，此后慢慢进化 

① 黎士弘年谱可参见黎致远：《(黎士弘)行述》，《话素斋文集》，第 783—793页；周亮工年谱可参见 《周亮工 

年表》，朱天曙编校整理 《周亮工全集》第 18册，第 366--384页；周在浚：《(周亮工 )年谱》，《赖古堂集》 

“附录”，第526页等。 

②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 36页。 

③ 郝玉麟等：《(乾隆)福建通志》，第 63卷 《古迹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30册，第 272页。 

④ 黎士弘：《樵川署中夜订诸家近稿赋呈周栎园先生》，《话素斋诗集》第 1卷，第430页。 

⑤ 关于黎士弘外出(北上 )交游的情况，由于史料缺略，难以确认具体时段。但据周亮工 《话素斋诗集序))、《黎 

愧曾北上寄张远公 黎士弘 《江千与汪舟次饮酒寄栎园先生》及黎致远 《(黎士弘)行述》等材料综合推知， 

大致在 1648--1652年为合理，中间似又分两次出游：1648--1650；1651--1652年。具体可参看黎士弘：《话 

素斋诗集》，第402页。 
⑥ 周亮工：《黎愧曾北上寄张远公》，《赖古堂集》第4卷，第356页。 

⑦ 周亮工：《话素斋诗序》，《赖古堂集》第 14卷，第443页。同时参见黎士弘：《话素斋诗集》，第402页。 

⑧ 黎士弘：《和诗话楼诗》，《话素斋诗集》第 1卷，第430页。 

】52 



到以 “门生”自称。第二阶段则是顺治七年至顺治十二年 (1650---1655)在长汀与福州 (三山)、 

泉漳等地往返的唱和。在顺治八年 (1651)和顺治九年 (1652)，黎士弘连续两年为周亮工赋诗 

祝寿 (周亮工分别为4O虚、周岁)，并在福州和泉州两地为 《续怀帖》、《尤难为怀集》、《清漳唱 

和诗》和温陵扳辕作文，两人情谊越益深厚。特别是在顺治七年 (1650)周亮工前往闽西镇压反 

清叛乱时，黎士弘写诗答复，其中写到 “念经年别挑灯坐，闻数行来出户迎”，当时黎周分别两 

年左右，其欲再次相见的心情之渴望与迫切跃然纸上，诗中又称周亮工诗为 “好句”，称 《郄号 

新集》为 《史记》，并在诗中首次以 “门生”自称。 此一时期，黎士弘颇多单方面的唱和诗作： 

周亮工作 《九龙滩口号》，他和以《读周元亮先生九龙滩口号》；周亮工作 《海上昼梦亡姬成诗八 

章》，他和以 《续周栎园先生海上梦亡姬诗》；周亮工作 《闽茶曲》，他和以 《闽酒曲 第三阶段 

是顺治十二年至康熙十一年 (1655--1672)，通过通信、怀友等方式遥寄唱和。周亮工在顺治十 

二年 (1855)后受谣言下狱，先深陷京城，后回闽候审。期间郑成功部在闽南攻打漳州等城失败 

以后，转而围攻福州。周亮工借机得以再次暂时启用，黎士弘作诗遥寄为庆；后周亮工下狱致死 

的传言被证实为假，黎士弘又再次喜不自禁，赋诗遥和。而在这一时期两者最为重要的交往，是 

通过诗文、书信对书画的讨论。 

如果说诗文为黎士弘所长外，那么书画则是黎士弘所短。这构成了黎周交游的另一项重要内 

容。周亮工之精通书画艺术，在当时已是全国知名，更在其诗名之上，如钱谦益即曾说 “栎园好 

近代名士画笔，藏画甚富。舟车南北，恒贮箧衍。予以为栎园非独爱其画而已，其栖托盖有进于 

此者。”④与诗文唱和相比，黎周之间的书画讨论脉络相对清晰。从黎士弘诗文集来看，两者之 

间进行过三次讨论，讨论对象分别是：仇英 (十洲)、唐寅 (六如)和吴凤起的画。不过很显然 

两者的讨论不在同一个等级上，黎士弘两次收集前代名人 (仇英、唐寅)绘画寄给周亮工，都被 

认定为赝品。由于周亮工文集中未见回信，无法完整还原两者讨论书画的具体过程，但从黎士弘 

单方面的写作中，可以看到后者既惭愧又敬仰的心情。这种心情在 《购得仇十洲手绘呈周元亮先 

生》、《以仇十洲手卷致周元亮先生札来云定宋元佳手非十洲所办再用前韵》、《以十斛米换唐六如 

手卷托郑惕巷致周元亮先生札来云非真笔也再叠前韵解嘲》·3诗中体露无遗。从前两首诗来看， 

“仇英”的手绘似是山水画，他在对这幅手绘进行了一番描述后，谦虚地说到 “高文快事知相 

须，留待昌黎作画记”。得周亮工手函相告 “定宋元佳手非十洲所办”后，他仍然十分赞赏这幅 

手绘，甚至以五代黄荃、唐代韦偃作品相比，但他信服周亮工的鉴定 “待公定眼认谁手，我能执 

笔为公记”。至唐寅手卷时，黎士弘用十斛米换来的画作再次被周亮工鉴定为假，不觉自嘲起来 

“平生看画拙慧性，无鉴刻画疑粒靓。”而周亮工在回信中很显然细心教授黎士弘怎样鉴别画 

作， “长幅大卷卖五郎，指唐指董皆唯命。作者何人费度忆，亦画云烟隔深树。耳食口授皆言佳， 

辨其真者无一二。”③这两次经历以后，黎士弘对书画艺术变得谨慎起来，也不再搜画寄于周亮 

工。唯一一次寄画，出自同县画师吴凤起之手。此次附去书信一封，在对吴凤起生平遭遇作了一 

番介绍后，希望周亮工这位 “书画之董狐”鉴别，确定是否可传后世以不埋没吴生 (凤起)之名。 

由于无法看到周亮工的回信，不知此次鉴别结果如何。抱着谨慎态度的同时，鉴赏水平似乎有所 

提高。与书信同时寄去的还有对 12祯画作的附加说明。说明中特地以 “精神”为主题论说诸画 

① 黎士弘：《江千与汪舟次饮酒寄栎园先生》，《讫素斋诗集》第2卷，第454页。 

② 钱谦益：《赖古堂宝画记》，《绛云楼题跋》，北京：中华书局，1658年，第67—68页。 

③ 黎士弘：《以十斛米换唐六如手卷托郑惕庵致周元亮先生札来云非真笔也再叠前韵解嘲》，《话素斋诗集》第4 

卷 ，第 514_515页。 

④ 黎士弘：《寄周栎园先生书》，《讫素斋文集》第2卷，第 5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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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颇能得论画之旨。实际上，黎士弘从小即开始学画，对绘画也充满兴趣，但无奈所学未成， 

只能通过周亮工的教诲以为鉴别。①书画虽非举业所必备，但是书画本身作为一种长物，在明清 

时期士人 (文人 )的生活世界中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黎士弘自不会不知道这点，在多次鉴别受 

挫以后，他多少有点儿沮丧地写到 “成名未必泉台事，止为伤心落笔时。” 意思是说自己不懂 

得书画不会影响成名(成名不用等到死后[泉台])，但是仍然为自己低下的书画欣赏水平感到伤心。 

在黎士弘的眼中，于诗文，周亮工是 “昌黎” “子瞻”；于书画，周亮工是 “书画之董狐”。 

除此以外，于立功政业，周亮工 “年才强仕” “致大官、成重名”，为当世之 “韩欧”、 “孙公”。 

或许是因为黎士弘自己在立功政业上 “未尽其用”， 所以他觉得周亮工在这方面 “人生荣名至 

此极矣”。 由此看来，在黎士弘的眼中，周亮工是 “立功、立德、立言”方面的完人； 这种完 

人带给黎士弘的影响无疑极大。黎士弘也一直心怀感激，甚至说 “弘之学问稍有成立，他日夫子 

纵进一觞，弘得簪笔左右，杂其言于伶人歌工之侧，将以娱观而美听焉”，不惜于与 “伶人歌工” 

为伍，认为这是 “报夫子之命者也”。④ 

虽然在邵武相识周亮工之前，黎士弘已经 “文名益噪”，@但真正让他获得与李世熊和李昌 

祚 (文孙 )齐名并进而为世人所熟知者，的确是在与周亮工交游之后。以周亮工在当时士林的地 

位及其广泛的交游网络，黎士弘必从中受益匪浅。虽然周亮工死后被列人 《贰臣传》，但在当时 

并不影响他的声誉 (以至于在他受陷下狱后，有多人试图为其翻案 )，作为 “栎园门人”的黎士 

弘，也就有近水楼台之便了。如果说这还是交游带给黎士弘的外在影响的话，那么在诗文理论和 

诗文创作上的变化，则是交游带给黎士弘的内在影响。此由下文申说之。 

三、 “古文”与 “时文”：黎士弘的文论 

关于黎士弘的文论，前人似乎已有定论。因黎士弘在 《文集自序》中称 “少时诗好李贺，文 

好王勃，竭日夜以求之者，盖十有五年”， 后人咸以此说事，如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评论 

到 “今观集中(《讫素斋文集》)诸作，大抵多宋人末，绝无一篇与子安、长吉近者，盖嗜好虽笃， 

而才地则与之不近也。”∞这种看法实际上多有偏颇。黎士弘在 《文集自序》中已经知道自己不 

足于学李贺、王勃，并且综观 《话素斋诗文集》，其风格毋宁与宋人近似。这在魏礼的序言中已 

经明言，尽管魏礼将黎士弘比于苏轼言之太过，但在 《语素斋诗文集》中的确处处可见苏轼的影 

① 黎士弘：《题画))'《讫素斋文集》第 2卷，第604---605页；黎士弘：《偶书》，《讫素斋文集》第5卷，第740页。 
② 黎士弘：《题画寄周栎园先生》，《话素斋诗集》第 1卷，第439页。 

③ 黎士弘：《周如山先生朱夫人双寿序》，《话素斋文集》第 1卷，第552—553页；黎士弘：《癸巳七日过绵江道 

中次周元亮先生寄韵》，《讫素斋诗集》第 1卷，第 432页。 

④ 潘末：《记素斋文集序》，《讫素斋文集》，第547页。 

⑤ 黎士弘：《尤难为怀集序》，《讫素斋文集》第 1卷，第565页。在周亮工4O虚岁生日时，黎士弘又写到 “如 

公真愧二三子，致主才当四十时”，参见黎士弘：《为周元亮先生寿》，《讫素斋诗集》第4卷，第 531页。 
⑥ 在钱陆灿的序言中，即明以 “立功、立德、立言”三者称道周亮工，其中虽有情感因素，但周亮工实堪当此 

言。参见周亮工：《赖古堂集》，第301页。 

⑦ 黎士弘：《周如山先生朱夫人双寿序》，《讫素斋文集》第 1卷，第553页。在 《寿周元亮先生》中，黎士弘又说 

“寸心春草似，不为被恩余”，可见其对周亮工的敬佩与诚服。参见黎士弘：《讫素斋诗集》第4卷，第520页。 

⑧ 黎致远：《(黎士弘)行述》，《讫素斋文集》，第 783页。 

⑨ 黎士弘：《自序》，《话素斋文集》，第549页。 

⑩ 此处参见黎士弘：《讫素斋文集》附录，第794页；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亦与之类似，参见第 7O卷 《集部 
一 之上》，《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925册，第 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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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东坡”或 “子瞻”等字眼在诗文集中总共出现过 14次， 可见其有意效仿以苏轼为代表的 

宋代古诗文名家。然而这种风格的形成，应当看成是当时时代潮流、黎士弘自身经历以及周亮工 

的影响三者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诗文兴趣上说 黎士弘从年轻时期开始就有很明确的取向。这种取向概括言之 就是舍 “时 

文”而取 “古文”，②与此相对应，是舍 “章句”而取 “义理” (如 《活字》 “达夫玩义理，庸 

人死章句”)、④舍 “内学”而取 “外学”。④这种取向耦合了黎士弘在 “吏事”与 “文章”两者 

之间的价值取向。概括言之，时文、章句和外学与吏事同一范畴，古文、义理和内学与文章同一 

范畴。也正是因为黎士弘在年轻时期就有了明确的取向，与周亮工的交游才能在 (诗 )文论中对 

他产生深刻的影响。由于无论黎士弘 《讫素斋文集》，还是周亮工 《赖古堂文集》中，均没有直 

接的诗文理论 ，因此对两者之间的影响无法从理论上直接阐发。但是由于周亮工为当时诗文名 

家，深谙诗文之学，并且对黎士弘所知甚深，故而其对黎士弘诗文理论和诗文创作之影响，仍有 

辙迹可循。⑤ 

其实在首次为黎士弘《讫素斋诗集》作序时，周亮工就对黎士弘的修短优劣有很清晰的认识， 

他说 “(愧曾)为诗廿余年而门以外一无杂交，故其诗虽数变纷纭之见，终不足以移易之”，并 

形象地写到 “当其歌哭无端，离合自验，兀兀独坐，神情屡失时，愧曾之心亦良苦矣”。 这段 

论述托言极大而批评甚婉，其言外之意，当指黎士弘在与他相识之前，虽然追求诗歌风格的变化， 

但没有实质性的突破；这当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交游不广、历世未深。诗文创作的这种基础，在后 

来为《话素斋文集》作序时，有了明确而详细的表达： “历观古人文字，有十年一赋者，子云《草 

玄》亦经年闭户始成，是其得之静密者深也。司马子长涉江淮、历会稽乃能成一家之言，颖滨言 

与当世名公巨卿，游听其议论宏辩，观其容貌秀伟，而知天下文章莫过乎此，是其得之历览者宏 

也”，因此在周亮工看来，诗文若要 “卓灿古今”，不能只靠 “气”而必须 “(有)所得力”。④这 

段话虽出自周亮工之口，却几乎可以看成是黎士弘的夫子自道。前已述及，黎士弘从年轻时期就 

对司马迁能遍游天下羡慕不已。常年居住于闽西长汀的这种环境中，使得黎士弘能 “得之静密者 

深”；直至后来出游江南，交游亮工以后，黎士弘对司马迁的羡慕才在某种程度上化为行动的力 

量，才能 “得之历览者宏”。这种生命经历，使得黎士弘无论为诗、为文都能灵活去取，不呆板 

泥古，⑧堪能得周亮工 “取途于八家，而由不囿于八家”的杂糅风格。 

周亮工诗文方面对黎士弘的另一个影响，是对 “真”的追求。明代以来的诗文理论，所主创 

获不多。从弘治、正德年间开始，以 “前七子”和 “后七子”为代表的唐宋派，主张继承文以载 

① 分别参见黎士弘：《讫素斋诗文集》，第413、433、453、464、501、514、521、580、586、648、676、704、 

709、711页。 

② 黎士弘：《自序》，《讫素斋诗集》，第472页；黎士弘：《吴宝岩桂荫堂集序》，《证素斋文集》第 5卷，第 736— 

737页。 

③ 黎士弘：《活字》，《讫素斋诗集》第 1卷，第416页。 

④ 所谓 “外学”，黎士弘在 《莆田方翊霄稿序》中已有明言 “今天下盖群习制举之书矣，羁 p壮老，守其师说， 

至于赋颂诗歌，箴铭诏诰，古人所称为经国大业者，率举而名之日外学，此而名外，不知更谁为其内者?”， 

参见黎士弘：《莆田方翊霄稿序》，《话素斋文集》第3卷，第 610页。 

⑤ 关于周亮工的诗文主张目前尚无专门论著，唯在邬国平、王镇远所著 《清代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5年)中，有 1／4节的简短论述，参见第 157—162页。 

⑥ 周亮工：《话素斋诗序》，《赖古堂集》第 14卷，第443页；黎士弘：《话素斋文集》，第401页。 

⑦ 周亮工：《话素斋文集序》，《赖古堂集》第 l4卷，第446—447页；黎士弘：《证素斋文集》，第 546页。 

⑧ 黎士弘曾自言 “陷文”与 “活文”之区别，参见黎士弘：《理信存稿自序 《话素斋文集》第 1卷，第568页。 
⑨ 董以宁：《周栎园文集序》，收入周亮工：《序跋编》，《周亮工全集》第 18册，第 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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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古代传统，提出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种复古思潮为后来的桐城派所继承；至明代末 

期，以 “公安三袁”为代表的公安派及以钟惺、谭元春等为代表的竞陵派一反其道，主张抛离文 

以载道的包袱，主张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①延续到周亮工、黎士弘的时代 (清代初年)，士 

林世界的诗文理论变化多端，恰如潘耒在 《话素斋文集》中所说 “后世之士，学无根柢，辞有枝 

叶。本无独见而妄思立论，本无至性而强欲造端，于是不得不以模仿蹈袭为能事。言文者，一以 

为左史 ，一以为庄骚，一以为韩欧；言诗者，时而主汉魏，时而主三唐，时而主宋元。” 但是 

尽管如此，从潘耒的批评中也大致可以看出， “格调说”逐渐式微， “性灵说” (求真 )已经占 

了上风。周亮工与黎士弘身处当时的时代潮流中，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如袁枚 (“性灵说”的集 

大成者)即在 《随园诗话》中记载周亮工 “诗以言我之情也”之论，其间引用汪辑 (舟次)的评 

论，更是可见这种从 “格调说”转为 “性灵说”的典型体现， “《赖古堂集》欲小试神通，加以 

气格，未必不可以怖作者，但添出一分气格，定减去一分性情，于方寸中终不愉快”。@又如沈 

德潜即赞周亮工诗 “情真韵远”， 后人言及此论，咸称 “情真”为实， “韵远”不必。 黎士弘 

对周亮工求真的文风也自有体会，在《尤难为怀集序》中，他将周亮工与屈原和宋玉相比，说 “夫 

江山草木，岂得解愁；及雨凄霜，何预人事。所驷马车中，长日划手指襟，使山川应接不暇，即 

先生宁自知，其遂至此哉!戴天覆地，今古茫茫，屈子胸中无端而忽有问；秋色佳哉，致殊足乐， 

宋子胸中无端而忽有悲。要皆孤怀侠性，根据宿胎，每触绪相关，如逢故物，情所独往，即至戚 

不得争，即豪贵不得问也。” 这里不仅强调要抒发个人性情，还指出文要有所根柢，这与前段 

所言 “静密”、 “历览”诸论可相仿佛。后来周亮工为 《话素斋文集》作序，几乎使用了相同的 

话来表达，④可见黎士弘后来诗文的趋向，已甚为周亮工满意，⑧同时也实践了他自己的诗文主张。 

至康熙己巳年 (1689)，已67岁的黎士弘第三次刊刻诗集，在 《自序》中直接提出 “真”、 

“境”与 “气”等问题： “诗以情至，非情至则不真；诗以境新，非境新则不动。然无师承良友 

感激观摩，则气有时而衰，即情至境新，终不能达其意之所欲言，而思之所必至。”在序言中感 

慨 “昔时师友，现在无多”，⑨必是想起了l5年前 (1672)去世的周亮工，这段对 “真”、 “境” 

与 “气”的诗文理论，也就不妨看成是 “师承良友感激观摩”影响下的结果了。正是在当时的时 

代潮流和周亮工的影响下，黎士弘以 “真”为标的，反复倡导 “诗以言志”、 “文者心声”， 可 

① 关于 “前七子” “后七子”及 “公安派”的诗文理论，分别参见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明 

代卷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 l44一l45页、第234--235页、第425--426页。 

② 潘耒：《讫素斋文集序》，黎士弘：《话素斋文集》，第 547页。周亮工也说 “文坛秽杂” (《复高念东》，《赖古 

堂集 》，第 2O卷，第 486--487页 )。 

③ 袁枚：《随园诗话》第 3卷，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④ 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2册第2卷，第31页。 

⑤ 马大勇：《论周亮工的人生形态及其诗歌》，《华夏文化论坛》第一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年；石玲 

等著：《清诗与传统——以山左和江南个案为例》，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第3l7—318页。 

⑥ 黎士弘：《尤难为怀序》，《话素斋文集》第 1卷，第565页。 

⑦ 周亮工：《话素斋文集序》，《赖古堂集》第 14卷，第 446----447页；黎士弘：《话素斋文集》，第546页。 

⑧ 在周亮工非常引以为豪的《赖古堂文选》中，共收录黎士弘诗文4首(篇)，分别是：《祝如翁周先生双寿序》、 

《续怀古帖引》、《清漳唱和诗题词》、《林掌教纪政碑》。可见其对黎士弘的赞赏。分别参见周亮工：《赖古堂 

文选》，《周亮工全集》第 15册，第505—5l0页、第639—641页、第642--645页；第 l6册，第 1055--1058 

页。 

⑨ 黎士弘：《自序》，《话素斋诗集》第 3卷，第471页。 

⑩ 黎士弘：《旅中草序》《逐山诗集序》，《话素斋文集》第5卷，第7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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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是 “我手写我口”、 “我手写我心”的典型论调。后来黎士弘多次论说求真， 其中最有意思 

的是同样作于晚年 (年近80岁)的 《随笔记四则》，因怀念师友，作 “沧桑之感”而想起了与周 

亮工谈论诗文的往事。回忆两人谈及李世熊，周亮工问到 “泉上李君元仲数十年旧学，何以竞不 

成名?”，黎士弘答以 “诗文好作怨语”；周亮工不免再问及李世熊之怨与他自己的怨有何不 

同，黎士弘答复说 “李君之怨，如寡妇夜啼，不能终听；若先生则如好女怀春，极怨处是先生极 

艳处。” 这段诗文理论堪与宋代俞文豹之论柳永与苏轼之异同相比，这也是黎士弘第二次论述 

周亮工对真的追求。 

对于黎士弘的诗文风格，周中孚虽认定 “好之 (李贺、王勃 )而未能学之”，但仍然作出了 

很高的评价，认为 “其诗一本性情，刊落浮华；文则踔厉清矫，其气充以完，其辞辨以达，大率 

得之宋人。”@这种评论与时人评价相应，可谓解语。不过也应当看到，这种风格的形成，不仅 

与黎士弘身处长汀能 “得之静密者深”有关，也与周亮工及南北士林的交游从而能 “得之历览者 

宏”有关；尤为重要的是 周亮工以当时诗坛的求真精神相授受，这也是直接促使黎士弘能够 “刊 

落浮华”、 “踔厉清矫”的原因所在。 

四、简短的结语 

明清之际闽西客家地区知识群体的出现，在当时曾经引起士人的广泛注意。如蔡世远写到 

“汀州多敦朴则古之士，而长汀宁化为之最，盖有李元仲、黎娩曾二先生之遗烈焉”，④魏礼则 

将黎士弘看成是 “闽南首出”的诗文名家。⑤这种影响力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与外部的交游网络 

有关。如果从士人生命史和心态史的角度来说，黎士弘的自我定位是 “文章”高于 “吏事”，同 

时身处闽西山区地区虽略有自卑，又目光宏大，渴望交游。至于他与周亮工交游往来，诗文唱和、 

品评书画，使他得以享誉天下士林，也在很大程度上成功转换了自己的诗文风格，并且在知识(书 

画)的品质方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出发检视黎士弘和周亮工的交游，不 

难发现其对奠定历史时期闽西客家地区文化传统的贡献。 

(校对：冷剑波) 

① 除下段外，尚可参见黎士弘：《新建三教堂碑记》，《讫素斋文集》第 4卷，第 655页；黎士弘：《吴宝岩桂荫 

堂集序》，《话素斋文集》第 5卷，第736页。 

② 黎士弘：《随笔记四则》 “第四则”，《讫素斋文集》第6卷，第756页。 

③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第70卷 《集部一之上》，第206页。 
④ 蔡世远：《雷用见时文序》，《二希堂文集》第2卷，《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325册，第681页。 

⑤ 魏礼：《话素斋文集序》，载黎士弘：《话素斋文集》，第 5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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