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词综》编纂与明清易代学术思潮关系考论 

 

祝东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词综》在中国词学史上通常被视为清代浙西词人开宗立派的标志，但它的编纂实

际上与明清易代之际存经存史、保留故国文献的学术思潮密切相关。朱彝尊等人在《词综》

编纂过程中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运用考证经史的汉学方法来选订词人词作，给一向被视作小

道末技的词学树立了研究典范，对清代词学研究学术规范的建立产生了深远影响。《词综》

成书推动了古代词学研究的学理化进程，在词学学术史上涂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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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综》是清初一部大型通代词选，朱彝尊等人为编选是集，先后花了八年时间，参阅

了《花间集》《花庵绝妙词》等十余部词选，《百川学海》《古今小说》等多种丛书，综及各

家别集乃至野史笔记等大量文献史料，成书二十六卷，后又增补十卷，共计三十六卷，收唐、

宋、金、元词作 2 253 首（卷十一王十朋《点绛唇》与卷三十一重复，实为 2 252 首词作）。

《词综》的编纂，与明清易代之际回归六经、重视实学的学术思潮关系密切，并非一般意义

上的文学选本。它的成功编选，不仅被清代词学界奉为创作圭臬，而且为清代词学的研究树

立了典范，加速了清代词学研究的学理化进程，在词学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试析

如下。 

一、《词综》编选与明清易代“存经存史”的学术思潮 

朱彝尊因其词学成就而流芳文坛，彪炳史册，尽管他在《清史稿》中归入“文苑卷”，

但是就其个人旨趣而言，主要在于尊经重道发扬儒学。据史料记载：“朱彝尊，字锡鬯，秀

水人，明大学士国祚曾孙。生有异秉，书经目不遗。家贫客游，南逾岭，北出云朔，东泛沧

海，登之罘，经瓯越。所至丛祠荒冢、破炉残碣之文，莫不搜剔考证，与史传参校同异。归

里，约李良年、周筼、缪泳辈为诗课，文名益噪。”
[1]13339

他出云朔，泛沧海，登之罘，经瓯

越，考证碑文，参校史传，行为与清初遗民顾炎武毫无二致。易代之后，终因生活所迫，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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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康熙十八年（1679）的博学鸿词科，拔为检讨。入仕之后，参编《明史》，并曾编著《经

义考》（三百卷）、《日下旧闻》（四十二卷）等经史著作。晚年归里，游艺词林，文名愈盛，

也没有放弃经史研究。朱氏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以七十七岁高龄迎驾康熙，进献《经义

考》《易书》等作，得到康熙赞赏，对供奉查升说：“朱彝尊此书甚好，留在南书房，可速刻

完进呈。”并以“研经博物”四字匾额赐给朱彝尊
[2]555

。因此，纵观朱彝尊主要生平精力，

是以从事经史研究为主导的。当代学者毫不悭吝地给他冠上“经学大家”“史学巨擘”的名

号
[3]249-257

，应是符合朱氏生平实际的。即便是让朱彝尊文名大噪的《词综》选本，也是与当

时存经存史学术思潮不可分的。 

《词综》的编纂与明清易代之际存经存史的学术思潮相应合。顾炎武在《日知录》里

有一段关于“亡国”与“亡天下”的辩论，其云：“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

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4]756

在顾氏看来，异姓王朝改弦更张，此亡国之谓，这只是关系到统治阶层利益的变换，而亡

天下则是文化命脉的切断、民族的灭亡，比亡国更为可怕。按照明清易代之际的民族观念，

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于汉民族来说，是神州陆沉，这不仅是“亡国”，更是“亡天下”。在

历史长河中，一个民族的王朝被另外一个民族的王朝取代时，总有一些有识之士希望通过

保存故国文献来保存文化命脉，使其不至于“亡天下”。如元好问在元蒙灭金之后，编选

金源
①
一代文人诗词曰《中州集》，其目的则是为了保存故国文献，如《中州鼓吹翰苑英华

序》中所言：“亦念百余年以来，诗人为多，苦心之士，积日力之久，故其诗往往可传，

兵火散亡，计所存者，才什一耳。不总而萃之，则将遂湮灭无闻，为可惜也。”[5]1 其存史

的目的显而易见。此书在体例上，将每位作家都列一小传，介绍其人生平事迹，评论其诗

文艺术，辩论历史事实。金源一代之诗大部分幸赖此书得以保全，元氏亦通过此书实现了

以诗存史的目的。这一点在明清时期，已为共识，如天启初年，程嘉燧就曾对钱谦益曰：

“《中州》之诗，亦金源之史也。”[6]2 明清易代时期，钱谦益仿效元好问而辑《列朝诗集》，

选录明代二百余年间两千多名诗人之作，于诗人亦撰扼要小传，存诗存人，不仅保存了有

明一代文献，而且各家小传也为后人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和线索，成为现今研究明代

文学的必备文献。朱彝尊晚年亦曾编辑《明诗综》，此书共一百卷，辑录了明代三千四百

余名诗人的作品，由洪武以迄崇祯，历朝诗人大致网罗无遗。朱氏亦给入选诗人各作一篇

小传，并分载诸家评论，朱氏评论载于最后，目的是存诗存人，“或因诗而存其人，或因

人而存其诗，间缀以诗话述其本事，期不失作者之旨。……庶几成一代之书，窃取国史之

义，俾览者可以明夫得失之故矣”[7]。可见以诗存史，存诗存人的思想并非朱氏一时性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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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时代之共识。 

不同民族王朝易代之后，有识之士往往通过保存文献史料的方法来保存故国文化不被

灭亡，这种思潮化及词学领域，使得一向不为人注意的“小词”也被文人重视保存，期望

达到存经存史、保存文化之用。清初“词史”说的提出，也正是受到明清易代存经存史、

保留故国文献学术思潮的影响[8]。然而，由于词体文学体格卑下，欲以词存史，则首先需

要提高词体文学的地位。朱彝尊在《红盐词序》中指出：“词虽小技，昔之通儒鉅公往往

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俞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

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9]453 叶嘉莹考证此

序大概作于康熙十年（1671）左右[10]118，《词综》正在编纂之中，尚未成书，其中将词比

之如寄情之诗，同于骚雅，实际上认为词与诗具有同样的文学地位；逮至康熙三十年

（1691），三十六卷本《词综》完成，此年稍后，朱彝尊以浙派宗主的身份序曹溶的《静

惕堂词》时又明确指出：“念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雅》、斥淫哇，极其能事，

则亦足以宣昭六义，鼓吹元音。”[11]99 这两篇词序的中间阶段也正是朱彝尊等人编选《词

综》之时，朱氏这里极力抬高词的地位，认为诗词同功，自然有其特殊的用意。如果再将

朱彝尊在《斋中读书》十二首中所言的“诗篇虽小技，其源本经史”结合起来看，词同与

诗，诗源于经史，这样理解存词背后的意味就更明显了。柯崇朴在《词综后序》就曾进一

步指出他们编纂《词综》的意识在于：“间欲窥其寄托，致其抑扬，求如元遗山之《中州

集》、钱虞山之《列朝诗选》序例，实惭谫陋，有所未遑。”[12]4 即是想在词学领域内也像

《中州集》《列朝诗选》一样对汉民族文献进行保留，惜之少有论者注意这句话的含义。

因此笔者以为，《词综》的编纂实际上易代之际存经存史的学术思潮的反映，与其说朱彝

尊等人是为了创立词派，不如说是为了存词存史；或者说其主观愿望是为了保存词学文献，

而客观上促使了浙西词派的形成与发展。这个与张惠言编纂《词选》及周济辑《宋四家词

选》对比审视则会更为明显。 

《词选》系张惠言与其弟张琦于嘉庆二年（1797）在安徽歙县金榜家坐馆时，为了指导

后学习词而编选的一部词选。此张琦《重刻本词选序》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嘉庆二年，余

与先兄皋文先生同馆安歙金氏，金氏诸生好填词。先兄以为词虽小道，失其传且数百年；自

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窔宦不辟，门户卒迷。乃与余校录唐宋词四十四家，凡

一百十六首，为二卷，以示金生，金生刊之。”[13]1 而通观张皋文一生的文学活动，虽然偶

亦填词，但弄笔不多，存词仅 46 首；此外只有《词选》一书与《词选序》及相关评语，其

它皆与词学不相关联，可见词学并不是皋文关注研究的重点。在编纂态度上，张惠言辑《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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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也没有朱彝尊编《词综》严肃认真。朱氏是严格按照治经史的学术规范来治《词综》的，

而张惠言编撰《词选》时在选源上则没有朱彝尊那么较真于词作文献来源真伪。据台湾学者

吴宏一考证：“张惠言《词选》系就朱彝尊《词综》改选者，故朱氏有错误的地方，张惠言

大都沿袭下来。”[14]142 吴氏举出了《词选》诸多文献的失误之处，由此可见张惠言编纂是集

不甚用心。在选目上，由于皋文推崇唐五代北宋词风，故而有所侧重，如温庭筠一个人就选

了 18 首，约占总词量的 16%，选词极不均衡。 

《宋四家词选》系常州词派周济所编选的一个词学选本，在选阵上
②
，以周邦彦、辛

弃疾、王沂孙、吴文英四位宋代词人为旗手，领袖群伦，将另外 47 人附着在他们名下，

共选词 239 首，此选词宗旨作者在前面的序论中亦有交代：“清真，集大成者也。稼轩敛

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碧山餍心切理，言近旨远，声容调度，一一可循。梦窗

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秾挚。是为四家，领袖一代。馀子荦荦，

以方附庸。”[15]205《宋四家词选》中录周（26 首）、辛（24 首）、吴（22 首）、王（20 首）

四人词作共 92 首，约占总数的 40%，选词是有偏重的，并且在选源上，这个选本基本上也

是以《词综》为本的[16]189。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后两部词选有明确的宗主意识，选阵分布极不平衡，且不太注

重选源的真伪，花费的时间精力与《词综》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从《词综》与张惠言的《词

选》及周济的《宋四家词选》的成书过程及选目对比来看，朱氏编选《词综》不仅仅是为了

创派扬名，更有其存词存史的深层目的，这正是明清易代之际的学术思潮的反映。 

二、《词综》编纂的学术态度与明清易代征实学风的转变 

明清易代引起了汉族士子的强烈的震撼与反思，明代学术的空疏不实正是他们批判的对

象。易代之际，学风由空谈义理转向经世与考据，学术态度的转变，逐渐改变了明代以来的

空疏不学之风。朱彝尊山西游幕期间，曾广为考察金石碑刻，与史相参，匡谬指瑕，在治学

方法上注重考证典章名物制度，其治学目的亦在于政治教化，这也被认为是对明末清初实学

风气的回应[17]19。朱彝尊后来编选《词综》，就与他这种刻苦治学的学术态度密切相关。 

朱彝尊等编选《词综》倾注了大量心血，是将其作为学问事业来做的。他们编选是书不

是随便翻检一下词选及文人别集凑合而成，而是广泛稽考，翻检了大量文史材料精挑细选而

成。据汪森《词综序》言他们编纂《词综》花了八年多的时间，观览宋元词集一百七十余家，

参考传记、小说、地志三百余家，用功之勤可想而知。如其编选《词综》仅是参考的选本就

数量可观。据朱氏《词综•发凡》所云，《词综》编选仅词学选本就参考了十四种，当时流传

的主要选本皆囊括其中[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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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词综》参考的词学选本 

选者 选本 

赵弘基 《花间集》 

黄升 《花庵绝妙词》《中兴以来绝妙词》 

陈景沂 《全芳备祖乐府》 

元好问 《中州乐府》 

彭致中 《鸣鹤余音》 

凤林书院 《元词乐府补题》 

许有孚 《圭塘欸乃集》 

顾梧芳 《尊前集》 

杨慎 《词林万选》 

陈耀文 《花草粹编》 

沈际飞 《草堂诗余广集》 

茅映 《词的》 

卓人月 《词统》 

 

不仅如此，朱彝尊他们还翻检了大量丛书、稗史，包括宋人左圭所辑的《百川学海》，

宋人曾慥所编的《类说》，宋人吴曾所撰的《能改斋漫录》，宋人阮阅编撰《诗话总龟》，宋

人胡仔所撰的《苕溪渔隐丛话》，明人陶宗仪的《说郛》，明人冯梦龙编写的《古今小说》，

明人钟人杰所辑的《唐宋丛书》，明人商濬的《裨海》，明人陆楫的《说海》等书，此外，据

朱彝尊《词综发凡》所言，为了编选《词综》，翻阅的小说，都有十几家，即便是片词可佳，

也要尽力搜罗，所以这个选本中存有诸多其他选本所不见的词作 [12]12 。真可谓网罗群书，

用心勤勉。 

从《词综》的选目来看，尽管在选词的审美取向上偏嗜醇正高雅，但各家基本上还是均

有词作入选，并没有因为词学观念之不同而因词废人，这体现了朱氏保存词学文献、存词存

人的编纂目的。朱彝尊在《词综•发凡》开篇就指出，自唐宋以降，作者一般把所作之词另

行收录，而不入集中，所以词作相对于作者的其他作品，更容易散佚[12]12。因为唐宋时期文

人并没有将词作视为流传不朽的作品，故而一般不编入别集，这样使得词作往往流失无闻，

乃至失传，朱彝尊起笔言此，用意是很明显的，即欲网罗辑存词学文献。《词综》收词 2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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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但收词作较多的单个词人并不多见，据笔者统计，收入词作在二十首以上的仅二十一人，

如表 2 所示： 

表 2  《词综》收录词作二十首以上作者 

入选词人 入选词作 入选词人 入选词作 入选词人 入选词作 

温庭筠 33 贺铸 25 吴文英 57 

冯延巳 20 周邦彦 37 陈允平 23 

柳永 21 毛滂 21 周密 57 

张先 30 辛弃疾 43 王沂孙 35 

欧阳修 21 姜夔 23 蒋捷 21 

晏几道 25 史达祖 26 张炎 48 

秦观 20 高观国 20 张翥 27 

 

这二十余人共选 600 余首词作，仅占总数的 28%，而绝大多数人一般只取一二首词，在

宋词中无名氏的词作一次就录取了 45 首，可谓博采旁收。 

清人纳兰性德曾这样评述《词综》：“近得朱锡鬯《词综》一选，可称善本。闻锡鬯所收

词集，凡百六十余种，网罗之博，鉴别之精，真不易及。然愚意以为吾人选书，不必务博，

专取精诣杰出之彦，尽其所长，使其精神风致涌现于楮墨之间，每选一家，虽多取至什至佰

无厌，其余诸家，不妨竟以黄茅白苇，概从芟薙。”[18]533-534 纳兰氏先肯定了朱彝尊《词综》

网罗词集之广博及鉴别之精审，接着批评其选目芜杂，没有重点，没有体现“选”特色。在

他看来，选本要“选”就应该选经典作家和经典词作，而不必面面俱到，“仆意欲有选，如

北宋之周清真、苏子瞻、晏叔原、张子野、柳耆卿、秦少游、贺方回，南宋之姜尧章、辛幼

安、史邦卿、高宾王、程鉅夫、陆务观、吴君特、王圣与、张叔夏诸人，多取其词，汇为一

集，余则取其词之至妙者附之，不必人人有见也。”[18]534 纳兰氏认为操选政时选阵就是要重

点突出，其余则可根据其作品之精粗酌情取舍，而不必逢人必录。纳兰氏批评朱彝尊《词综》

“不必人人有见”，正从反面证实了朱氏十分明确的存词存史的意识，而决不仅是为了某种

词学审美理想进行词作的遴选。晚清况周颐《词学讲义》指出，《词综》尽管以轻清婉丽为

主旨，但是“凡所撰录古昔名人之作，往往非其旨者”[19]前言，13，选作与选旨不符的一个重

要原因即在于《词综》编纂包含着选者的存词存史的思想。 

为了尽可能选择收入更多词人词作，朱彝尊甚至一度放弃了刊刻《词综》的机会。据汪

森的《词综序》所言，朱氏在选辑十八卷之后曾遇到汪森，两人曾经一起观摩研讨过这个选

本，汪森其时建议将其刊刻，但是朱彝尊认为搜求未广，不宜刊行，并请求汪森帮忙搜集整

理词作。三年之后，两人再次相遇，朱彝尊已经将选本扩充到二十六卷，汪森也广为搜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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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地藏书家手中广为搜罗，补充四卷，一共凑足三十卷。如汪森所言，他们总共观览宋、

元词集一百七十余家，传记、小说、地志等史料三百余家，前后共花了八年时间[12]1-2。嗣后

汪森与周青士等人认为此书“挂漏很多……思补辑以成完书”[12]补遗后序，5，与诸人四处访书，于康

熙三十年（1691）共得补遗六卷，得以完成现在所传的三十六卷本《词综》。 

由朱氏等人花费这么大的精力来编纂一部选本，亦可看出其根本目的绝非一般意义的创

立词派。四库馆臣亦认为《词综》编选有采集保存词学文献的目的，《四库全书总目•词综》

条谓：“是编录唐、宋、金、元词通五百余家。于专集及诸选本外，凡稗官、野纪中有片词

足录者，辄为采掇，故多他选未见之作。其调名、句读为他选所淆舛，及姓氏、爵里之误，

皆详考而订正之。其去取亦具有鉴别，……以视《花间》、《草堂》诸编，胜之远矣。”[20]2806

其选源除了专集选本之外，还扩展到稗官野史之中，“有片词足录者，辄为采掇”，并且仔细

甄别，严加考证，这种严肃的学术态度与严谨的考证方法也可见出《词综》决非一般意义上

推尊某种词学风格和审美理想的词选。 

三、《词综》编纂与明清易代注疏考证学术方法的转变 

明代心学倡导明心见性，以义理为宗，托诸空言，清初征实学风回流，注重考证注疏之

学。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盛赞朱鹤龄“长于笺疏之学”，认为其《毛诗通义》《禹贡笺

注》等书“发明宋儒集注集传所未及”[21]679，其对注疏之学的肯定，以及对宋学的超越，

正是对汉学的回归，因为推尊汉学，汉学的学术方法自然也会对他的学术活动产生影响。反

观《词综》的编纂，可以看出朱彝尊等人正是以汉学的学术态度编纂《词综》，故其治词方

法极为严谨，《词综》的编纂甚至采用了刘向校雠学的诸多方法，诸如备众本例，订讹误例，

考作者例，及专人校专书等
③
，方法的改进，极大提高了古典词学的研究水平。 

先看备众本例。在编选张炎词作时，朱彝尊等人就选择了诸多不同版本参以对校，据《词

综•发凡》所云，张炎的词集，有汪森所购的版本，还有宋荦等人的抄本，后来又参校了钱

宫声的家藏本，钱氏藏本乃是陶宗仪手抄本，文献价值自不待言，而且这个抄本词作多达三

百多首，其中诸多词作为朱彝尊等此前所未见[12]11。由此可见，仅就张炎的《玉田词》而言，

他们就至少参校了多种不同的本子，其严肃认真可见一斑。 

再看订讹误例。由于受词为小道末技传统观念的影响，文人向来不重视保存词作，这使

得词作流失不全，脱误甚多，给后人研治词学造成很大的困难。以校勘词籍著称于世的晚清

词学大师王鹏运就曾坦言校词之困难，指出由于词体文学晚出，并受到诗尊词卑传统观念的

影响，所以文人士子往往没有刻意保存词作，加之词体文学受到句有定字、字有定声这种体

格的影响，方便按图索骥，使得文人创作过程中持有一种轻视的态度，“然其为文也，精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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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眇，往往片辞悬解，相饷在语言文字之外，有非寻行数墨所能得其端倪者，此其难也” [22]355。

这就加倍导致了校订词籍的难度。朱彝尊等在编订《词综》时便很注意校勘词作，订正讹误，

据《词综•发凡》所云，史达祖的《绮罗香》一词中，“还被春潮晚急”一句本是六字句，但

是《草堂诗余》的坊本掉了一个“晚”字，成了五字句，这个错误被其他版本因袭；而周晴

川的《十六字令》中的“眠，月影穿窗白玉钱”一句，选本将“眠”传讹为“明”，导致断

句为“明月影”，真可谓错了一字，谬以千里；此外，欧阳修的《越溪春》一词的结语“沉

麝不烧金鸭，玲珑月照梨花”，本来是两个六字句，但是因为坊本将“玲”字讹为“冷”字，

“珑”字讹为“笼”字，于是词句被段为“沉麝不烧金鸭冷，笼月照梨花”，原意全失；此

外还有苏东坡的《念奴娇》、汪彦章《点绛唇》、王晋卿《烛影摇红》、李后主《临江仙》等

词作皆有讹误或失漏，朱彝尊等人皆依据史料笔记等文献将其订正[12]13。朱氏在此举出的诸

多讹误之处，并逐一订正，同时告诫后学注意考辨图谱，订正讹误，反映的正是其将研治经

史汉学的方法运用到词学领域的态度。 

再如考作者例。唐宋词家并没有把作词视作藏之名山的事业，填词还可能会影响作者的

名声。如《北梦琐言》记载：“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布于汴、洛。洎入相，专托人

收拾焚毁不暇。然相国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玷之。契丹入夷门，号为‘曲子相公’。所谓‘好

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23]47 和凝虽然厚重有德，可是自己的良好品

行却因为写艳词而受到了影响。更有甚者，竟然利用艳词来打击政敌，搞党派政治[24]，如此

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因素导致词人词作张冠李戴现象严重，词人姓氏里爵亦湮没无闻。故

而朱彝尊等在编纂《词综》的时候注重考订作者作品，厘清讹误，正本清源。如其《词综•发

凡》所指出的，历来词学选本中，选家关于词人的姓氏、官爵和乡里等资料的载录各有不同，

例如《花间集》《中州乐府》等选本，先系官爵乡里，然后记录词人姓名；《绝妙词选》则把

字书于官爵之下；《全芳备祖》则只书名，而《草堂诗余》则只书字；《凤林书院》把别字冠

于姓名之前；杨慎的《词林万选》与陈耀文的《花草萃编》，有时书名，有时书字，有时书别

字，或者书官爵等，不一而足，由于体例不统一，使得读者茫然不知所措；更有甚者，将朱

敦儒的《樵歌》词集误为秋娘所作。正是因为词集词作讹误甚多，所以朱氏等人才严加考证：

“是集考之正史，参以地志、传纪、小说，以集归人，以字归名，得十之八九。”[12]12通过考

辨作者，厘正淆乱，诠次体例，给词学研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此外，在《词综》的编纂过程中，朱彝尊还注意聘请时贤同力协作。据《词综•发凡》

记载，参与探讨编纂的人员除朱彝尊、汪森之外，还有安丘曹升六，无锡严荪友，江都汪季

用，宜兴陈维崧，华亭钱葆馚，吴江俞无殊，休宁汪周士、季青，钱塘龚天石，同郡俞右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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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融谷、缪天自、沈覃九、叶元礼、李武曾、李分虎、沈山子、柯翰周、浦傅功、周潜岳等

共二十二人。朱彝尊很注意让学有专长的人发挥自己的长处，如让柯崇朴作考证工作，“是

集考之正史，参以地志、传纪、小说，以集归人，以字归名，得十之八九。论世之功，柯子

寓匏有焉”[12]12。又如让周青士考辨音韵字句，“周布衣青士，隐于廛市，于书无所不窥，

辨证古今字句音韵之讹，辄极精当。是集藉其校雠”[12]12。周青士即周筼，是一位博学多才

之士，据吴熊和先生考证，他还参加过蒋景祁《瑶华集》编订，独立编选《今词选》十卷作

为《词综》一书的续编，与柯崇朴共同编著《乐章考索》一书，著《词纬》三十卷，《今词

纬》十卷，还与沈进、柯煜发起编集《绝妙好辞今缉》等[25]430-431，正是因为周筼学识渊博，

长于校勘，故而朱彝尊聘请他来做此项工作。这一点与汉人校书极其相似，如《汉书•艺文

志》记载“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26]1701用专人校

勘专书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特长。《词综》编纂充分发挥了学有专长之人的特长，对提高词

学研究水平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四、《词综》编纂对清代词学研究思想方法的学术影响 

朱彝尊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对待《词综》的编纂，为词学研究树立了典范，并影响到当时

及后来的诸多词学研究者，对提高词学研究的学术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徐釚在编订《词

苑丛谈》时就曾受到朱彝尊的指导和影响，据其《词苑丛谈•自序》所言：“徐子之为《词苑

丛谈》也，从无聊羁旅中，搜取乐章，可佐尊前酒边之所吐属也，拾残纸凸笔，随时随地书

之。”[27]5 可见徐氏编纂是书起初并没有认真对待，聊以取乐罢了。可是后来遇到朱彝尊，

其态度就不一样了。据其所言，在康熙十八年（1679）与朱彝尊、陈维崧一起校订词书时，

朱彝尊告诉他，收集词学史料文献时，必须将书目出处旁注于下，要以严谨认真态度对待此

事，而不要仿效陋儒抄袭前人遗说而据为己有，徐釚深以为然，但是书稿已经完成付梓，难

以一一追溯补订，只能根据记忆对部分材料加以补充注释，“然尤虑其择焉不精耳”[27]5。徐

釚编订《词苑丛谈》由先前之游戏心态转变为后来的严谨治学态度，并忧心摘取不精，态度

前后判若两人，此正是受朱氏之教使之然。 

甚至嘉、道以后词家亦受朱彝尊等人的影响。如冯金伯在撰《词苑萃编》时亦坦言是受

朱竹垞学术思想的影响，并援引朱彝尊指导徐釚编订《词苑丛谈》一事为例，徐釚虽然听从

了朱氏的建议，但是书稿已经印行，无法一一追补，留下诸多缺憾，所以冯金伯在读《词苑

丛谈》的时候，经常感觉序次错综，并多次计划重新编排，但是一直未能付诸实践：“甲子

入秋后，枯坐于小舟，萧然无事，思了此愿。第家中书籍，未能捆载而来，此间又无书可借。

惟先将原书细为整理，复就案头所有，再为补缀。因陋就简，仍复不免，然比原书删者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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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者已十之三四矣。原书分体制、音韵、品藻、纪事、辨证，谐谑、外编七部，予于体

制下增旨趣一部，一以溯其渊源，一以穷其阃奥也。……订正原书，并无创获。然引书必注，

隶事有序，厘然秩然，俾观者快然有当于心，亦庶几为徐氏功臣云尔。”[28]1702 冯氏条分缕

析，引书必注，态度严谨，这固然与乾嘉严谨扎实的考据学风分不开，但朱彝尊在词学研究

上导夫先路之功自不可没。如于翠玲所言：“朱彝尊将文献考据学的范围拓展到词籍选本，

这对于清代词学研究的发展具有示范意义和引导意义。……《词综》已经是考证有据的文人

读本和学术成果了。”[29]将词学纳入学术研究的范围，用传统研治经史的汉学方法治词，体

现了编选者严肃认真的态度与严谨扎实的学风，这对推动清代词学的发展具有良好的引导意

义和示范意义。所以态度严谨的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对《词综》给予了高度的评

价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总之，朱彝尊等人编选《词综》，主观上是为了保存历代词学文献，但们在编选时提倡

醇雅词风，暗合了满清的文治策略，是时代的选择造就了朱氏的词学成就与影响。诚如严迪

昌所言：“世称‘南朱北王’的朱彝尊、王士禛二位大诗人，朱竹垞以诗鸣于前，转而却以

‘浙西’一派宗师称盟主于词坛；……‘神韵’与‘浙西’词派可以说就是适应时代需要的

孪生物。是两位文学家自觉不自觉地顺应了统治意志和统治思想的需要。”[30]60 因为时代的

需要，加之后学的不断揄扬，将朱彝尊推上了浙西词派领袖的宝座。但作为朱彝尊个人而言，

其编纂《词综》实际上深受明清易代经世学风的影响，存经存史思潮的熏染，及求实考据学

风的推动等因素合力促成的。《词综》的编纂，一改往日视词为小道末技的轻视态度，以考

证经史的学术态度来研治词学，提高了词学研究的学术品格，推动了古典词学研究的学理化

进程，在词学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注释： 

① “金源”，金国的别称，金代阿鲁图《进<金史〉表》：“维此金源 ，起于海裔。”《金史•地理志上》：“上

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旧土也。国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建国之号，盖

取诸此。” 清代钱谦益 《<列朝诗集〉序》：“《中州》之诗，亦金源之史也。” 

② 这里所说的“选阵”，即是词选所开列的词人名单与词作目录，这个词学概念由肖鹏先生总结提出，参

见其《群体的选择——唐宋人词选与词人群体通论》，凤凰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8—20 页。 

③ 曹慕樊引近人孙德谦《刘向校雠学纂微》云孙氏将《别录》宗旨列为二十三项，重要的项目有备众本、

订脱误、删复重、条篇目、定书名、叙源流、究得失、撮旨意、撰序录、辨疑似等，如备众本例即是用几

种不同的本子对勘，择善而从，订讹误例即是订正文字脱误衍文，考作者例即是考证作者，厘清姓氏里爵

等。参见曹慕樊《目录学纲要》，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4—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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