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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朝光绪年间云南东川府的“ 翠屏诗社” ，由知府出面创立，又活动在边远地区，先后举行过十五次集会，
社员多达六十四人，并刊有社诗总集《 翠屏诗社稿》 ，是一个比较典型而又具有特色的文学社团。 但学术界关于该
社的介绍，以及今天地方政府重印的《 翠屏诗社稿》 等，都存在不少的问题。 因此，有必要对该社进行尽可能全面、
系统的考察，同时对各种相关的错误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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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光绪年间云南的“ 翠屏诗社” ，至少有两个特

日，脱稿送阅。 同寅诸友及在籍绅士有愿作者，

点：一是属于官府创设，二是出在边远地区。 学术界

均请入社。 俟 会 萃 成 帙， 择 尤 付 梓， 俾 广 流 传。

各种相关的辞书，一般都会介绍到它。 今天的地方政

本府亦按课拟作， 与诸生互相质证。 有 志 风 雅

府，也重印过它的社诗总集。 不过在这些工作中，却

者，谅不以此为迂谈也。 此谕。［１］１ａ－ｂ

又不同程度地存在各式各样的错误和疏失。 基于这

这篇“ 牌示” 的作者，是时任云南东川府知府冯誉

样正反两方面的原因，现在拟专门对该社作一系统考

骢。 冯誉骢为四川什邡人，光绪八年壬午（１８８２） 顺天

察。

乡试举人， 二 十 二 年 丙 申 （ １８９６） 夏 檄 知 东 川 府 事。

一

结社缘起与收尾

“ 翠屏诗社” 的社诗总集， 即名 《 翠屏 诗 社 稿》 。

该集卷首，先是一篇《 诗社牌示》 ，全文如下：

照得本府莅治兹土，接连观风、月课，此邦文

风已知梗概。 诸生于八比之文，虽深浅不一，于

“ 牌示” 的发布时间，显然就在他上任之后不久。 而诗
社的命名，则取意于府治东南的翠屏山。

这篇“ 牌示” ，其性质相当于一份 “ 社启” 或 “ 社

约” 。 举凡诗社的集会时间、命题方式、成员对象等
等，在这里都作了基本的交代。 有关具体情况，我们

法尚不甚谬。 至于韵语，则合格者甚少，良由无

下文还将进一步予以论证。 现在先要说明的，是关于

人提倡风雅之故也。 本府一行作吏，笔墨久荒，

结社的动机。 根据“ 牌示” 的说法，创设该社的目的，

然日课一诗，虽不能至，心窃向往之。 兹拟于文
课外，创设“ 翠屏诗社” 。 以五月十五日为始，亦
不点名给卷。 每月十五会课一次，届期由本府拟
诗题数道，粘帖府署大堂，诸生自行钞回，宽以时

在于提高诸生的“ 韵语” 写作水平。 而所谓“ 韵语” ，
虽然看起来是与上文的“ 八比之文” （ 八股文） 相对而

言，但实际并非专指用于科举考试的五言八韵的试帖
诗，乃泛指一般所说的诗歌。 观其下文所述成员对象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４⁃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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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 同寅诸友及在籍绅士” 在内，应该就可以明白这

之作，包含一组或两组题目，作品排在一起，作者均以

一点。 特别是从《 翠屏诗社稿》 来看，集内作品无体不

冯誉骢开头，其他社员接后。 根据这个规律，可以看

备，却唯独没有一首试帖诗，这就更加可以确信无疑

出总共为十五次集会。 同时，结合有关作品提供的时

了。

间线索，还可以基本确定各次集会的具体月份及年
因此，目前所见某些相关辞书，例如赵润峰先生

编著《 中外文学知识大博览》

［２］６０２

，马良春、李福田两

位先生总主编和本师钱仲联等六位先生总主编的两
种同名《 中国文学大辞典》

［３］第８册，６２０２ ［４］下册，１４３０

，“ 翠屏诗

份。

先说光绪二十二年丙申 （ １８９６） ，凡七次：《 翠屏

诗社稿》 卷一至卷七，每卷对应一次集会，即第一集至
第七集。 其中，第一集始于五月，“ 牌示” 已详；第四集

社” 条无一例外地都称其“ 为提高……诸生试帖诗写

第一组题作《 拟少陵八月十五夜月》 ，知为八月；第五

隘。 另外，三书都称该社成立于“ 四川东川府” ，则很

仍为秋天，即九月。 以上五集五个月连贯。 第七集第

作水平而创设（ 立） ” ，这样的提法于文体恐怕过于狭

集第二组题作《 菊酒》 、《 菊茶》 、《 菊枕》 、《 菊屏》 ，则

可能是因为“ 东川” 的“ 川” 字牵连而致误。

一组、第二组分别题作《 咏雪》 、《 田家四时杂兴》 ，后

事。 冯誉骢本人毋论，《 翠屏诗社稿》 卷一所收第一次

如赵永昌二首之二有云“ 梨才破腊即飞花” ［１］卷七，８ａ ，结

“ 翠屏诗社” 的创设，在当时当地称得上一件盛

集会其他社员所作《 消夏杂咏》 ，就一再表达了喜悦的
心情：“ 风流太守日征诗，吟社逢开采艾时。” （ 王荫祥
二首之一） ［１］５ｂ “ 听说翠屏诗社启，绿阴深处擘吟笺。”
（ 聂国文二首之一）

［１］７ａ

课新诗。” （ 岳开衡）

［１］１３ｂ

和曲情。” （ 张祥麟）

［１］８ａ

“ 忽闻太守兴诗社，也动阳春
“ 深喜螳川贤太守，群才聚萃
从清代诗人结社的发展历史

来看，顺治年间曾遭朝廷明令禁止，嘉庆以后才较多

者如冯誉骢四首之四有云“ 岁阑无一事” ［１］卷七，２ｂ ，前者
合“ 四时” ，可知为十二月。 如此则在九月第五集与十
二月第七集之间，本来应该还有两次却只有一次，显
然缺少一次集会。 唯第六集仅一组《 秦宫词》 至《 唐
宫词》 凡九题，无从考知其写作时间，所以不知道所缺
该次究竟为十月还是十一月。

再说光绪二十三年丁酉（１８９７） ，凡八次。

首先是《 翠屏诗社稿》 卷八、卷九，每卷仍对应一

恢复；而如今以知府出面创设诗社，并且公开悬挂“ 牌

次集会，即第八集、第九集。 第八集第二组题作《 新

端诗格外兴盛的大势。 至于在东川府的历史上，这更

近” ［１］卷八，１ａ ，知其将近三月而未到三月 ① ，即二月。 第

示” ，这正好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也符合清代头尾两
是目前所知的第一个诗社。
在上引“ 牌示” 的后面，还有冯誉骢的一则跋语：
“ 翠屏诗课” 起于光绪二十二年夏月，讫于二

绿》 ， 冯 誉 骢 四 首 之 二 有 云 “ 最 好 踏 青 时 节
九集第一组第二题《 秧马》 ，陈鸿图有云“ 纵送青畴三
月晚” ［１］卷九，３ａ ，则为三月。 而在第八集之前，显然缺少
正月一次集会。

十三年冬月，会课数十人。 选存各体诗十卷，略

其次是《 翠屏诗社稿》 最末卷十，篇幅最大，共包

加修饰，特为付梓，用践前言。 并刻“ 牌示” 于篇

含六次集会，即第十集至第十五集。 其中第十一集第

首，以当叙云。 署东川府事蜀西冯誉骢识。［１］１ｂ

据此可知，“ 翠屏诗社” 也可以称作“ 翠屏诗课” 。

《 翠屏诗社稿》 的原刻本，书名页两侧分别题“ 光绪戊
戌新梓” 、“ 本衙藏板” ，亦即光绪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 由

一组《 喜雨》 ， 胡 嗣 虞 有 云 “ 时 正 当 夏 五” ［１］１０ｂ ， 即 五
月。 可见自二月第八集至此，四集四个月连贯。 而余
下的第十二至第十五这四集，都只有一组题目，依次
为《 大理石》 一题、《 渔隐》 至《 书隐》 凡四题、《 诗将》

东川府署所刻。 对于诗人结社来说，所作社诗得以结

至《 诗壁》 凡九题、《 马鞭》 至《 鱼罾》 凡四题，无从考知

集付梓，这样的收尾应该是很圆满的。

其写作时间。 按照上文所说的诗社结束季节，即使把

二

集会分次与时间

“ 翠屏诗社” 的集会活动，自光绪二十二年丙申

（１８９６） 夏五月始，至二十三年丁酉（１８９７） 冬月终，如

“冬月” 定在十月，自六月以来应该有五次却只有四
次，其中也还缺少一次集会。

这样，在已知的“ 翠屏诗社” 活动期间，至少有三

果按照“ 每月十五会课一次” 计算，那么至少应该在十

次集会无案可稽。 这正如其他某些诗社说是“ 月必一

八次以上。 但是，从《 翠屏诗社稿》 来看，实际并没有

集” 而实际上也难免有缺一样，是很容易理解的。

这样多。

《 翠屏诗社稿》 凡十卷，内部作品尽管没有标注某

集，但很明显还是按各次集会顺序编排的。 每次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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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前及马良春、李福田两位先生总主编的《 中

国文学大辞典》 “ 翠屏诗社” 条，最后称该社“ 解散时
间不详” ，则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可以根据冯誉骢

朱则杰

黄治国

“牌示” 跋语的说法，即笼统定为光绪二十三年丁酉
（１８９７） “ 冬月” 。
三

成员人数与构成

关于“ 翠屏诗社” 的成员人数，前及两种《 中国文

学大辞典》 都只笼统称“ 数十人” 或“ 几十人” ，这显然
是从“ 牌示” 跋语所谓 “ 会课数十人” 而来。 而根据
《 翠屏诗社稿》 ，可以整理出一份完整的成员名单（ 括
号内为首次出现的卷次） ：

１．冯誉骢；２． 赵永昌；３． 宋培厚；４． 张丕武；５．

胡嗣虞；６．李重华；７．刘翊运；８．史光华；９．陈鸿图；

１０．汤钰；１１．谢家树；１２．王荫祥；１３．张璞；１４．陈光

“ 翠屏诗社” 考

明显，他们都属于同一个家族。 其中冯誉骏，应该是
冯誉骢的兄弟行。 他与张祥麟一样，集内诗歌只有第
七集第一题《 咏雪》 二首，编在卷七最末 ［１］９ａ ，猜想只

是岁末偶尔来东川探亲。 其他“ 庆” 字辈，应该是冯誉
骢的子侄，随任读书学习。 特别是冯庆树、冯庆榜二
人，集内所存诗歌分别达到四十六首、五十三首，在全
部成员中仅次于冯誉骢，从而成为诗社的重要骨干。
此外可以看出家族关系的，还有汤钰、汤步禹父子，王
尚谦、王尚鼎，张璞、张瑞，曹广溶、曹广勋兄弟等。 这
在一定程度上，为该诗社增添了一种家族性的色彩。
附带说说某网站上有一条代客收费复制“ 冯誉聪

祖；１５．张瑞；１６． 唐学曾；１７． 禄镇南；１８． 宋开源；

行述” 的信息，底本系民国十四年（ １９２５） 石印本，作

彭润；２４．张祥麟；２５．倪隆安；２６．谢毓桂；２７．冯庆

如真能够读到这篇行述，那么不但冯誉骢的生平事迹

１９．聂国文；２０．唐守薪；２１．蔡培光；２２．王尚谦；２３．

树；２８．冯庆榜；２９． 毕成；３０． 李绍汉；３１． 曹广溶；

３２．蒋炳南；３３．李秀醲；３４．郭维藩；３５．马德骥；３６．
王开宇；３７．谢鸿诏；３８．岳开衡；３９．唐继善（ 卷一）

者为冯庆榜。 这个“ 冯誉聪” ，很可能就是冯誉骢。 假
可以了解得更加具体，其他有关冯姓诸人的关系也可
以获得更多的印证。

“ 翠屏诗社” 作为一个文学社团，虽然活动时间不

４０．汤步禹；４１．胡丕昌；４２．朱履乾；４３．王士贤

长，但成员总数多达 ６４ 人，这个规模即使在全国来看

４４．王尚鼎；４５． 张廷桂；４６． 梅洁；４７． 郗钟谷；

卷首《 东川府续志序》 中叙及此事， 说 “ 于书院月课

（ 卷二）

４８．曹广勋（ 卷三）

４９．李本钧；５０．李效培（ 卷五）

也是相当突出的。 冯誉骢自己在光绪《 东川府续志》

外，创设‘ 翠屏诗社’ ，与诸生诗酒往还，赏奇析疑，颇
极一时之盛” ［５］４５７ ，所言不虚。

５１．冯誉骏（ 卷七）

四

５２．杨化南；５３．魏锟（ 卷八）

创作倾向与特点

“ 翠屏诗社” 十五次集会，有九次各两组题目，另

５４．刘永华（ 卷九）

５５．陈应泰；５６． 龙铭；５７． 赛邦直；５８． 张开荣；

５９．萧廷桢；６０．聂绍曾；６１．冯庆樾；６２．冯庆榆；６３．
冯庆萱；６４．冯庆华（ 卷十）

以上标明序号，总共为 ６４ 人。 前及《 中外文学知

识大博览》 只称“ 十凡人” ，那是明显错误的。

上述成员，就其身份而言主要自然是诸生，但确

实也有不少“ 牌示” 所说的“ 同寅诸友及在籍绅士” 。

六次各一组题目，凡二十四组。 又各组之下，题目一
至九个不等，总计有六十七个小题。 所有这些题目，
自然都是冯誉骢所拟，并且都有冯誉骢的作品，可以
视为首唱；其他成员，则或者选作，或者缺席，均无不
可。
从这些题目中，可以见出冯誉骢以及“ 翠屏诗社”
的艺术取向。 其中一部分题目，首唱完整标示，涉及
多位古人。 按照时代顺序，计有《 拟少陵八月十五夜

例如，第二人赵永昌时任东川府教授，第三人宋培厚

月》 （ 第四集第一组） 、《 拟白香山、东坡种花，五古二

又如第五人胡嗣虞至第十二人王荫祥等，都可以确知

（ 第七集第一组） 、 《 秋海棠， 七律 四 首， 用 渔 洋 秋 柳

为府治会泽县训导，他们都是冯誉骢的“ 同寅诸友” 。
为当地的举人，则属于“ 在籍绅士” 。 此外还有个别偶
然路经东川的外地人士。 例如第二十四人张祥麟，诗
社第一集第一组《 消夏杂咏》 有其绝句一首，前二句
云：“ 一路蝉声送远行，停车小住古东城。”

［１］卷一，８ａ

并且

首》 （ 第八集第一组） 、《 咏雪，用东坡“ 尖” 、“ 叉” 韵》

韵》 （ 第三集第二组） ，分别为盛唐杜甫、中唐白居易、
北宋苏轼、清初王士祯，各以别号为称。 又第七集第

二组《 田家四时杂兴》 ，可以想到东晋陶渊明以及南宋
范成大等。 这就是说，冯誉骢在师法前贤这个方面，

此后各集，的确再也没有看到他的作品，由此可知其

并没有局限于某朝某代，而能够兼收并蓄。 有关作

乃匆匆过客。

家，不见中唐韩愈、北宋黄庭坚等，也说明不走瘦硬怪

这份名单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冯姓作者特

奇一路，而以平易自然为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三

别多，一共有八人，刚好占到总人数的八分之一。 很

集第一组《 东川杂诗》 冯誉骢三十二首之二十二写到

１５７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山南宝塔” ，有云：“ 拔地孤峰少依傍，已将文诀示诸

看。

峰” 云云 ，可以知道源自清代中叶性灵派首领袁枚

目总体上明显在日趋减少。 尤其是最后的第十二至

的《 小仓山房诗集》 卷二十八《 卓笔峰》 二首之一：“ 孤

十五集，不但都只有一组题目，而且基本上都是泛泛

峰卓立久离尘，四面风云自有神。 绝地通天一枝笔，

的咏物之作。 该社的结束，不知与这种命题情况是否

［１］卷三，３ａ

生。”

联系冯誉骢另外一首诗歌“ 淋漓大笔卓遥

②

请看依傍是何人！”

［６］第１册，６２７

这种既不废借鉴古人而又

“ 少依傍” 的做法，正与性灵派相通，符合当时诗歌发
展的总体趋势。 对于以培养诸生从事诗歌创作为主
要目的的“ 翠屏诗社” 来说，这样的路子也是最切实际
的。

“ 翠屏诗社” 其他成员的作品，在收入《 翠屏诗社

稿》 的时候，正如前引“ 牌示” 跋语所说，很可能经过

冯誉骢的统一“ 修饰” 。 而在有关作品中，也确实一再
表现出这种追求自由独创的精神。 特别是第十四集
《 诗将》 至《 诗壁》 凡九题，以及第九集第二组《 删诗》

至《 钞诗》 凡四题，都属于论诗的范畴，理论主张更为
鲜明。 例如刘翊运《 诗家》 末云：“ 分门别户者，诗源
溯已差。” ［１］卷十，２３ｂ 即广师前贤、不拘门户之意。 又张
开荣《 诗匠》 有云：“ 出头人竞让，生面我能开。 ……
百篇工锻炼，脱稿尽新裁。”

［１］卷十，２４ａ

则主要强调创新。

另外如《 诗将》 ，从题目本身就能见出志存高远、不同

不过，从“ 翠屏诗社” 历次集会来看，现实性的题

也有关系。
五

社诗文本与传播

“ 翠屏诗社” 历次集会的题目和各个成员的作品，

笔者曾利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软件综合制作成一份表

格。 因其版面篇幅过大，这里不便刊载。 统计结果，
《 翠屏诗社稿》 一共收有 ６０４ 首诗歌。 而在这个过程
中，发现该书的两种版本，本身都存在某些问题。 并
且有关诗社作品，事实上还并不局限在该书。 这些情
况，同样有必要予以说明。

（ 一） 关于《 东川府续志》

冯誉骢在任期间，除创设“ 翠屏诗社” 之外，还在

旧任基础上增修过《 东川府续志》 。 该志有助于了解
部分诗社成员的身份，这一点不言而喻。 而尤其值得
注意的则是卷四《 艺文》 中的诗歌一项，可为《 翠屏诗
社稿》 提供不少的补遗。

按此项所收作品，内有《 云弄山温泉》 、《 东川杂

凡俗，恰 如 彭 润 《 补 诗》 所 期 待 的： “ 何 由 树 帜 在 诗

诗》 两组，属于“ 翠屏诗社” 第二集、第三集的各第一

“ 翠屏诗社” 的题目类型，绝大多数为咏古、咏物

山温泉》 凡两首，作者为李重华、刘翊运 ［５］５６９－５７０ ，《 翠

坛？” ［１］卷九，４ａ

组题目，而且作者也都是该社成员。 然而，其中《 云弄

性质。 特别是对于冯誉骢之外的其他成员来说，更都

屏诗社稿》 均 未 收 入； 《 东 川 杂 诗》 诸 作 之 内 的 史 光

是命题赋诗。 但是，这些并不妨碍作者在作品中自写
性情。 上及论诗诸作，人人可以借题发挥，表达自己
的观点和认识，就是现成的例子。 这与其他诗社和诗
人，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区别。 而那些取材于现实生活
以及其他现实性较强的题目，例如第一集第一组《 消
夏杂咏》 、第二集第一组《 云弄山温泉》 、第三集第一
组《 东川杂诗》 、第七集第二组《 田家四时杂兴》 、第九

集第一组第二题《 秧马》 、第十一集第一组《 喜雨》 等，
主要描写当时当地的自然风光、人文习俗，创新的程

度也更大。 冯誉骢《 补诗》 有云：“ 何如即景言情好，
自得灵山第一禅。” ［１］卷九，１ｂ 唐守薪《 补诗》 亦云：“ 前人
未及后人补，结得吟坛不了因。”

［１］卷九，５ａ

至少就东川来

说，这样的诗歌在历史上是没有的，即使有也是不多
的。 而在“ 翠屏诗社” 的整个创作中，这也正是最具特
色的地方。 关于这一点，重印本《 翠屏诗社稿》 卷首第
二篇 卞 伯 泽 先 生 《 序 言 （ 会 泽 古 代 诗 歌 发 展 史 代
序） 》

［７］５－３０

、第三篇李世沛先生《 雅吟欲尽琅川景———

读〈 翠屏诗社稿〉 》

１５８

［７］３１－６１

，论述十分详细，读者可以参

华、陈鸿图、王开宇、张瑞四人各一首，谢家树、胡嗣虞
两人各二首 ［５］５７１－５７２ ，同样不见于 《 翠屏诗社稿》 。 联
系前引冯誉骢“ 牌示” 跋语所说的“ 选存” 云云，这十
首诗歌显然都被他刊选落了。 而现在把它们加在一
起，可知该社的诗作至少应该在 ６０４ 首以上。

此外，《 翠屏诗社稿》 所收《 东川杂诗》 冯庆树二

首

［１］卷三，１０ａ－ｂ

棫”

［５］５６９

，《 东 川 府 续 志 》 该 处 作 者 作 “ 冯 庆

，不知是果真同人异名还是某书张冠李戴。

至于两书编纂时间，《 东川府续志》 卷首冯誉骢序

撰于“ 光绪二十三年孟夏” ［５］４５７ ，但卷四《 著作》 最末
却已 著 录 “ 《 翠 屏 诗 社 稿 》 十 卷， 知 府 冯 誉 骢 选
辑” ［５］５７３ ，所以很难说孰先孰后，可以不予考虑。
（ 二） 关于原刻本《 翠屏诗社稿》

《 翠屏诗社稿》 在“ 选辑” 方面，也还存在其他缺

陷。 一是各次集会之作的作者排序，虽然总体来看有
一个基本的标准，但不少地方却明显比较随意。 例如
前及赵永昌、 宋 培 厚 两 位 “ 同 寅 诸 友” ， 一 般 都 排 在
“ 在籍绅士” 之前，但如第三集就穿插在“ 在籍绅士”

朱则杰

黄治国

之间。 二是同一组社题内部的若干具体题目，同一作
者名下一般都依照冯誉骢首唱排序，但个别地方同样

不无参差。 例如第四集第二组，首唱依次为《 秋雁》 、
《 秋燕》 、《 秋虫》 、《 秋蝶》 四题，而宋培厚选作其中两
题，却以《 秋虫》 、《 秋雁》 为次，明显与之不合。 这种
情况因为很少见，所以未尝不是由于冯誉骢一时疏忽

“ 翠屏诗社” 考

“ 雲” “ 云” 不分，“ 纔” “ 才” 莫辨，却显然是由于使用
电脑繁简体自动转换功能而又未加修正造成的。 并
且即使是采用繁体字排版，有些字如原刻本卷一冯庆
树《 消夏杂咏》 六首之三第三句末尾的“ 暗” 字 ［１］８ｂ ，也
没有必要排作“ 闇” ［７］１２ 。

此外，卷首冯誉骢的 “ 牌示” 跋 语 ［７］１ ， 卷 五 冯 誉

所致。 三是绝对的失误，目前发现一处：第七集两组

骢、宋培厚的两首同题《 彩云歌》 ［７］６０，６１－６２ ，重印本的标

二》 ，作者作“ 张璞”

示” 所说：“ 诸生于八比之文，虽深浅不一，于法尚不甚

作品中，张瑞 《 咏雪》 二首之后有 《 田家四时杂兴存
［１］卷七，５ｂ

；但张璞在稍前已有《 田家

四时杂兴存一》 ［１］卷七，４ｂ－５ａ ，则这里的“ 张璞” 肯定是另
外一个人，最大的可能应该就是张瑞———这大抵是由
校勘不慎造成的。

（ 三） 关于重印本《 翠屏诗社稿》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政协云南省会泽县委员会文史资

料委员会重新印行了《 翠屏诗社稿》 。 据卷首有关介
绍，他们先后数次从云南省图书馆抄得原刻，然后采
用电脑排版，并同样以繁体竖排的版式印制，另外还
添加了一份目录。 其总印数为两千册，可见流传相当
广泛。 这无论从地方文化建设还是整个学术研究的
角度来说，无疑都是一件大好事。 不过美中不足的
是，该本在重印过程中却又产生了不少新的错误，需
要读者在使用时加以注意。
步禹《 郭泰》 之前，有陈鸿图《 云弄山温泉》 一首
重印本内未见。

［１］４ａ

，

其次是错简。 卷二，原刻本胡嗣虞《 云弄山温泉》
之后的谢家树同题之作
《 郭泰》 之后

［７］２５

，重印本误排在朱履乾

，中间隔了六位作者。 卷三，原刻本

史光华《 秋海棠》 之后的张璞同题之作二首 ［１］７ａ ，重印
本误排在冯庆榜同题之作四首之后
六位作者。

［７］４６

，中间隔了十

再次是组诗分首。 重印本对待同一作者的同题
组诗，一般都在各首之间插入一个空行，表示另起一
首。 但也有不少类似应加空行的地方，却漏掉空行，
前后接排，这就反而容易使读者误认作一首诗歌。 并
且还有个别情况，恰恰与此相反，在本来不应加空行

的地方却插入空行。 例如卷十刘翊运《 樵隐》 ，原系一

首七言律诗；重印本在上下两截之间加了一个空行，
每截四句占一整行

［７］１４１

谬。 至于韵语，则合格者甚少……” 理解作：“ 诸生的
诗作，法度基本遵循，只是韵律，合格者甚少……” ［７］２

又把“ 每月十五会课一次，届期由本府拟诗题数道” ，
理解作“ 冯知府每十五天命题数道” ［７］３ ，这些也都有
可能给今天的读者带来误导。

因此，日后如果有机会再次整理出版《 翠屏诗社

稿》 ，那么重印本的上述问题最好都能够予以避免。
对于原刻本，“ 张璞” 之类可以酌加按语予以指出。 而
《东川府续志》 中的那些溢出之作，则最好一并收为
“ 补遗” 。

《 翠屏诗社稿》 作为一种一般意义上的诗歌总集，

同样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集内绝大多数作者，他们

首先是脱漏。 原刻本卷二王荫祥《 徐稚》 之后、汤

［１］３ａ－ｂ

点断句多有错误。 而新添第一篇今人《 前言》 ，把“ 牌

，这就仿佛变成了两首七言绝

句。 至于卷七冯誉骢《 田家四时杂兴》 ，本来是四首五
言绝句，而重印本将它连排成一首五言古诗 ［７］８１－８２ ，则
绝对是由于辨体失误。

第四是错别字。 其中一般刊误，可以不论。 但如

未见有单家别集传世，而在这里多少都保留了一部分
作品。 即使个别有别集传世的作者，此集也未尝没有
补遗或校勘的作用。 例如作为社长的冯誉骢，其今传

《 七砚斋诗草》 只存八卷，所收作品时间下限才到光绪
十六年庚寅（１８９０） ；而在《 翠屏诗社稿》 内，他的诗歌
就有一百五十六首之多，约占四分之一强。 又宋培
厚，据今人柯愈春先生《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 卷五十
七著录，其诗集仅有已故方树梅先生所辑《 宋坤侯诗
稿》 钞本一卷，现藏云南省图书馆 ［８］中册，２０００ ；而 《 翠屏
诗社稿》 内有他二十八首诗歌，是否都已经辑入该钞
本之内，还有待复核。
另外，云南省级诗歌总集编纂素称发达，自嘉庆

初袁文 典、 袁 文 揆 兄 弟 明 清 “ 滇 南 诗 略” （ 包 括 “ 流
寓” ） 以后形成一个庞大的“ 滇诗” 系列。 其中收录作
者的时段范围与《 翠屏诗社稿》 有关的，为李坤辑《 滇
诗拾遗补》 ，民国三年（１９１４） 刻入《 云南丛书》 。 虽然
按照通常“ 生者不录” 的体例，“ 翠屏诗社” 的成员一
般不会进入该集，但难保一个都不曾在该集成书之前
谢世。 然而该集之内确实都没有见到“ 翠屏诗社” 的
成员，这很可能还是由于《 翠屏诗社稿》 在当时尚未引
起李坤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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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要说一下袁嘉谷的《 卧雪诗话》 卷八第十
七则：
冯氏誉骢、誉骥兄弟，均好诗。 骥字雨樵，有
诗云：“ 故园千里隔烟萝，归梦连宵菊下多。 笋美
鱼肥无处觅，黄州竟欲老东坡。” 诗本七律，中四

这段话中间引诗可置不论 ③ ，但其前后将冯誉骢当作
冯誉骥，又将《 翠屏诗社稿》 说成“ 二卷” ，这些显然都
是错误的。 而袁嘉谷本身也是云南（ 临安府石屏州）

人，《 卧雪诗话》 成书于民国十三年（ １９２４） ，并且他还

为其师许印芳辑《 滇诗重光集》 做过整理工作，然而却

语凑拍，节而存之。 骥守东川，尚知提倡风雅，刻

对《 翠屏诗社稿》 以及冯誉骢知之欠悉，这未免有些不

《 翠屏诗社集》 二卷，行于世。

合情理。

［９］第３册，７９３－７９４

注释：
①同卷最末同题冯庆榜二首之二有云“ 近水遥山三月景” （ 见第 ８ａ 页） ，但作者排序不符该集常规，显系后来补作，可置不论。

②冯誉骢《 次阮文运［ 达］ 公东川道中韵》 ，见光绪《 东川府续志》 卷四《 艺文》 ，《 〈 东川府志·东川府续志〉 校注本》 ，第 ５６４ 页。

③按“ 诗本七律” 至“ 节而存之” 一语，《 袁嘉谷文集》 本特别是《 民国诗话丛编》 （ 上海书店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２ 册，第 ４６３⁃４６４ 页） 标
点均未妥，故此为之重新标点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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