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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泠閨詠》中的女性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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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清代陳文述《西泠閨詠》五百首詩，主要在吟詠上古以迄清代與杭州相

關的女性。此書流露了陳文述對古今女性的高度興趣與關注。本文首先考察

陳文述寫作的緣起與背景；其次探討《西泠閨詠》中的女性形象，依其身分

階層，分為宮闈妃嬪、節婦烈女、閨閣才媛、姬妾侍婢、妓女歌兒、方外庶

民六節論述。再者，探討《西泠閨詠》中的女性美學。分別由德、才、色三

者分析陳文述對女性的觀看、期待及審美的理想，進而見出其女性書寫，實

亦為自我展演。 

 
 

關鍵詞：西泠閨詠 陳文述 杭州 女性形象 女性美學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本文曾於 2005 年 3 月 26 日東海大海中文系舉辦之「古典文獻的現代詮釋」學術研討會中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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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清代嘉道年間，陳文述（1771-1843）是繼袁枚之後，對清代婦女文學

推獎最有功者。陳文述字雲伯，浙江錢塘人。早年曾受知於阮元，曾隨宦

之京都，後歷官江都、繁昌、常熟等知縣。著述豐富，詩達萬餘首，著有

《碧城仙館詩鈔》、《頤道堂詩選》、《頤道堂詩外集》、《頤道堂戒後詩存》、

《頤道堂文鈔》等，又編有《蘭因集》、《碧城仙館女弟子詩》等。道光五

年，完成《西泠閨詠》一書。此書共十六卷，計五百首七言律詩，主要在

吟詠上古以迄清嘉道年間與杭州地區相關的女性。以一詩詠一人為原則，

亦多有一詩詠二人或數人，依時代先後次序排比。每一首詩前皆有生平小

傳。小傳或繁或簡，載其字號、里籍、著作；並記其事，或錄其詩文，或

述其形貌等。所詠五百多位女性，各有不同的身分地位、才能技藝及命運

遭際。龔凝祚＜西泠閨詠序＞曾言：「西泠閨詠五百首，於古今名媛多所表

彰，名作尤美不勝收。」，張雲璈（1747-1829）亦言其：「評量羅綺，書寫

鶯花。譬之群仙高會，花神偕月姊齊來；古佛傳經，龍女與天魔並侍」。

五百篇的詩詠，流露了陳文述對古今女性高度的興趣與關注。他為何撰寫

《西泠閨詠》？吟詠中收錄了哪些女性？又透露什麼樣的觀看與擬想？所

呈現的意義為何？本文將就這些議題作一探討，以見清代士人對女性的書

寫與觀看態度。  

二、翰墨因緣：天地靈氣鍾於女子  

陳文述《西泠閨詠》自序開端即云：「天地之精華，日出而不窮，而人

事與為乘除，閨閣之才亦如是」，揭出了他對女性才華的肯定。陳文述的詩

集中有大量關於女性的吟詠，他不但與當代女作家往來，門下亦有女弟子

三十餘人，且家眷親屬悉皆能詩，這樣的環境使他更能認知女性的才華絕

                                                 
 分見龔凝祚＜西泠閨詠序＞，頁 14；張雲璬〈西泠閨詠序〉，頁 3，見《西泠閨詠》，清光緒十三年西泠翠螺閣

重刊本，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 232 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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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男子之下。陳文述曾自言「余幼年曾學夫人（曹貞秀 1762-？）書」；

嘉慶六年，陳文述至京師，正式開啟了他與女作家的文學因緣。他結識了

楊芸（蕊淵）、李佩金（晨蘭）、陳雪蘭三人，曾為三人題集作序，並從楊李

二人學填詞；京師舊作，亦多女士加墨；又嘗為楊李二人擔任出版校

錄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陳文述因有編《滄桑花月錄》的構想，楊芸

隨夫離京時，還特別將手書陳維崧《婦人集》一冊留贈給他。《滄桑花月

錄》日後編成，然不幸被竊。是書即仿《婦人集》體例，收錄明末清初的

女性人物事蹟，並旁及方外青樓。又《西泠閨詠》中有關明末清初的女

作家生平亦多參考《婦人集》而來；因此，陳維崧《婦人集》對陳文述應

是有所啟發的。  

此外，清初詩人吳偉業（梅村 1609-1671）對陳文述《西泠閨詠》的詩

詠方式亦應有相當影響。陳文述早期為詩，乃「步趨吳梅村祭酒，而能揮

霍古今，多多益善」，所撰＜讀吳梅村詩集因題長句＞，深致哀感同情

之意。吳偉業曾撰有＜西泠閨詠＞詩四首、＜題鴛湖閨詠＞詩四首，

皆七言律詩。前者為吳山（巖子）、卞夢玨（玄文）母女所寫，後者為黃媛

介（皆令）所寫，三人皆為當代女作家。吳梅村＜西泠閨詠＞詩序有云：「巖

子著同聲之賦，玄文詠嬌女之篇。詞旨幽閒，才情明慧。寫柔思於卻扇，

選麗句以當窗，足使蘇蕙扶輪，左芬失步矣。」，又云：「予覽其篇什，擷

彼風華；體寄七言，詩成四律。愧非劉柳，聞白雪之歌；謬學徐陵，序玉

臺之詠已而。」，明白的表示對二人才情的推崇，而詩四首亦皆在烘托二人

的逸情高致；＜題鴛湖閨詠＞詩其一云：「石州螺黛點新妝，小拂烏絲字幾

行。粉本留香泥蛺喋，錦囊添線繡鴛鴦。秋風擣素描長卷，春日鳴箏製短

章。江夏只今標藝苑，無雙才子掃眉娘。」，則擬寫黃媛介的寫作生活以及

其文壇才名。陳文述當然熟悉吳偉業的題詠，他題黃媛介集，詩中即云：「愁

                                                 
 見《西泠閨詠》卷 12＜臨漪亭詠曹墨琴＞，頁 7；又，詩云：「我是會稽王逸少，學書曾拜衛夫人」。 
 龔凝祚＜西泠閨詠序＞，頁 9。 
 見陳文述《頤道堂詩選》卷 15＜余自辛酉（道光六年）至乙丑（道光十年），京師舊作多琴河李晨蘭女士加墨…

＞，頁 19，清道光年間刊本。 
 陳文述《頤道堂文鈔》卷 3＜印譜記＞：「曰蕊蘭書記，以在京師為楊蕊淵、李晨蘭兩女史任校錄之役也。」，

頁 30，清道光年間刊本。 
 陳文述《碧城題跋》卷 2：＜楊蕊淵夫人手書陳迦陵婦人集書後＞：「昔余在京師，蕊淵夫人將從郎君秦蘭臺參

軍之官，因余有滄桑花月錄之議，以手書迦陵婦人集介令弟夔生留贈。」，頁 10，道光二十二年頤道堂刊本。 
 見汪端《自然好學齋詩鈔》卷 10＜題翁大人花月滄桑錄＞，頁 31，清同治十三年重刊本。  
 參見《頤道堂詩選》蕭掄序。  
 陳文述《碧城仙館詩鈔》卷 10，頁 18，清宣統三年國學扶輪社刊本。  
 見吳偉業《梅村家藏稿》卷 5，頁 38；卷 6，頁 42。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197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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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江南吳祭酒，六朝煙雨賦江干」。他不但承認「曾讀梅村舊閨詠」，

甚至在《西泠閨詠》卷十中介紹吳巖子母女以及黃媛介時，小傳中還特別

提及吳偉業的閨詠。因此，觸類旁通，發揚光大，《西泠閨詠》以組詩的方

式籠括了古今女子，五百篇的的七言律詩，稱頌推美，感發嘆惋，洋溢紙

上，前輩的寫作方式應該給予了他相當的啟發；更何況《西泠閨詠》的書

名完全襲用吳偉業的篇名，所受影響可知。  

事實上，《西泠閨詠》是陳文述西泠詩詠系列的計劃寫作之一，不但反

映出他以組詩方式呈現的寫作偏好，也是他故鄉情感的具體呈現。陳文述

詩作豐富，產量驚人。嘉慶六年遊泰山，經行之地皆有紀詠，後輯為《岱

游集》一卷；至金陵，登臨山水，嘉慶二十四年完成《秣陵集》六卷，題

詠吳楚六朝以迄元明之歷史人物與古蹟。而真正引發他從事西泠系列的寫

作，則是在完成《秣陵集》後朋友的質問。《西泠懷古集》序中，陳文述說

明了其中原由：「讀者曰：子之為此書也，非指摹山範水也，地以人重加藻

飾焉。西湖為故鄉山水，名勝不減秣陵，何獨恝然置之？」，一語觸動詩心

與鄉情，陳文述乃廣蒐舊志，考證史籍，共分為五集撰寫，體例一致，《西

泠閨詠》則是其中最早完成的著作。 

陳文述身為錢塘人，當然對西湖山水引以為傲，他曾自言：「余生長武

林，憶平生所見名山甚多，莫如武林之佳。」，又云：「武林巖壑深窈，泉

石清遠，真靈之窟宅，仙者樂於遊焉」；在《西泠閨詠》中，也屢屢誇

讚「越中山水最清妍」、「錢塘山水自清妍」。其妾管筠曾賦西湖詩，有

「若把西湖比西子，西湖原是美人湖」之句，陳文述極賞此二句，因自號

「美人湖長」，並賦＜美人湖歌＞。詩集中有關西湖景物的詩篇更是不計

其數，《西泠閨詠》中山水清景當然是不可或缺的題材。  

西泠系列主要在吟詠西湖古今人物，誠如陳文述所說，西湖之美「非

直林壑之深秀也，亦因古今人物之盛焉」；至於女性人物，他更是自豪

                                                 
 《碧城仙館詩鈔》卷 9＜題鴛湖女士黃皆令媛介楷書麻姑仙壇記並詩離隱集後＞詩，其三，頁 19。  
 見《西泠閨詠》卷 10＜藕花居詠吳巖子卞篆生＞，頁 4。  
 陳文述《西泠懷古集》自序：「因考證舊志，網羅散失舊聞，閱數寒暑，次為五集。曰《西泠仙詠》、曰《西泠

禪詠》、曰《西泠閨詠》、曰《西泠懷古》、曰《西泠懷舊》」，清光緒九年越中刊本。案：《西泠仙詠》完成於道

光七年，《西泠懷古集》完成於道光十年，其他《西泠禪詠》、《西泠懷舊集》則未出版。 
 見陳文述《西泠仙詠》原刻前敘，清光緒八年西泠丁氏翠螺仙館刊本。 
 分見《西泠閨詠》卷 1＜江上詠裴柔之＞，頁 8；卷 13＜錢塘懷吳柔之潘素心＞，頁 3。  
 見龔凝祚＜西泠閨詠序＞，頁 12；又見《頤道堂詩選》卷 22＜美人湖歌＞，頁 1。  
 見陳文述《西泠懷古集》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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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閨秀向推吾杭為盛」。五百多位的女性，透過系統的吟詠排列，

所呈現出杭州女性的人文景觀證明了他的說法。  

陳文述早期的作品多香奩之作，與女性題材相關的作品尤夥，如＜詠

美人＞六首、＜花蕊夫人詞＞、＜雲嚲孃詞＞、＜董小宛像＞、＜宮人

斜＞、＜阿蓋曲＞、＜畫屏仕女＞十首、＜眉樓曲＞、＜楊妹子畫梅宮

扇＞、＜卿憐曲＞、＜衛琴娘＞等，多是長篇大作。詩中或稱頌其才，

或傷其命運，皆已顯示出他對女性題材高度的興趣。此外，陳文述遊山水

古蹟時，又每對閨閣遺址多所經心，如憑弔古宮女埋葬之處，有＜宮人斜

＞長詩，極盡淒楚悲惋；又如訪得柳如是拂水山莊遺址，為修復立石；

為吳蕊仙修墓，為袁寶兒立石碣，為張麗華建祠，營建吳宮雙玉祠。較

盛大的是為菊香、楊雲友、馮小青修墓立祠，建蘭因館，並遍徵文士才媛

吟詠，編成《蘭因集》。「誰似風流陳伯玉，政餘親掃女兒墳」、「湖山韻事

憑誰繼，惜玉憐香萬首詩」，謝翠霞、陳滋曾的詩反映了閨閣女子對他的肯

定與認同。陳文述「論癡亦是有情癡」浪漫多情的個性，以及對女性

的偏愛，在《西泠閨詠》中可以說是得到極致的發揮。  

陳文述的風流浪漫，還可以從他與青樓才人往來中看出，吳門畫舫，

秦淮風月，詩集中皆留下不少相關題詠。陳文述又好修道，與方外女性亦

有往來。生活上接觸不同階層的女性，使《西泠閨詠》在采錄上有較寬廣

的面向；而籠括不同身分階層的女子，使這本書顯得豐富多彩，也使他的

作品不致完全淪為特定階層的頌揚。  

陳文述相信天地之間，傑出優秀的女子必然不少，他極端服膺宋謝希

孟所言：「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甚至還強調「三復

此言，益信斯言之不誣矣」，《西泠閨詠》中亦嘗引用其言。張雲璈更

                                                 
 《西泠閨詠》卷 10＜淥淨軒詠徐淑則＞，頁 9。  
 各詩分別見《碧城仙館詩鈔》卷 1，頁 7、8、10、17。  
 各詩分別見《碧城仙館詩鈔》卷 3，頁 4、12。  
 各詩分別見《碧城仙館詩鈔》卷 3，頁 4、12。  
 各詩分別見《頤道堂詩選》卷 1，頁 25；卷 2，頁 19。  
 見《碧城仙館詩鈔》卷 3，頁 4。  
 見龔凝祚＜西泠閨詠序＞，頁 3-5。  
 謝翠霞詩見龔凝祚＜西泠閨詠序＞，頁 3；陳滋曾詩見《蘭因集》卷下＜族叔頤道夫子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

頁 12，清光緒七年錢塘丁氏刊本，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 257 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 
 見《蘭因集》卷下陳滋曾＜族叔頤道夫子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頁 12。  
 見《頤道堂文鈔》卷 11＜姜曉泉兒女英雄畫跋＞，頁 7。  
 見《西泠閨詠》卷 6，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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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代陳文述強調這個寫作因由：「千古菁英之聚，賢哲類得其菁華；兩間靈

淑之生，閨閣亦鍾其間氣。是以星名媊婺，月號姮娥。桃花王母，跡紀仙

經；茉莉元君，名書梵典。蘭橈蕙幄，靈均湘女之篇；翠羽明珠，子建洛

神之賦。莫不侈陳金粉，艷飾綺羅。奩香管煒，山川藉以生輝；釧動釵飛，

花月因之增色。此碧城外史所以有《西泠閨詠》之作也。」張雲璈華辭

麗藻的序文，指出了兩點：一是閨閣得天地靈氣所鍾，一是詠者須有子建

靈均的才筆，方能使山川生輝，閨閣增色，而陳文述恰好具備了這兩項的

認知與能力。事實上，陳文述相信「古來閨閣以文章著者，代不乏人」，

但是女子留名不易，史籍記載太少，文人又多所忽略，陳文述對這個現象

有深刻的觀察。他說：「古今不乏奇女子….不得文人筆墨以傳」，「即得其人

以傳，而附會割截，….實猶未傳也。」，「莫為灌園感憔悴，雲鬟多少委

塵沙」皆是對女性處境的感嘆。歷史的虧欠與遺憾，使《西泠閨詠》負

載了傳揚女性的使命感；因此，上自唐虞三代，下至嘉道年間，「宮闈之秀，

以逮閨閣之英，凡有姓名，悉歸題詠」，所收女性包括宮闈后妃、閨秀

才媛、賢婦貞女、姬妾侍兒、青樓紅粉，方外庶民等。采擇的寬容，題詠

的用心，使《西泠閨詠》一書，不但彰顯了杭州的人傑地靈，也為後世，

特別是清代女性保存了大量女性的資料。亦因如此，陳文述「擬琢苕華鐫

姓氏」的初衷與承諾，使他筆下的女性永遠以美麗的身影呈現在歷史的

畫卷中。  

三、群芳高會：《西泠閨詠》中的女性  

《西泠閨詠》中自娥皇女英始，至陳文述小妾文湘霞止，雖總為五百

首詩，然所詠女性人數則遠遠超出五百人以上。依不同身分階層，大略可

別為六類，包括：宮闈妃嬪、節婦烈女、閨閣才媛、姬妾侍婢、妓女歌兒、

方外庶民。由於各類人數難以精確統計，故僅概略計之。以下分節說明，

                                                 
 見張雲璈＜西泠閨詠序＞，頁 1。  
 見《頤道堂文鈔》卷 11＜姜曉泉兒女英雄畫跋＞，頁 7。  
 見《頤道堂文鈔》卷 11＜書楊夢羽金姬傳後＞，頁 7。  
 見《西泠閨詠》卷 9＜湖隄弔闞玉＞，頁 4。 
 見張雲璈＜西泠閨詠序＞，頁 1。  
 見《西泠閨詠》卷 11＜湖上詠徐蘭友裘貞吉郭素嫻周解蘇錢貞淑＞詩，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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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詩詠中見出陳文述筆下各類女子的共同面貌。  

（一）宮闈妃嬪  

《西泠閨詠》中開卷以虞舜之娥皇女英為首，有關宮闈嬪妃者，迄於

五代，僅錄九人；卷三、卷四則全為宋室宮嬪，為本書吟詠重點。宋室南

渡，以杭州為臨安，歷史的因素使杭州的繁華到達極盛，陳文述蒐羅了許

多史乘軼聞、筆記雜志等，呈現了南宋後宮女子的生活際遇。本節以南宋

後宮為主，依其後宮階級略分為三：  

皇后：隆祐太后、高宗母韋太后、高宗吳后、孝宗三后、寧宗韓后、

光宗李后、寧宗楊后、理宗謝后、端宗母楊太后、度宗全后。  

嬪妃：哲宗後宮之慕容貴妃、高宗之劉賢妃、小劉妃、張婉容、孝宗

姚妃、潘妃、光宗李后、黃貴妃、張婉容、寧宗曹婕妤、理宗

賈貴妃、閻妃、度宗俞脩容、度宗胡美人、度宗妃花麗卿。  

宮女：高宗應制諸女、女校場諸宮女、高宗菊夫人、高宗兩劉娘子吳

夫人、孝宗瓊華綠華、郭瓊瓊許柔柔、寧宗內廷供奉楊妹子、

寧宗宮人張氏、理宗衛芳華、度宗諸宮嬪、殉節諸宮女、殉節

安康朱夫人安定陳夫人及二宮姬、王清惠昭儀、金德淑、宋舊

宮人、宋宮人楊妙錫。  

宮闈女性的命運不可避免的與個人寵廢、政治爭鬥或時代局勢緊密相

連。如高宗生母韋太后，靖康之禍隨徽欽二帝北上，後和議成始回，因怒

岳飛死獄中，乃終身在宮中著道服，陳文述因而感嘆：「長城自壞君何意，

遺恨黃絁換翠鬟」（＜宋宮詠顯仁韋太后＞，3-2）；對於高宗吳后射箭護

主的勇敢行徑，陳文述則有高度的讚揚：「一箭能教敵騎摧，皂紗尺五見雄

才」（＜德壽宮詠憲聖吳后＞，3-3）；對光宗李后的妒逆，也有「太息倉庚

難療妒，脫簪不稱玉玲瓏」的指責（＜壽康宮詠李后＞，3-13）。至於通經

史，有宮詞百首，能小王書的楊皇后，其妹亦善書畫，以藝文供內庭，且

「凡書畫進御頒賜皆命署題，有楊娃印章」。陳文述以為楊妹子無位號，「大

約是見抑于后耳」，而有「絕似南唐小周后，清泠宮苑唱提鞋」之句（＜倚

香閣詠楊妹子＞，4-1），點出姊妹微妙的關係。度宗胡美人因父得罪賈似道，

被遣出宮，削髮為尼，「他年斜日紅棉路，悟徹風旛靜不言」之句（＜妙靜

                                                 
 為免註腳繁瑣，本節以下凡引自《西泠閨詠》中之詩文，篇名卷頁皆附見行文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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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詠胡美人＞，4-8），則是期望美人能看透世間假相。深宮中的恩怨錯綜複

雜，陳文述的吟詠，展現了他對南宋後宮的女性處境的體察。  

亂世中，宮嬪后妃的命運更為悲慘。對於能盡忠全節的后妃，陳文述

往往以較大的篇幅記載其事，如端宗母楊太后在知道陸秀夫負帝昺投海死

後，撫膺大慟，亦赴海死。陳文述詩中有極大的哀感和崇敬：「彤闈報國奉

心肝，郁烈椒塗世所歎。銜石心勞精衛苦，補天力絀女媧難。龍歸滄海秋

潮急，鶴去崖山夜雪寒。留得錢塘故宮樹，月明夜夜嘯孤鸞。」（＜鳳凰山

弔楊太后＞，4-6）；楊太后的全忠盡節，除了小傳中有較詳盡的說明外，陳

文述還特別讚嘆：「有宋立國三百年，有降敵之寡婦孤兒，復有死國之寡婦

孤兒。若慈元者，豈非三百年中第一賢后妃哉！」。此外，宋室末年，有許

多投水殉節的宮女，她們的名字並未見載史書，陳文述的「金翠腕闌零落

盡，芳名何處問泉臺」的詩句（＜小西湖弔殉節朱宮女＞，4-10），道出了

這群時代悲劇下犧牲者的哀痛。被迫隨元人北行的宮人中，有安康朱夫人、

安定陳夫人及二侍兒自縊殉死，衣中留有紙書一卷，對這四位「失其姓氏」

的宮人（＜宋宮弔殉節安康朱夫人安定陳夫人及二宮姬＞，4-10），小傳載

錄了這封絕命書的內容，呈現出陳文述對她們節義的敬重與彰顯。又有王

清惠等十七位宮人流落北地，曾分韻賦詩贈汪元量南歸，陳文述居京城時，

即曾賦詩吟詠這群女子；《西泠閨詠》中則云：「惆悵宮嬪十七人，金臺

餞別最傷神。芳魂已斷江南夢，玉骨空銷塞北塵。」（＜皋亭弔宋舊宮人＞，

4-12），小傳詳細列載了十七人的名字，是陳文述最深的致悼。陳文述行吟

西子湖畔，想見宋宮滄桑，小傳有云：「憑弔梳妝之閣，徘徊洗粉之池。麝

土香銷，空啼鬼雨；鳳山髻在，誰綰宮雲，不勝燕麥兔葵之感矣。」，憑弔

故宮舊地，感懷佳人淪落，面對西湖煙雨，亦惟有唏噓而已。而這些身經

亡國之痛，流離被虜的女子在《西泠閨詠》中留下了小名，令後人能在巨

大的歷史創痛中，看到沒沒無聞的宮中女子的眼淚。  

南宋短暫的昇平，也帶給後宮多采多姿的歡樂，「和議書成百事休，滄

桑家國不知愁。已將北內更南內，直把杭州作汴州」（＜德壽宮詠光堯宮嬪

＞，3-5），描寫宮廷耽於宴樂，小傳中羅列了光宗寵幸的宮嬪如信安趙夫人、

咸寧藺夫人、馮美人等十三人，又列舉才人、妃嬪從人等十七人；又如＜

南宋詠度宗諸宮嬪＞中亦列舉所幸宮嬪十五人。陳文述不惜筆墨的羅列後

                                                 
 見《頤道堂詩選》卷 3＜寓齋近仙露坊是宋宮人餞汪水雲處＞，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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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女子的名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應是他對御前以才藝供奉的女子的關

注，他大篇幅的錄載這些僅見於雜記舊志中的名姓，如＜德壽宮詠御前應

制諸女＞引自《朝野雜記》云：  

慈聖御前應制多女流：棋為沈姑姑；演史為張氏、宋氏、陳氏；說經為陸妙

慧、妙靜；小說為史惠英；隊戲為李端端；影戲為王潤卿。 

續引《藝流供奉志》云：  

棋待詔沈姑姑、上官夫人；鼓板待詔潘小奴；傀儡待詔盧金綫、張逢喜；踢

弄待詔吳金腳、吳鷂子等。 

又引《武林舊事》云：  

演史張小娘子、宋小娘子、陸小娘子；說經陸妙慧、陸妙靜；小說史惠英；

影戲李二娘、王潤卿、黑媽媽；鼓板陳宣娘；雜劇王雙蓮；唱京詞蔣郎婦、

吳郎婦；諸宮調高郎婦；女颭韓春春；繡勒帛錦勒帛僥六娘；打彈射弩林四

九娘。 

整篇文字不憚重複的歷數宮中的才藝女子，並在詩中描繪後宮的演藝盛

況：「勾欄踏踘推金腳，側劇彈棋喚翠娥。菊部梁州春按舞，霓裳散序夜聞

歌。」（＜德壽宮詠御前應制諸女＞，3-6）。此外，瓊華、綠華善琴阮、下

棋、畫竹；郭瓊瓊、許柔柔呈演隊舞；菊夫人歌舞冠絕後宮；她們都以特

殊的才藝妝點了盛世。雖然鳳凰山頂設有女校場，教宮人習武，但是，陳

文述的「君王寫罷蘭亭字，閒聽劉妃白玉笙」（＜女校場詠南宋諸宮女＞，

3-7），「半壁江山誤和議，又將金粉誤官家」（＜春華堂詠瓊華綠華＞，3-11），

「不重絲綸重羅綺，可憐別是一家春」（＜宋宮詠度宗諸宮嬪＞，4-8）等句，

不無感諷之意。雖然如此，陳文述對這些湮沒在歷史陳跡中的才藝女子，

確有一份特殊的關懷，從筆記雜志中鉤沉出來，足見陳文述憐惜女才的用

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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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節婦烈女  

《西泠閨詠》中有關賢貞節烈的女性吟詠約三十則，唐五代以前五人，

宋元約十七人，明清約十五人。茲依其德行略分三者：  

孝女：唐馮孝女、唐孝女唐醜娘、宋盛孝婦、岳飛女銀瓶、元陳孝女、

清代綠蛾、李錦娵  

賢婦：晉孫氏定夫人、元趙端淑鄒賢母、清查紉芳  

貞烈：五代何節婦、宋元之際葛天思雙夫人、徐君寶妻、徐元娘、元

楊玉霙、周烈婦、五烈女、翁烈女、寶哥妻、明清之際雲霄女

子、沈素瓊、清吳德芳、劉烈女、孫秀姑、陳貞女、曹貞女、

汪貞女、單李二貞女、崔府君妻、金召南  

就全書而言，賢婦貞女的比例並不高；再就其德行細分，貞烈的人數

則明顯偏多。陳文述對賢婦貞女的評價當然是充滿敬意的，孝女們刲肉奉

親的舉動，陳文述雖然並不同意，但是「愚孝孤忠同一轍，古來幾輩肯披

肝」（＜錢塘弔盛孝婦＞，2-7），則又憐其純孝可感。即使孝女姓名無可考，

然而「巾幗勝子推之義，閨門懷弘演之仁」（＜唐墓山詠唐孝女唐醜娘＞，

1-7），陳文述認為亦不應令其無聞。孝女往往因家貧，須挑起養親的重擔，

如何節婦、盛孝婦等，陳文述感嘆「孝婦艱難過孝子」（＜錢塘弔何節婦＞，

1-11）、「為婦豈如為子易，事姑原比事親難」（＜錢塘弔盛孝婦＞，2-7），是

真正看到了女性為人媳婦的艱難之處。至於孝女而名曰「醜娘」，陳文述也

有特別的解釋：「按古人取字，每以相反者為名，則醜有美之義焉」（＜唐

墓山詠唐孝女唐醜娘＞，1-7），可見其曲意維護之用心。這些孝女賢婦往往

沒有名字流傳，若非有心發掘，亦終將湮沒無聞，無怪乎胭脂嶺上陳孝女

已無遺跡可尋時，陳文述有「無復殘碑勒遺塚，不禁清淚滴衣裳」（＜胭脂

嶺弔陳孝女＞，7-6）的悲感了。  

亂世中女性的命運，亦是陳文述常在吟詠中所慨嘆的，「從來閨閣多芳

烈」（＜杭州弔五烈女＞，7-7）是他對貞烈女子面對死亡時所表現氣魄的讚

嘆。何節婦守病姑，為群盜所劫，自經而死；元師至，徐元娘從父兄投井

死；張士誠寇杭州，黃仲起家中五婦皆自殺；徐君寶妻被擄，題詞於壁，

投水而死；葛天思不降元兵死，妻妾二人協志守貞；楊玉霙守志不嫁，兵

亂閉戶餓而死。種種節烈，血淚斑斑，陳文述有「紅粉不堪逢亂世，幾多

精衛解鳴冤」之句（＜錢塘弔何節婦＞，1-11），則是為亂世女子處境的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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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西泠閨詠》的書寫，不但是要「青山埋骨不埋名」（＜萬松嶺弔崔府

君妻＞，12-2），「好為湖山留正氣」（＜梯雲樓弔徐元娘＞，5-3），也是要為

這些女子一申她們的苦情。  

至於受冤憤死而顯靈異者，如劉烈女、孫秀姑。《西泠閨詠》小傳詳細

敘其始末，詩中讚其「烈女冰霜玉女星」、「烈女貞姬似爾無」，並警告世人

行事不可泯滅良心；「寄語人間昧心者，青天到處有雷霆」（＜南新橋弔劉

烈女＞，11-1），女子雖弱，正氣芳烈卻是不可侵犯。「拂衣來讀韓陵石，紅

葉彫霜碧蘚枯」二句（＜南山弔孫秀姑＞，11-16），說明了烈女的冰雪情操

是連天地都要為之動容的。  

為了表彰貞烈，陳文述也會載錄時人的作品，如陳貞女未婚守志，奉

事老姑，撫育嗣子，極盡孝慈，小傳引朱青湖所作＜湖灣貞女操＞長詩一

首，長詩中即稱頌其「終年長抱冰雪情」（＜夾字港詠陳貞女＞，12-3）。至

於處士奚岡的媳婦汪氏，未嫁守志，奚岡歿，汪氏營葬之，陳文述則以「煙

霞眷屬林和靖，冰雪神仙萼綠華」（＜冬花菴哀汪貞女＞，12-4）形容其家

一門高節。此外，陳文述對鄰里女子節行足以表揚者如單貞女、李貞女，

亦留一席之地。二人因家貧，養親不嫁，小傳言其「皆余家比鄰」，「數十

年如一日，可哀亦可敬也，賦之以待采風」（＜二橋詠單李二貞女＞，12-4），

貧家女子若無人為之表揚，亦終究付諸草野；所云：「比鄰相望嬰兒子，貞

孝何人解勒碑」，正是陳文述不忍貞心泯沒，留待後人表彰。而陳文述的外

甥女李錦娵不嫁，幼弟病，恐傷父心，乃刲股和藥，弟夭，哀痛病卒，朝

廷予以旌表。陳文述曾為撰碑，「惆悵題碑數行事，曹娥塚畔草芊芊」二句

（＜西泠橋弔李錦娵＞，16-8），有無限的感傷。碧草芊芊，孤墳寂寂，題

名勒碑，可以名聞當世，慰斯人於泉下；而書之於紙墨，詠之於毫端，更

是要芳魂烈魄長留人間。  

（三）閨閣才媛  

《西泠閨詠》中蒐錄最多的是閨閣才女，顯然也是全書的重心。女作

家人數以明清二代為最多，此中可以視作古代婦女文學發展的縮影，印證

出清代江南地區婦女作家蓬勃的景象。茲依時代先後，略計其所收錄的狀

況：  

晉迄五代：謝道韞等 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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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李清照等 9 人。  

元代：管道昇等 4 人。  

明代：費懿芳等約 40 餘人。  

清代：商景蘭等約 150 餘人。  

《西泠閨詠》自卷十至卷十六，所錄皆為清人。卷十二起則多為陳文

述當代的作家；至於卷十六，所錄女作家皆與陳文述有深厚關係，包括女

弟子、親戚、眷屬等。  

整體而言，自乾隆至道光年間，《西泠閨詠》女作家的人數比例最多，

這可能由於時代切近，人物較為熟悉，資料易於掌握有關。值得注意的是，

在撰述女作家時，陳文述也往往將自己寫入，呈現出與作家的互動關係，

為後世提供了文人與閨秀往來的資料。如楊蕊淵與李晨蘭，小傳中陳文述

皆提及為二人作序，詩中亦云：「廿年回首碧雞坊，春雨銅街夢未忘」、「我

是嬋娟舊書記，遺編珍重護靈芸」（＜琴清閣懷楊蕊淵＞，15-11，＜生香館

懷李晨蘭＞，15-11）回憶二十多年前在京城與二人結識並為傭書的往事；

又如詠錢雲門，有「君家群從吾皆識，又見金閨詠玉臺」之句（＜耕石山

房詠錢雲門＞，15-6）。陳文述師事阮元，曾為編校書籍，故而詠阮元家

室有：「我是尚書門下士，也同七略校劉歆」之句（＜琅嬛仙館詠孔經樓劉

書之謝月莊唐古霞＞，13-1）。錢楚長、汪靜宜皆為文述妻之義女，小傳中

惜其早逝（＜西湖懷錢楚長汪靜宜＞，15-7）。吳興譚韻梅、韻蓮姊妹曾寄

詩陳文述，文述乃有「鐵崖樂府誰相和，祇有蘭英與蕙英」句（＜翠芳園

懷譚韻梅韻蓮＞15-12）。又載朱湘姮，云：「為余寫碧城仙館團扇」（＜浣秋

水榭詠朱湘姮＞15-13）。至於有關女弟子的詩詠，更是直接說明師生因緣。

由於呈現作者與被詠者的關係，也使小傳詩篇中平添了一份親切感與真實

感。  

陳文述對女作家家族式的吟詠也會特別標舉出來，小傳中敘及一門風

雅，一詩輒兼詠二人或數人，尤能見出諸人關係。如清初商景蘭三女二媳，

其妹商景徽、姪女徐昭華，皆能詩，小傳歷舉諸人名姓，言其閨門吟詠之

盛（＜幻影樓詠商景蘭＞，10-1）；詠顧玉蕊，則有「女能詠絮才應美，婦

                                                 
 阮元編《兩浙輶軒錄》＜凡例＞：「參校補採諸人」題名，陳文述名列其中，清嘉慶六年仁和朱氏錢塘陳氏同刊

本；又阮元《定香亭筆談》卷 4：「陳雲伯編《定香亭筆談》適成。」，頁 58，《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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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吟椒句亦芳」（＜亦政堂詠顧玉蕊＞，10-1）之句；又如方芳佩有二女，

皆能詩，陳文述稱其「婉妗諸女皆如玉」（＜在璞堂詠方芷齋＞，13-1）；程

弱藻與女兒汪妽、汪仲唱和（＜錢塘詠程弱藻汪妽汪妕＞，13-2）；葉佩蓀

一門婦女更是「人人有集，合刻行世」，陳文述一詩並詠其妻妾女媳，稱其

「十二瑤臺繼梅市，傳經爭禮絳帷紗」（＜湖上詠周映清李含章葉令儀陳長

生周星薇＞，13-2）。姊妹如柴靜儀、柴貞儀（＜蕉園詠柴靜儀貞儀＞，10-8）；

張槎雲、張玉霄，「花晨月夕，賦詩唱和」（＜北郭詠張槎雲玉霄＞，10-12）；

孫雲鶴、雲鸞、雲鴻、雲鵠、雲鷴，文述稱其「一門之盛，足媲宋若華姊

妹矣」，詩云：「天香國色群芳譜，都是春風姊妹花」（＜湘筠館懷孫雲鶴雲

鸞雲鴻雲鵠雲鷴＞，13-4）；袁枚三妹皆能詩，詩詠有「孝綽家風諸妹好，

當年閨閣亦推袁」（＜照玉樓詠袁素文靜宜秋卿＞，12-8）；又併詠袁枚女孫

袁青、袁嘉、袁壽、袁妽諸人（＜湖樓詠袁黛華柔吉瑤華小芬＞，12-9）；

王蘭上姊妹三人閨中聯吟，文述言其「讀書合數嬋娟一，聯句曾聞姊妹三」

（＜湘花館詠王蘭上＞，15-4）。此外妯娌如黃雅宜、吳香宜（＜葵巷詠黃

雅宜吳香宜＞，12-9）；親族如席佩蘭、屈秉筠、謝翠霞（＜花神廟詠席道

華屈宛仙謝翠霞＞，12-11）；妻妾如朱柔則、顧春山（＜河渚詠朱柔則顧春

山＞，10-8），皆見其閨閣風雅。又如阮元閨門，悉皆能詩，文述詠云：「三

婦嬋媛俱逸品，一家翰墨總仙心」（＜琅嬛仙館詠孔經樓劉書之謝月莊唐古

霞＞，13-1）；沈采石與媳婦范湘磬的深閨清興，文述詩云：「羨她姑婦清談

夕，未許棋聲隔院聞」（＜畫理軒詠沈采石＞，14-1）。《西泠閨詠》以合詠

的方式可以說更具現了閨閣才女文學家族的盛況，以及女性文學的獨特的

景象。  

陳文述對女作家之間的交游往來亦多有著墨，如記載錢鳳綸「與顧啟

姬、柴季嫻、林亞清、馮又令、張槎雲、毛安方，號蕉園七子」（＜古香樓

詠錢雲儀＞，10-2），又言徐燦、柴靜儀、朱柔則、林亞清、徐淑則為「蕉

園五子之一也」，則知五子與七子有異同者；又於顧啟姬、馮又令、毛

安芳條下亦皆分別明載「蕉園七子之一」。陳文述對蕉園諸子十分讚嘆，有

詩云：「金粉五君餘雅集，綺羅七子有詩壇」（＜古香樓詠錢雲儀＞，10-2）、

「誰與蕉園話詩社，西湖煙雨解招魂」（＜淥淨軒詠徐淑則＞，10-9）、 「何

                                                 
 分見《西泠閨詠》卷 10＜湖樓雨感詠徐湘蘋＞，頁 2；＜蕉園詠柴靜儀貞儀＞，頁 8；＜河渚詠朱柔則顧春山

＞，頁 8；＜鳳簫樓詠林亞清＞，頁 9；＜淥淨軒詠徐淑則＞，頁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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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蕉園餘舊址，綠天菴外不勝寒」（＜古香樓詠錢雲儀＞，10-2）等句，皆

在緬想蕉園諸子當年詩箋唱和的情景。此外，又詠吳蕊仙，言其「與才女

周羽步為六橋三竺之遊」（＜六橋詠吳蕊仙＞，9-6）；王梅君詩作，有閨秀

林亞清、徐德音品題（＜玉照樓詠王梅君＞，11-6）；杭筠圃與方芳佩合宅，

「居多酬唱」（＜松吹堂詠杭筠圃＞，12-1）；席怡珊與汪端「訂異姓姊妹交，

規勸關切，不異手足」（＜瑤草珠花閣詠席怡珊＞，15-8）；李晨蘭與許林風

「訂文字之交」，小傳中還特別錄載李晨蘭＜秋葉懷林風＞七律詩四首（＜

閬風閣詠許林風＞，15-11），以見證二人情誼。《西泠閨詠》中記錄了女作

家的交游，雖然簡單勾繪，但是，卻有助於後世對清代女作家人際關係及

其吟詠活動的考察。  

陳文述敘寫閨閣才媛著作之盛時，並未忽略一些僅有少篇作品的作

家，由於零縑散簡，不易保存，他甚至不惜篇幅載錄下來，頗見輯佚之功。

如宋代女子金麗卿跋涉於廣信道中，有題壁詩一首（＜梅邊柳外懷金麗卿

＞，7-2）；元代曹妙清與楊維楨唱和，有＜西湖竹枝詞＞（＜南山第一橋懷

曹妙清＞，7-3）。又明代楊倩玉之＜西湖竹枝詞＞（＜竹間廬詠楊倩玉＞，

8-13）；萬歷中會稽女子，自傷婚姻，和淚題壁之詩文（＜江上弔會稽女子

＞，8-15）；誤嫁賣菜傭之子的闞玉，有＜感吟＞詩一首（＜湖隄弔闞玉＞，

9-3）；明清之際因亂被劫的宋娟、吳芳華，題詩於逆旅驛壁（＜錢塘懷宋娟

＞、＜天竺弔吳芳華＞，9-5）。又如梁小玉的和詩麗句（＜花壇三秀祠懷梁

小玉＞，9-14），陳德懿寄好友朱靜菴詩（＜小園詠陳德懿＞，10-8），清代

許韞輝的＜秋閨＞詩（＜錢塘詠許韞輝＞，11-10），陳坤維家貧典書之題箋

小詩（＜西泠詠陳坤維＞，11-11），陳汝凝贈妹秋海棠之四六文小啟（＜錢

塘詠陳汝凝＞，11-8），沈詠南徵詩詠滇南四景小啟（＜錢塘懷沈詠南＞，

11-5），高澹仙＜孤山弔小青＞之作（＜孤山詠高澹仙＞，11-6），陳定林＜

詠賣花聲＞詩（＜生秋閣詠陳定林＞，11-7）；此外，朱淑真於魏夫人酒筵

即席之作，小傳更是大篇幅錄載其七言絕句五首（＜西湖詠魏夫人＞，7-1）。

閨閣詩本就傳之不易，陳文述的收錄，代表了他對作品的肯定與欣賞，使

《西泠閨詠》兼具了詩話的功能，當然也增加了作品的曝光與流傳的機會。 

女作家的境遇，有幸與不幸。其中有夫婦唱和之樂者，如明代朱妙靜

的「閨中唱和」、「白頭偕老，子孫蕃衍」的幸福（＜湖曲詠朱仲嫻＞，8-2）；

徐媛夫婦的「詩酒之樂」（＜龍井詠徐小淑＞，8-7）；清代翁少君隱居河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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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婦唱和」之雅（＜西湖詠翁少君＞，10-14）；又吳柔之、潘素心，皆嫁

得佳偶，「彼此倡和，若笙磬之調」（＜錢塘詠吳柔之潘素心＞，13-3）。婚

姻不幸者，如宋之韓玉父，夫遠宦而見棄（＜西湖懷韓玉父＞，5-7）；朱淑

真嫁為市井妻，文述憐之，有「才人誤嫁真淒絕，不解吟詩亦斷腸」之句

（＜寶康巷懷朱淑真＞，7-1）；萬曆會稽女子承受婚姻暴力，文述憫其遭遇，

有「愁絕梨花經雨後，飄零香玉委芳叢」（＜江上弔會稽女子＞，8-15）；闞

玉之誤嫁鄙夫，備受苦楚，文述詩有「才人誤嫁泣悲笳」之嘆（＜湖隄弔

闞玉＞，9-3）；徐協英遭逐棄，賣卜維生，陳文述詩詠有「生折瑤釵斷玉簪，

美人薄命最酸心」（＜蛾眉山詠徐協英＞，12-4），才情被誤，是陳文述所深

惜於女子的。  

女作家中有家境貧寒者，如在西泠段橋賣詩畫自活的黃媛介，陳文述詩

言其「天涯寒女此蛾眉，來向西泠借一枝」（＜段橋詠黃皆令＞，10-3）；又

如徐協英賣卜維生（＜蛾眉山詠徐協英＞，12-4）；印白蘭「開館授徒，以給

饘粥」，又「售竹器自給」（＜小方壺詠印白蘭＞，12-6）；歸佩珊「往來江浙，

為閨塾師」（＜蒹葭里懷歸佩珊＞，14-1）。此外，有守節守貞者，如商景蘭

夫祁彪佳殉難，教子成名（＜幻影樓詠商景蘭＞，10-1）；吳柏未嫁夫死，苦

節以終，文述以「閒來獨倚朱闌坐，不玩文鴛玩白鷗」之句，形容其貞心清

節（＜小橋詠節婦吳柏舟＞，10-5）；隨園女弟子駱綺蘭，「早寡，撫孤女，

食貧苦節」（＜湖心亭詠駱佩香＞，12-8）；汪婉春早孀苦節（＜妙華菴詠汪

晚春＞，15-1）；又有陳端生因夫謫戍，著《再生緣》以寄意，未逮夫歸而死，

小傳中對《再生緣》頗多讚譽（＜繪影閣詠家□□＞，15-10）。  

至於不幸生逢亂世，驛壁逆旅間，更有多少女子的眼淚，「鈿車碾恨香

塵少，驛壁留題蠟淚多」（＜天竺弔吳芳華＞，9-5），哀悼吳芳華，也哀悼

亂世帶給女子悲慘的命運。衛琴娘為賊人所劫，淚墨摻土，題詩壁上，陳

文述早年撰有長詩一首，已致哀思，而「瓊臺雙闕家何處，玉骨芳魂儘

可哀」之句（＜江上弔衛琴娘＞，9-1），仍是痛惜流落受創的靈魂。才女的

際遇各有幸與不幸，《西泠閨詠》中的女性因陳文述的記載書寫，各自呈現

了她們的悲歡，在陳文述的哀嘆或稱賞之中，映照出了女作家不同的命運。 

                                                 
 案：《西泠閨詠》未書陳端生名姓，應有所諱。可參見陳寅恪＜論再生緣＞，《陳寅恪先生文集‧寒柳堂集》，頁

1，台北，里仁書局，1981 年。 
 見《頤道堂詩選》卷 2＜琴娘曲和王仲瞿石颿樓詩即用原韻＞，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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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姬妾侍婢  

《西泠閨詠》中身分屬姬妾侍婢的女性不在少數，她們亦是陳文述所

關心一群。她們常常隱藏在文人的風流韻事中，由於地位卑下，不為人注

目，命運也往往堪憐。陳文述蒐集的範圍，由漢之司馬遷妾隨清娛始，至

卷末家中小妾文湘霞為止，約有九十餘人，仍以清人為多。茲依時代先後

略計其人數：  

漢代：司馬遷妾隨清娛 1 人。  

唐代：白居易妾婢樊素等，9 人。  

宋代：寇準妾蒨桃等，約 30 餘人。  

元代：楊鎮姬粉兒等，約 9 人。  

明代：張方洲姬寒香晚翠等 3 人。  

清代：查伊璜諸姬楚些月些等，約 40 人。  
姬妾侍婢中，多因文人吟詠而留名，如白居易、張先、辛棄疾、楊維

楨等家姬，楊蟠之笛婢，秦觀之贈詩妙奴，陸游題扇贈張功甫姬新桃、詠

韓侂胄家姬等。陳文述詩往往寫其珠圍玉繞，歌舞勝景，如：「天竺石前環

翠黛，紫陽花畔擁雲鬟」（＜虛白堂懷樊素羅蠻楊枝柳枝紅綃紫綃春草萱草

陳結之＞，1-9）、「莫笑江南散樂家，後堂絲竹總如花」（＜鐵冶嶺詠竹枝柳

枝桃花杏花小璚翠羽＞，7-10），「微渦暈靨方春艷，淺醉融肌軟玉溫」（＜

周漢國公主第詠粉兒＞，7-9），「煙中翠袖微波遠，檻外羅裙細縠柔。橫笛

聲遲河影直，采菱歌起月華流」（＜鏡香亭詠蓮姬＞，12-13），「鈿車緩緩紅

香陌，畫舫遲遲綠水涯」（＜玉連環室詠莊連珠閔少霞＞，13-8），「花影微

波秋擫笛，月華涼露夜吹簫」（＜可莊懷高玉＞，14-7），充滿溫香軟玉，旖

旎浪漫的美感。  

姬妾中亦不乏通文墨，能詩善畫，有才藝者，《西泠閨詠》自亦錄其作

品。如宋苗氏女失身為妾，臨行作七言絕句別其母，小傳錄之（＜馬塍詠

苗氏女＞，6-5）；吳郡王姬梅嬌與杏倩，工詞翰，曾賦詞相互譏嘲，文述錄

二人詞，詩並云：「瑤臺畢竟仙姿靜，禁苑應憐笑靨開」（＜吳郡王宅詠梅

嬌杏倩＞，6-2）；錄賈似道妾張淑芳＜更漏子＞一首（＜九溪懷張淑芳＞，

6-8）；又載青衣雪蘭，書法娟秀，詩亦有致，後以情死。陳文述詩有「霜裏

幽蘭況雪中，孤芳不與眾芳同」，既寫其孤高，又寫其遇薄，「殘香著紙螺

痕淺，澹墨凝塵蠹粉空」（＜錢塘懷雪蘭＞，14-7），遺稿澹墨，猶有芳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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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令觀者惆悵空嘆。  

陳文述的詩篇中亦有呈現侍妾書香清韻的生活情調，如：「解潑墨池供

洗硯，閒窺書格玩簪花」，寫梁山舟學士侍姬陳素華的閒情（＜頻羅菴詠陳

素華＞，13-5）；「屏間溫酒移燈影，廊下煎茶聽雨聲」是陳文述對家婢的懷

念（＜碧城仙館懷秋蟾文鶯＞，14-11）；「玉蟾試墨吟三竺，金鴨添香話六

朝」、「二十四竿修竹在，湘簾閒聽雨瀟瀟」是李中丞姬妾高玉的雅懷（＜

可莊懷高玉＞，14-7）；至於「碧紗花靜絃初拂，翠袖香微墨澹磨」（＜可花

軒詠繆秀芝＞，15-2）、「妝成寫韻香盈紙，吟罷論琴月滿軒」（＜問花軒贈

華芸卿黃蘭卿蕙卿＞，16-4）、「池上月來臨檻玩，庭前花發捲簾看」（＜翠

淥園贈姬人蔣玉嫣＞，16-10）等等，也都揭示了書香門第中侍妾生活的清

趣。  

姬妾侍婢的命運本來就是俯仰隨人，有不堪受虐者，如：馮小青不容

於正室，抑鬱病卒，詩詠悲其「傷心紅粉知多少」，陳文述特為其修墓建館，

廣徵題詠，和者有三十餘人，尤可見其關注憐惜之意（＜梅花嶼弔馮小青

＞， 9-2）。莊憐春幼鬻為婢，後為邑紳強購為妾，正室窮悍極虐，閉空

屋中，自經而死；陳文述同情其處境，有「誰使纖蛾同換馬，生憐彩鳳竟

隨鴉」的悲嘆（＜瓊花園弔莊憐春＞，14-3）。或有主人淪沒時，亦不免流

落者，如吳卿憐，原為侍兒，後為人購獻相國和珅，和珅籍沒，卿憐賦詩

自悼，聊落以死；陳文述在京城時，已為作長詩＜卿憐曲＞，閨詠有云：「青

山過雨香車軟，淥水澄霞畫舫輕」、「兩度龍華悲小劫，蘭因何處問三生」，

言其過往之榮華，又悲其天涯之淪落。又或有被遣出，身世堪憐者，如李

芳蘭通翰墨，精音律，後遭遣出，所嫁非偶，陳文述將其比之為「天女退

相」（＜華藏室詠李芳蘭＞，15-4），蓋嘆其前後境遇之差異。又有章倩香，

為中丞侍兒，後嫁為民妻，往來大家為閨閣琴師；梁德繩感其身世，為賦

＜金縷曲＞四闋，小傳中錄其全詞並序，陳文述詩有云：「寒女羈愁珠柱託，

美人心事鞠通知。飄零等是邯鄲婦，惆悵冰絃淚暗垂」（＜玉簪巷詠章倩香

＞，14-3），亦歎其命運零落。  

姬妾中亦有志節可嘉者，如盧碧蓮被讒，遣歸不從，出家為尼，陳文

述詩讚其「冰心映澈西湖水，晚翠寒香第一流」（＜淨香菴詠盧碧蓮＞，

12-14）。又如錢遇珠、項馥貞與夫共甘苦，詩稱美二人：「經得一番寒徹骨，

                                                 
 詳見陳文述編著之《蘭因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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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風合喚兩梅花」（＜葛林園詠錢遇珠項馥貞＞，13-5）。又楊素玉夫歿，諸

姬星散，獨留不去，晚年貧病，汪端母最重之，陳文述有「閑覽湖山話開

寶，樓臺金碧暮雲空」之歎（＜舞香館詠楊素玉＞，14-5）。  

然而姬妾大抵多具美貌，《西泠閨詠》於此尤有較多的書寫：如范成大

讚美趙彥博家姬小瓊為朝中姝麗，陳文述吟詠而有「妝濃月鏡珠生彩，坐

擁雲屏玉放光。絕艷三姝誰第一，瓊花畢竟是花王」（＜湖上詠小瓊＞，6-3）；

詠孫古雲姬莊連珠、閔少霞，云：「鶯鶯燕燕隱窗紗，一樣新妝麗曉霞」（＜

玉連環室詠莊連珠閔少霞＞，13-8）；稱丁霞裳「儀靜體閑，花中綠萼梅也」，

言其與夫雪林花海之遊，而有「幾重花海明妝靚，一路青山黛影低」（＜西

湖詠丁霞裳＞，13-9）；郭麐妾范素君，美貌可以「比之苧羅西子」，陳文述

詩詠云：「靈芬別館寫蘭芽，水閣塗妝側
 

鴉。王母侍兒原絕世，武陵娘子

舊名家。畫簾煙澹籠花氣，素壁雲開玩月華。十二珮環誰最似，苧羅煙雨

浣輕紗。」（＜花神廟詠范素君＞，14-2），寫其閑雅情態。此外，如「繡襦

甲帳擁傾城，美人簪花掩翠楹」（＜紫玉屏詠吳佩芳＞，12-13）、「簾外春聲

聞乳燕，池邊瘦影見驚鴻」（＜西湖詠沈虹屏＞，12-13）等，亦皆可看出陳

文述對美貌的烘托。  

凡所錄諸姬妾，如為陳文述所熟悉者，或曾來往者，詩詠中對其容貌

通常會有較多的敘寫。如張雪棠，文述記載云：「曾於湖隄見之」，描述其

儀態有言：「花明玉艷，若輕煙之籠白芍藥也。」，張雪棠未嫁時陳文述即

與之熟識，並以「蘅卿」字之，並贈詩多首。《西泠閨詠》中不但寫其情

態，也流露出懷舊的惆悵之感，詩云：「牡丹雙髻內家妝，蘭栧分明繫綠楊。

吳語纏綿花蕊小，楚腰纖細柳絲長。畫來蛺蝶空留影，夢斷蘅蕪賸有香。

綠葉成陰人不見，樊川春恨碧瀾堂」（＜眉月樓懷張雪棠＞，14-6），充滿懷

念的筆墨與對伊人形貌的描繪，可見陳文述的情懷了。此外，秋蟾、文鶯

為陳文述舊日家婢，他也以濃郁熱烈的筆調，描寫二人的情態，詩云：「婢

知詩似鄭康成，曾為雛鬟署小名。柳堆花嫣俱有態，鶯嬌燕姹豈無情。屏

間溫酒移燈影，廊下煎茶聽雨聲。惆悵綠陰人不見，碧瀾依舊水盈盈。」（＜

碧城仙館懷秋蟾文鶯＞，14-11）。對於舊識，陳文述顯然不諱言他的懷念，

懷念中伊人美麗的身影也永遠是他吟詠抒懷的主要焦點。  

陳文述家眷姬妾有管湘玉、蔣玉嫣、薛雲 、文湘霞數人。陳文述稱讚

                                                 
 見《頤道堂詩外集》卷 9，頁 4-5，清道光年間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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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位姬妾的美貌可以說是不遺餘力的，他沾沾自喜，且引以為傲，如稱管

湘玉：「亭亭獨秀，有凌波出塵之致，比之花中之水仙」，詩中還特別摹其

美貌：「濃抹淡妝俱絕世，芳華畢竟似卿無」（＜美人湖贈姬人管湘玉＞，

16-10）；稱蔣玉嫣：「聚雪凝脂，有江上芙蓉之目。」（＜翠淥園贈姬人蔣玉

嫣＞，16-10），並以知己許之：「有約文簫伴采鸞，嬋娟知己似君難」、「香

燈道侶他年伴，靈竺三生話夜闌」，詩中並寫其聰慧貌美：「靈心慧似紅嬰

武，國色嬌於白牡丹。池上月來臨檻玩，庭前花發捲簾看。」，是一位玩月

賞花，意態悠閒的美人。至於壓卷之文湘霞，小傳稱其：「牡丹國色，幽蘭

國香，殆能兼之。」（＜小美人湖贈姬人文湘霞＞，16-11），並以「西湖之

勝，全在後湖….殆西湖中之小西湖也」，而以「小美人湖」比擬文湘霞，詩

云：「徘徊翠袖隨中婦，彷彿青溪住小姑。」烘托其姬妾的身分，又狀其幽

潔淡雅的意態；末句「記取晚妝憑黛影，滿樓花影月中鋪」，則寫其優美身

影。陳文述毫不掩飾對姬妾美貌的誇讚，除了炫耀的心理外，當然流露了

他對這類身分女子的觀看，美色得以長留詩篇，亦可以說是不朽了。  

（五）妓女歌兒  
《西泠閨詠》中蒐錄了許多許西泠相關的妓女歌兒，在文人的吟席或

風流韻事中，她們往往佔了相當的份量。陳文述曾經題詠余懷的《板橋雜

記》、捧花生的《秦淮畫舫錄》；於南京、蘇州亦曾流連風月，集中有不

少酬贈之作。因此，青樓妓女，畫舫女郎，《西泠閨詠》中也留下了她們

的身影。由南齊蘇小小始，至當代青樓，約有五十餘人。茲依時代，概計

其人數：  

南朝至唐代：蘇小小等 7 人。  

宋元：琴操等，約 10 餘人。  

明代：朱觀奴等，約 19 人。  

清代：王玉真等，約 12 人。  

在眾多的青樓女子中，不乏通翰墨，具詩畫才藝者，如宋之周韶，求

落籍，受命即席口占＜白鸚鵡＞詩，小傳中錄其詩，陳文述憐其處境，有

「偶逐鴛鴦閒入社，最憐鸚鵡乞開籠」之句（＜湖上懷周韶＞，2-11）；又

                                                 
 見《頤道堂詩外集》卷 9＜秦淮雜詠題余曼翁板橋雜記＞二十四首，頁 11；＜後秦淮雜詠題秦淮畫舫錄後＞二

十四首，頁 14。《頤道堂文鈔》卷 1＜秦淮畫舫錄序＞，頁 33。  
 參見《頤道堂詩外集》，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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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龍覲，呈詩張先乞題，小傳亦錄其詩（＜柳州懷胡楚龍靚＞，2-12）；吳

憐憐能詩善畫，人見其山水團扇，為之歎惋，陳文述言其「絹素半藏琴匣

裏，丹青都置鏡臺前。鶯花池館聽疏雨，金碧樓臺寫暝煙」（＜花月樓懷吳

憐憐＞，6-12），寫其清雅不俗的情態；樂婉以詞留別情郎，小傳錄其詞，

陳文述有「樓頭殘燭春心遠」、「離愁還與綰疏林」之句（＜賞心樓懷樂宛

＞，6-14），形容其相思怨別之情。秦淮名妓馬湘蘭，「能詩，善畫蘭竹」，

陳文述曾題其小像，「西湖社集圖還在，曾為題詩弔玉顏」之句（＜湖上

懷馬湘蘭＞，9-11），玉人已杳，徒令人懷想。周綺生能詩，有詩自云：「掃

眉才子多相妒，未敢人前說校書」（＜韜光懷周綺生＞，9-12），有自傷身世

之感。小傳中錄其詩，陳文述詩詠云：「惆悵霜花與江雁，題詩誰是掃眉才」，

即化用其詩句，既肯定其詩才，也同情其遭遇。又馬文玉亦能詩，「畫奩宿

墨茶餘滌，琴譜殘牋酒畔題」（＜湖館懷馬文玉＞，9-13），  則寫其琴書風

致。   

青樓中人，地位卑下，感情的歸宿往往落空，如謝希孟眷妓陸氏，後

忽離去，陸氏悲啼投水，陳文述詩中對謝希孟稍有譴責：「道學風流兩無著，

烏衣白袷太清狂」（＜鴛鴦樓懷謝希孟妓＞，6-13），為陸氏不平。又為蘇盼

奴感慨不得與情郎偕老，「華山畿與韓憑木，不唱鴛鴦唱鷓鴣」二句，即哀

悼有情人不能成眷屬的遺憾。又有「箜篌歌罷懷湘月，翠袖天寒掩竹廬」

的柳絲（＜西溪懷柳絲＞，10-15），雖歸嫁，然公子遠遊。又王玉貞囊篋空

乏，情郎遠適不歸，遂投水死，陳文述憐其情癡，詩云：「嬋娟竟為憐才誤，

愁絕煙波水一方」（＜湖上弔王玉貞＞，14-8），寄予無限的同情。  

美貌應是青樓女子具備的條件，陳文述的筆墨於此亦有更多的觀看、

凝想與描摹。如「開鏡舞鸞宜畫閣，卷簾語燕在雕梁」（＜鴛鴦樓懷謝希孟

妓＞，6-13），寫歌舞景象；「琴心寫怨珠徽靜，蘭語生春玉齒香。檀板一聲

驚蛺蝶，畫屏四面野鴛鴦」（＜湖上諸妓＞，6-14），寫諸妓為湖山妝點聲色；

「行魚避影驚紈扇，宿鷺窺妝近翠鬟。池館煙巒屏上樹，樓臺金碧鏡中山」

（＜湖上懷馬湘蘭＞，9-11），寫馬湘蘭的美貌及其居家精美雅緻；「單衫杏

子揎紅袖，雙鬢桃花點繡裙」，寫薛素素的嫵媚動人（＜湖上懷薛素素＞，

9-11）；「水上細煙歸燕語，牆頭新月晚烏啼」（＜湖館懷馬文玉＞，9-13），

                                                 
 見《頤道堂詩外集》卷 13＜題馬湘蘭小像＞、＜題湘蘭畫蘭石＞，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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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托馬文玉「扁舟蕩槳」、「風流跌宕」的情態；「水上荇花牽翠帶，風前蘿

蔓裊香繩。壓隄闌影看垂柳，隔浦歌聲聽采菱」（＜西陵懷周青霞＞，9-15），

以柔美的景物烘托出周青霞身影的輕盈裊娜。又如張宛仙午倦而寢，汪然

明囑人寫照，文述擬寫其嬌酣睡態，有「簟紋凝水涼生榻，帳影籠煙翠隔

屏。倦嚲柳腰春旖旎，夢回花靨語忪惺」之句（＜夢香樓懷張宛仙＞，9-10）；

「色既傾國」的柳絲，詩詠中則以「紅瘦柴門翔乳燕，綠澄蘆渚避行魚」

之句（＜西溪懷柳絲＞，10-15），烘托其沉魚落雁之容。  

至於陳文述所相識者：如杜宛闌，善琵琶，後嫁陳文述族弟；陳文述

稱其「第一琵琶最擅場，掃眉才子杜秋娘」、「解歌金縷憐深意，曾聽冰絃

譜斷腸」、「簪花小影今何在，惆悵城南舊畫堂」（＜江上懷杜宛蘭＞，14-9），

詩中有推許之意，也有懷念之情。又陳文述曾與鳳貞、鳳蘭偕遊孤山，「水

精簾影隔珊珊，曾許妝臺著意看。同向空亭招一鶴，記曾畫舫擁雙鸞」（＜

百花池上巷懷鳳貞鳳蘭＞，14-9），陳文述挾妓遊湖，浪漫情懷流露無遺。

吳玉徽亦為陳文述舊識，小傳中形容其美貌：「雪艷花明，彷彿南朝玉樹」，

又云：「嘗偕余為西湖之遊」，並錄其＜弔蘇小墓＞詩一首；玉徽詩感傷蘇

小小，亦不免自傷，陳文述詩有云：「感君詩句寫酸辛，孤塚殘碑委路塵」、

「知有天涯漂泊感，不參絮果證蘭因」（＜西泠橋懷吳玉徽＞，14-9），身為

青樓中人，身世之感自深，陳文述憐其漂泊，亦期許她參透人生因緣。至

於懷素芬，陳文述筆墨中亦留有美好的身影，小傳言其「肩若削成，腰如

束素，予以翩若驚鴻目之」，文述的詩詠更是充滿了纏綿芳豔的描繪：「畫

闌曲曲步珊珊，知是驚鴻是采鸞。湘管拂煙凝晚翠，羅衣浸月耐秋寒。奩

前睡鴨香初燼，卷裏眠蠶墨未乾。一片美人湖上水，梨花瘦影在闌干。」（＜

漪園水榭懷懷素芬＞，14-10），詩中對美人的輕盈淡雅，倦書睡去的嬌美，

有刻意的烘托，可見陳文述的賞愛了。此外，形容謝又蘭「細骨輕軀，步

塵無跡，若石尉家翾風焉」；又吳門女郎歡歡、小素，善鼓琴，陳文述自言：

「余嘗攜之湖上，月夜花晨，一彈再鼓，水雲無際，四山悄然，遠勝楊公

濟梅花雙篴婢矣」，兩女應十分年輕，故而文述詩中有「雛鶯乳燕兩琴姬，

纔解梳頭學畫眉。錦瑟如人憐弱歲，隱囊伴我惜嬌姿」（＜寶石山莊懷歡歡

小素＞，14-10），伴遊聽琴，清韻怡人，「芳林韻動花開早，畫舫聲希月上

遲」，寫出了花晨月夕的人間仙境。  

陳文述對他熟識的名妓歌兒，都不吝品題，以致《西泠閨詠》後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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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詠女郎，彷彿畫舫名錄，人人皆國色天香，如芙蓉牡丹，各具媚姿，稱

王泖雲：「國色酣酒，天香染衣，若群芳之有牡丹」，並形容其「玉環妃子

凝妝出，花蕊夫人拾翠遊」、「神光流照分明在，華月開雲靜夜秋」（＜花神

廟懷王泖雲＞，16-5）；言方蓮卿：「冷紅幽怨，方之秋海棠矣」，詩詠有「鳳

紙親裁頻染翰，龍團細碾學煎茶」之句（＜雲衣閣懷方蓮卿＞，16-6），擬

寫其染翰煎茶的丰姿。至於形容李鳳君：「素質亭亭，彷彿南朝玉樹」（＜

扶雲閣懷李鳳君＞，16-6）；又形容郭芍華：「逸情姚冶，唐人詠牡丹詩：一

朵嫣紅翠欲流。綽態似之」；形容楊媚芝：「籠煙媚日，比之秋曉芙蓉」，詩

中有「樓陰素月窺妝鏡，花裏明河近玉笙」之句（＜倚香樓懷楊媚芝＞，

16-7），即寫其明艷；寫陸湘鬟：「風流秀曼，曠世出群，方之廣陵瓊花，同

此仙處無雙也」，詩中有更細膩的描寫：「美人如月靜生光，仙子為雲夢未

忘」（＜留雲水榭懷陸湘鬟＞，16-8），陳文述筆下的青樓紅粉可以說是極盡

豐姿艷逸，綺羅香澤之美。  

（六）、其他：方外、庶民  

《西泠閨詠》中收錄了方外修道的女性，有晉之裴仙姥、唐之夏山姑，

元之蔡沖靜、王守素，明之祩錦、朱桂英，清之蕙貞、韻香、曇仙等人。  

較為特殊的是女冠韻香、尼僧曇仙。韻香工書法，善畫，曾受詩法於

陳文述，嘗互贈著作；韻香繪有＜空山聽雨圖＞，名士閨秀多有題詠，

因此，《西泠閨詠》中有「悟來明月三生石，散罷瑤天兩手花。閒向白雲峰

畔憩，空山聽雨綠陰斜」之句（＜蓮池菴懷韻香＞，14-7）。曇仙俗名丁小

宓，原為畫舫中人，因陳文述說佛法五蘊，悟而出家，詩詠中云：「一榭香

奩一榻書，小紅煙舫小青廬」即寫其出家前之生涯，「黃絁換後紅妝謝，閒

寫金經悟六如」（＜湖館懷丁小宓＞，14-8），則其修道生活的寫照。  

此外，《西泠閨詠》中也記載了一些庶民女子，她們既無才華可以揚名，

亦無特殊賢德足供彰顯，但是她們卻以特殊的技能妝點了湖山。雖然人數

不多，但亦足以紛呈出世間女子的眾多面貌。如宋代以種楊梅出名的金婆，

「最勞街子探春騎，漸長園丁買夏錢」、「芳腴爭似楊家果，阿姥聲名野老

傳」（＜楊梅塢詠金婆＞，2-4），陳文述從《西湖古蹟事實》、《咸淳臨安志》

                                                 
 見龔凝祚＜西泠閨詠序＞，頁 3。。  
 見《頤道堂詩外集》卷 10＜梁溪女道士王清微以新刻清芬精舍小集墨刻楷書詩品見寄，余以頤道堂詩集答之，

並賦一詩奉寄＞，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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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蘇軾詩中掘發出這個因產品得名的小人物。此外，又有以賣酒出名的長

橋朱娘（＜長橋詠朱娘＞，5-9）、飛來峰的蕭九娘（＜飛來峰詠蕭九娘＞，

10-16）、合澗橋的張玉娘（＜合澗橋酒鑪詠張玉娘＞，13-11），以及賣魚羹

出名的宋嫂（＜湖上詠宋嫂＞，5-9），她們以獨特風味的美食進入了陳文述

的載錄吟詠。而南宋姜娘子善於鑄銅器（＜湖上詠姜娘子＞，5-9），清朝有

「神仙姑娘」之稱的施曼仙，善治婦女病，且能「對作竟日，默視患處，

頗見神效」（＜孔雀園詠施曼仙＞，14-2），更是傑出的女醫師。這些人物的

題詠，使《西泠閨詠》平添了生活的氣息，也使女性的面貌與真實社會更

為貼近。  

四、凝視與映現：《西泠閨詠》中的女性美學  

當陳文述的《西泠閨詠》為我們勾勒了眾多女性的身姿容顏時，這些

女子從西泠的湖山煙雨走來，各具不同的情態，卻又具有共同的美感，這

是她們的本然面貌，還是陳文述的點染妝就？這些女性的題詠究竟代表了

什麼意義，其中是否透露了陳文述個人對女性觀看的角度？這些都是值得

進一步深思的問題。  

西方女性主義認為，男性筆下的女性都是不可相信的，也都非真實生

活中的女性，因為他們「以男性的臆造來認識和再現女性的現象。」，

寫的是自己心目中的女性，不論是理想美好的女性或醜陋可憎的女性，都

代表了他們對女性兩極化的態度，而前者更是「將男性的審美理想寄託在

女性的形象上」。《西泠閨詠》展開了歷史的場景，呼喚了古今眾多女性，

題詠中用了大量相似的套語，由於服膺天地靈氣鍾於女子的高論，因此陳

文述筆下的女性絕大多數都是美好靈秀的。五百篇的詩作，看似為女性描

摹寫真，卻更像是他為女性形塑了完美的形像，其中有他的凝視，他的認

同，或者說其實他的書寫是向女性世界披露了自我，無意流瀉了他欲望與

觀看的角度。  

                                                 
 見劉涓＜從邊緣走向中心：美法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與理論＞，頁 101，鮑曉蘭主編《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介》，

北京，三聯書店，1995 年。  
 見張岩冰《女權主義文論》，頁 66，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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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葉紹袁（1589-1648）曾言：「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

而婦人亦有三焉，德也、才與色也，幾昭昭乎鼎千古矣。」，葉紹袁三

不朽論似乎對陳文述有潛在的影響力。《西泠閨詠》中對女性湮沒無聞的焦

慮是顯而易見的。陳文述同情弱勢，特別是那些姓名零落、面貌模糊的女

性，如湖上諸妓、深宮諸宮女、驛壁客店的女子等，他都極力搜索其名姓，

不憚繁瑣的羅列出來，即是要為女子留下不朽的身影。而綜觀全書，所呈

現的是對婦德的尊崇，對婦才的闡揚，與對美色的描繪。「德」、「才」、「色」

三者，成為陳文述高舉的女性審美理想，也建構了《西泠閨詠》的女性美

學。  

明清時期，貞烈的書寫成為士大夫諷勸教化的社會關懷 51
5 1，貞烈的典

範映照出父權社會對女性生命價值追求的最高肯定，當然也是男性社會對

女性的最高定義。《西泠閨詠》書寫貞烈賢孝的女性時，陳文述往往將其置

放於冷冽的情境，或衰敗凋零的景象中呈現。如：「井水碧澄襟染淚，山花

紅謝鬢銷塵」（＜孝女鄉詠馮孝女＞，1-6），「一泓寒碧夾城西，落日無人鳥

自啼」（＜西湖弔寶哥妻＞，7-7）、「修筠泣露常留節，古水澄波不起漚」（＜

貞燕齋詠金召南＞，13-6）「孤筠有節凌珠雪，古井無波浸玉沙」（＜螺峰詠

羅節婦＞，15-9），色彩的明度極淡，或者更接近於寒色系。至於貧寒生活

的描寫更用以烘托堅苦的志節，「女蘿門巷夕陽殘，倚竹天憐翠袖寒」（＜

錢塘弔盛孝婦＞，2-7），「古井冰霜晨汲早，破樓風雨夜燈遲」（＜二橋詠單

李二貞女＞，12-4），「茅堂磬寂霜封戶，梅巷花寒月滿林」（＜葛嶺弔雙夫

人＞，5-2）。貞節烈女的遭遇往往與死亡貼近，不論是親人的死亡或是自身

的死亡，她們表現出來的都是勇敢堅定，信念純一，對紛亂的世間心如止

水，沒有慾望。明代陳獻章（1428-1500）形容節婦的志行，曾云：「心事如

青天白日，皎乎其不可尚；辭氣如大冬嚴雪，凜乎其不可犯」 52
5 2，這種冰

霜凜寒的寫照也幾乎是貞烈書寫的共通原則。陳文述的書寫基本上還是沿

襲這個傳統，他的書寫呈現出貞節烈女集體性的共同特徵，她們的美因有

道德的光環，而帶著寒冷清冽的光芒。                        

陳文述還往往以行動來表達他對貞烈婦女的支持，如：「遺墳指點安溪

                                                 
 葉紹袁《午夢堂集‧序》，頁 1，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51  參見費絲言《由典範到規範：從明代貞節烈女的辨識與流傳看貞節觀念的嚴格化》第二章第二節，頁 149-166，

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8 年。  
52  見陳獻章《陳獻章集》卷 1＜書韓莊二節婦事＞，頁 76，北京，中華書局，1987。  



．《西泠閨詠》中的女性群像． 

．85． 

路，一掬清泉影鳳凰」（＜唐墓山詠唐孝女唐醜娘＞，1-7），「仙霞嶺上重回

首，黃絹題碑第幾橋」（＜江上弔雲霄女子＞，9-4），「無復殘碑勒遺塚，不

禁清淚滴衣裳」（＜胭脂嶺弔陳孝女＞，7-6），「比鄰相望嬰兒子，貞孝何人

解勒碑」（＜二橋詠單李二貞女＞，12-4），「拂衣來讀韓陵石，紅葉彫霜碧

蘚枯」（＜南山弔孫秀姑＞，11-16），「細雨啼鵑尋古墓，夕陽下馬讀殘碑」

（＜吞金祠弔烈婦吳德芳＞，10-6），遺墳的尋訪，殘碑的閱讀，魂魄的招

喚，都代表了對這些以生命作高度道德實踐的女子最大的敬意。陳文述一

方面呼應了文人社會對女性貞烈價值的肯定，另一方面也再突顯了《西泠

閨詠》作為采擇與發潛德幽光的社會意義。  

至於陳文述對女子才華的肯定推獎，詩篇中處處可見。值得注意的是，

他的才女書寫，較少直接寫女作家的容貌，而多烘托才女的幽情高致、貞

靜閒雅，強調她們的氣質清美，舉止合度，充滿書香琴韻。他一方面用典，

說明作家們的學識稟賦，另一方面他又以山水景物、庭院花鳥來烘托她們

的幽靜清逸。如果說《詩經》中「窈窕淑女」的幽閒貞靜是閨閣女子美的

典範，《世說新語》中的「閨房之秀」與「林下風氣」 53
5 3，則是揉合了女子

的才情氣度；那麼，《西泠閨詠》中對女作家的描繪是合乎這個傳統的，更

何況吳梅村的＜閨詠＞諸詩，也已率先展開了對當代才女高情雅韻的歌詠。 

在用典方面，《西泠閨詠》借用大量歷史上的才媛，如「謝道韞」、「班

昭」、「左芬」、「衛鑠」等，以比擬女作家的才識，如：「柳絮詠詩推謝韞，

蘭臺續史重班昭」（＜繪聲閣詠家秋榖＞，15-7）、「道韞才名冠群從，憲英

智鑒勝諸昆」（＜今雨堂詠金雪莊＞，11-15）、「班昭續史承家學，衛鑠皈禪

禮本師」（＜靈隱塔院詠徐昭華＞，10-5）、「左芬才筆亦相同」（＜松吹堂詠

杭筠圃＞，12-1），「省識班昭是將門，左家嬌女況能文」（＜湖心亭懷張雲

裳＞，16-3），「詠絮詩情清勝雪，簪花書格靜於蘭」（＜小輞川懷家友菊＞，

16-3），「謝庭玉樹讓蘭蓀，宋憲班昭得並論」（＜題子婦汪端自然好學齋詩

後＞，16-9）等。典故的運用，使女性與歷史中的才媛典範聯結，增加了想

像空間，也豐富了形象，更展現出女性文人的傳統。此外，陳文述又喜借

用「婉凌華」、「萼綠華」、「飛瓊」、「弄玉」等女仙名，來描寫才女們的高

情雅調，如：「玉骨冰肌誰最好，仙姿都似婉凌華」（＜河渚詠朱柔則顧春

山＞，10-8），「步虛誰綰飛瓊佩，入夢疑吹弄玉笙」（＜西湖詠馮又令＞，

                                                 
53  見劉義慶原著、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賢媛＞篇，頁 528，台北，宏業書局，197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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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前生應是玉梅花，小影分明萼綠華」（＜鳳林詠徐若冰＞，11-9），

「喚來弄玉知前世，夢與飛瓊證後身」（＜見青閣詠鮑玉士＞，15-5），「仙

女生涯餘翰墨，美人供養祇煙雲」（＜畫理軒詠沈采石＞，14-1）；甚至詠女

弟子辛瑟嬋，小傳言其「遺世獨立，渺焉寡儔，肌膚若冰雪，比之藐姑射

仙人，殆梅花之神也。」，詩則稱：「此才真合織迴文，一曲湘靈奏夜分」（＜

漪園懷辛瑟嬋＞，16-1）。仙女的比擬，使才女更平添了飄逸脫俗，不染世

塵的美感。  

才女的書寫上，《西泠閨詠》亦多以西湖山水作為映發。山水蘊涵了女

作家詩心清興，「三竺雲山吟翠去，六橋煙雨踏青來」（＜西湖詠韓蘭修＞，

15-9）、「留得西湖秋感句，六橋煙樹最難忘」（＜西泠詠丁靜嫻＞，11-4）、「雙

峰湧翠停雲外，合澗聽泉細雨中」（＜靈鷲山莊詠葛南有＞，10-7）、「青山

駐幰吟春樹，綠水停橈倚暮雲」（＜古春軒詠梁楚生夫人＞，15-1）、「蘭橈

同泛後湖艖，香轂同行繡陌車」（＜花神廟詠席道華屈宛仙謝翠霞＞，

12-11），寫的是女作家對山水的賞愛；「西泠風月清遊路，南渡湖山絕妙詞。

澄碧揉藍好煙景，閒憑畫舫寫烏絲」（＜西湖詠黃月輝＞，10-13）、「一角朱

闌曾倚處，南屏山色尚依然」（＜小有天園詠王湘波＞，11-14），女作家吟

詠沉思的從容意態烘托了山水美景；山水當然也粧點了才女，「石上泉聲奏

琴筑，竹間溪影漾釵鈿」（＜龍井詠張瓊如＞，8-9）、「斷橋新柳宜嬌態，合

澗微波照淺妝」（＜春隄懷魏將蘭＞，8-8），「西湖夜月琴徽覺，北郭春山鏡

黛知」（＜澹遠樓詠王九如＞，15-13），山水的靈秀與才女的詩思相互映照，

使陳文述筆下的西泠才女別饒山水的清韻雅致。  

此外，才女的書寫上，《西泠閨詠》又多喜由庭院景物著筆，如「庭前

細響扶風竹，門外清香颭露荷」（＜天竺詠管道昇＞，7-1），「月華似水香奩

靜，花氣如煙繡榻溫」（＜照玉樓詠袁素文靜宜秋卿＞，12-8），「紅簾香影

微添鴨，碧椀茶痕淺暈螺」（＜小園詠陳德懿＞，10-8），「花影簾櫳涼月上，

樹聲庭院晚風來」（＜湖上詠戴蘭英＞，12-9），「翠黛遠山窺鏡檻，蛾眉新

月漾簾鉤」（＜鏡水樓詠吳珊珊＞，12-10），「柳陰庭院明霞晚，桐影池塘玉

露晨」（＜漱花閣詠湯湘蘭＞，15-5），生活空間的美感，更能烘托女性的幽

閒雅靜的氣質；而「碧羅掩袖依妝閣，綠蠟抽書映草堂」（＜蕉園詠柴靜儀

貞儀＞，10-8），「柳外嬌鬟窺曉月，梅邊香屧印寒苔。應知綠綺文窗下，定

有烏絲好句裁」（＜梅邊柳外懷金麗卿＞，7-2）、描寫閨中讀寫作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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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丫髻侍兒爭捧硯，垂髫小妹互攤書。銜花翡翠窺湘箔，避雨蜻蜓入

綺疏」（＜藕花居詠吳巖子卞篆生＞，10-4），生動呈現閨閣中的書香雅趣。

「烏絲滿幅綠筠香，一卷新詩古錦囊。夜影畫廊移月篠，秋聲琴韻戛風篁。

苔階露靜羅裙濕，蘿屋煙深翠袖涼，吟罷夕陽吟夜雨，紅闌干外即瀟湘」（＜

竹窗詠郭景曹＞，11-3），更是一幅仕女吟詠覓句的圖畫。花間柳陰，朱簾

綺窗，女作家吟詠的環境大抵是清幽的，而這些描寫都在在加深了女作家

們優美閒適的意態。  

清初張潮認為美人，須「以花為貌，以鳥為聲，以月為神，以柳為態，

以玉為骨，以冰雪為膚，以秋水為姿」，最重要的還要「以詩詞為心」 54
5 4，

陳文述也曾說「不櫛何妨稱進士，有才纔合號佳人」（＜湖上懷林幼玉＞，

5-7），「佳人」是外貌與才華的結合。而陳文述的才女畫像，透過了花鳥柳

月、琴韻書香的點綴暈染，不但「以詩詞為心」，也自然呈現了幽靜閒雅的

玉貌清姿。整體而言，《西泠閨詠》中才女的人物敘寫、情境的烘托，以及

風格氣氛的營造，都有極大的相似性，這些模式化的寫作，也使才女呈現

了共同的形象。  

至於單純美色的描寫，大多集中在姬妾侍婢、青樓畫舫中人。「秀額嬌

眉態最工（＜西湖詠沈虹屏＞，12-13），「新妝桃靨暈梨渦，高格寒梅寄女

蘿」（＜可花軒詠繆秀芝＞，15-2）、「絕似妙奴隨令舉，眉痕初掃髮初齊」（＜

碧城書藏贈姬人薛雲 ＞，16-11）、「靈心慧似紅嬰武，國色嬌於白牡丹」（＜

翠淥園贈姬人蔣玉嫣＞，16-10）、「水精簾下梳頭處，鏡裏新妝側
 

鴉」（＜

香絮樓懷謝又蘭＞，14-10）、「髻綰靈蛇
 

嚲鴉，眉嬌新月面朝霞」、（＜雲

衣閣懷方蓮卿＞，16-6）「絕似豐臺芍藥花，凝脂深淺暈朝霞。」、「梨渦一

笑紅雙靨，彷彿還能憶
 

鴉」（＜紅門局懷郭芍華＞，16-7）、「春黛眉嬌蛾

染翠，落花袖緩蝶尋香。纖腰雅步南朝態，高髻宮鬟北苑妝」（＜留雲水榭

懷陸湘鬟＞，16-8）等等，皆寫其雲鬢嬌眉，桃靨梨渦。面貌體態的描寫較

多，這也是在才女或貞烈的書寫中較為少見的現象。陳文述他對美色衷心

的稱讚，特別的品題點染，使《西泠閨詠》多了色澤豐富，風姿嫣然的美

人圖像。  

綜觀《西泠閨詠》的吟詠，已隱約透露了陳文述的女性美學。道德、

才學、美貌三者，是他描述女性的主軸，三者可以各自獨具，也可以合而

                                                 
54  見張潮《幽夢影》，頁 39，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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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都是天地靈氣之所鍾。才之令人神往，德之令人敬歎，色之令人愛

好，陳文述結合了歷史、山水所成就的女性至美，構築了女性的群像，也

揉合成完美的女性典型。當清代許多文人在女性「才」、「德」議題上爭執

糾纏時 55
5 5，陳文述已以實際的行動表達他的意念和對女性的深情。《西泠閨

詠》一書，看似女性柔美軟性的題材，寫的卻是要昭告天下，女性之可敬，

可愛，可歌，可泣。陳文述不會寫小說，但是他吟詠的卻是真實存在的女

性，透過他的筆端，這些女性圖像也都成為西湖永遠的風景。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透過書寫，陳文述其實是展現了自我。五

百篇的七言律詩，並不是一件簡單的工程，正如張雲璈對他的詩才的稱讚：

「浣毫端之薇露，字字生香；鐫芳姓於苕華，行行戛玉」 56
5 6，華辭麗藻中，

亦是陳文述自我才情的推銷。儘管吟詠女性一直是中國詩歌的一項傳統，

而清代文人與女作家的互動雖然頻繁，對女性的題詠亦多，可是卻沒有像

陳文述「覈稽載籍，推涉廣輿」的系列吟詠 57
5 7。他用了治史的精神，專注

的為女性打造歷史的舞台；又以浪漫的文人情懷完成了抒情的詩篇，如此

大篇幅大氣魄的製作的確罕見。但是，當他大量的塑造了才女佳人時，也

同時在塑造自己。他不時流露自我，穿梭於古今女性之間，成為古今女性

的知音，「誰解邯鄲絕妙辭」（＜吞金祠弔烈婦吳德芳＞，10-6），是他自願

作歷史的尋訪與導覽者。總之，作為士人，他善盡了教化的責任，發揚潛

德，區明風烈；他也大力推獎女作家，同情弱勢的女子，又為自己塑造了

憐惜女才以及風流浪漫的形象。他是貞烈的頌揚者、才女的發掘者，以及

美人的愛好者，三者並生相容，毫不矛盾。因此，《西泠閨詠》既是歷史的

書寫，又是個人的抒情；既是女性群像的描摹，又是陳文述個人的展演。

他與筆下的女子光影交疊，折射出了陳文述的女性審美理想、生活中對美

的品味和追求，以及他自我才情的展露。就如他完成了《西泠閨詠》之後，

夢遊花神廟，有仙女數百人起立作禮，各以花片為贈，醒而憶之，方知泰

半皆為閨詠中人 58
5 8。這個夢境是有趣的，既呼應了他對女性的審美理想，

也證實了他肯定自我的寫作價值以及對女性的貢獻。  

                                                 
55  參見劉詠聰《德才色權-論中國古代女性》＜清代前期關於女性應是否有「才」之討論＞，頁 253，台北，麥田

出版社，1998 年。  
56  見張雲璈＜西泠閨詠序＞，頁 3。 
57  見董祖壽＜西泠閨詠後序＞，頁 1。  
58  龔凝祚＜西泠閨詠序＞：「書既成，夢遊花神廟，華屋連甍，萬花環繞，仙女數百人，妝束各異，見君咸起立作

禮。通姓氏，各以手中花片為贈。襭衣承之，得數斗。醒而憶之，半皆閨詠中人。」，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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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  論  

《西泠閨詠》收錄題詠杭州地區的古今女性，表現了陳文述對女性高

度的關注和興趣，具有發潛闡幽的意義，也凝出了女性歷史的縮影。因為

及於當代，使他的作品跳開了流於詠史或懷古組詩的可能，而與時代緊密

的聯結。又因涵蓋了不同身份的女性，而能避免單一階層的狹隘描述。而

地域的框限，又集中體現出杭州地區的女性人文景觀。結合了歷史、山水

與女性，《西泠閨詠》成為一部主題獨特的詩歌專輯。  

從歷史時空的角度來看，《西泠閨詠》呈現了杭州地區女性人文發展的

概況。從上古三代以迄唐代，杭州女性是沉寂的；宋室南遷，杭州愈加繁

榮，此時《西泠閨詠》則以后妃宮嬪為主。明清時期，書中收錄則明顯的

偏重於閨媛才女，大量的人數具現了杭州地區女作家的盛況。至於歌兒妓

女的人數，也以明清時期為多，反映了杭州風月之盛，以及文人流連芳叢

的生活逸趣。  

女子留名的不易，使陳文述有意識的從事采擇題詠的工作。即使失去

姓氏僅存小名的女子，隱藏在雜志舊記中，或是傳述於鄰里、友朋之間，

他也願意鉤沉彰顯出來。采澤的寬泛，題詠的詩情，試圖召喚女性的存在，

彌補歷史的虧欠，陳文述的初心應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眾多的題詠中，當然反映了陳文述對女性的思考、觀看與期待。

紅顏薄命，芳名湮沒，固是他所耿耿於心的；但是，才女之可賞，美女之

可欲，賢女之可欽，亦都化為女性美的內涵。當他以優美的文筆描繪這些

女性時，同時也構築了他心中女性的完美形象，像一個畫者的筆下寫真，

無論是濃筆重墨，或淡寫輕描，都是流瀉了他眼中、心中的解讀與詮釋。

當他傷歎女性的命運，或嘉賞女性的才華時，都只能說是他與眾多女性是

站在同一立場的；儘管他充滿感性的支持，為女性落淚，為她們喝采，但

是，歷史的侷限，使陳文述一方面服膺女性是天地靈氣所鍾的論調，一方

面卻無法直指女性處境的核心問題。他看似涵蓋了不同身分階層的女子，

卻實際上凸顯了女性角色的封閉性與單一化。美化的題詠，反而成了一廂

情願式的表白，因此，他的觀看凝視還是停留在對女性德、才、色的稱許

與眷愛。女性群體的畫像滿足了男性的觀看與文人才子式的吟詠，女性的

面貌仍是集體浮掠的光影，《西泠閨詠》所構築的女性美學，反而映現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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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文人的自我展演。  

當世文人對《西泠閨詠》的反應，還是在陳文述「表章」古今女性，

以及它的「名作尤美不勝收」的讚揚 59
5 9。女作家談印梅、于月卿的推崇亦

然 60
6 0。于月卿甚至還唱和了《西泠閨詠》一百二十首 61

6 1；稍晚的董祖壽更

是用了繁麗的四六長文再次籠括《西泠閨詠》中的女子，推重的仍是「題

宮闈之小名」以及「仙心」、「靈想」的文字之美。 62
6 2。但是，陳文述畢竟

清楚知道他所蒐集的不足，他說：「何能盡於此也」，是真正了解歷史的浩

瀚，文獻的零落，不免會有遺珠之憾。他期待後人能為之補遺加注，也期

待後人「續為編纂」。開放的態度，為他的采擇保留了可以不斷增補的空間，

也向未來開展了更豐富的可能性。誠如他所說：「或更數年，或更數十百年，

或與吾並世而生，吾得見之；或生於吾後，吾不得見之。安知不有好事如

吾者，更為裒輯而歌詠之以續吾集者？」 63
6 3，那麼，他的侷限與不足，或

可因此獲得彌補，所以他又有「是刻即謂盡於是焉可也」的慰歎。日月無

窮，人事代興，後世當有更多優秀的女子陸續而來；對陳文述而言，《西泠

閨詠》是已完成而又未完成的作品，這個待續的歷史長卷終將無限開展，

留給湖山煙雨，也留給後世無數向歷史走來的女子。  

 

                                                 
59  見龔凝祚＜西泠閨詠序＞，頁 14；又，張雲璈＜西泠閨詠序＞：「義兼勸誡，何如女史箴傳；語帶煙霞，不愧

美人湖長。」，頁 3。  
60  見談印梅＜寄謝陳孝廉雲伯＞詩：「多少宮閨名氏錄，至今遺韻滿江南」，見潘衍桐編《兩浙輶軒續錄》卷 54，

頁 36，清光緒十七年浙江書局刊本。又見于月卿＜偕琴仙編輯西泠閨詠謹題一律呈頤道夫子＞詩：「使君詞翰

太縱橫，刻翠鐫紅錄小名」，陳文述編《碧城仙館女弟子詩‧于蕊生織素軒詩》，頁 8，民國四年西泠印社聚珍

版刊本。 
61  見《頤道堂詩選》卷 23＜道出瀨陽女弟子于蕊生以和余西泠閨詠百二十首就正為題一律＞詩，頁 32。  
62  見董祖壽＜西泠閨詠後序＞：「題宮闈之小名，艷分綺繡；聯美人於芳譜，合訂金蘭。….譬之珠林晝靜，瑤花

自開；銀漢夜清，碧雲不動。論其詩品，要有仙心；蓋靈想所通，非塵襟可冀也。」，頁 23。  
63  見陳文述《西泠閨詠》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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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lery of Female Images in Chen Wenshu’s Xiling Guiyong 
 
 

CHUNG , Hui-ling * 

【Abstract】 

     The more than 500 poems in Chen Wenshu’s Xiling Guiyong dedicated to 
the writing of females of Hangzhou from ancient times to Qing dynasty.  The 
whole book shows Chen Wenshu’s interest and concerns of women past and 
present.  This article will first of all look into the origin and background of 
Chen’s writing and then go on to discuss the images of women as presented by 
him in the book, which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e categories of palace ladies, 
virtuous women, talented ladies, concubines and maids, prostitutes and singing 
girls, and Buddhist and Taoist women.  Lastly, the author will venture an 
exploration of female aesthetics, discussed from the aspects of Virtue, Talents, and 
Beauty, so as to present how Chen sees women, what he expects from them, and 
his aesthetic ideal.  In the final analysis, Chen is not simply “writing women,” he 
is in fact writing himself through his women writing. 
 
 
 
 
 
 
 
Keywords: Chen Wenshu   Xiling Guiyong   Hangzhou   female image 
 Female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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