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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江浙诗坛群星璀璨，仅京口一地就有“京口三诗
人”、京江前七子、后七子等诗人群体，更有张玉书、王文治等本
埠名人点缀其中。其诗作风格多受同时代江南诗坛祭酒袁枚的
性灵说影响，既追求朴实，洒脱豪迈，也不乏清新随性，细腻动
人。文章对京口诗人群体的交游活动做一考论，在分述其交游
的同时对其传播京口历史文化的重要影响做一剖析，并进行深
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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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文化名城京口，是吴文化的发源地，从“丈夫生世会几
时，安能蹀躞垂羽翼”的鲍照，到“酒兴曾无敌，诗情旧逸群”的许

浑，以及辛弃疾“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
总被雨打风吹去”的豪迈，诗歌已经使镇江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

究者颇受关注的地域。发展至清代，更是以大批杰出诗人的出

现，雅韵叠层。京江诗派是乾嘉时期产生于京口地区的诗人群

体，其中主要包括“京口三诗人”、张玉书、王文治、京江七子等。
京江诗派的出现既引领京口文化的一方胜景，同时也是清代地

域性文学特征中的一种体现。在京口诗人群体的诗作中，故乡

山水自是能让其纵情满怀。但他家山水也同样能让京江诗人们

畅咏其间。山水诗话间，既填满了京江诗人自己的情怀，还饱含

着京江诗人与外埠诗人或群体的深情厚谊。先简述下诗派前期

代表群体京江前七子的交游。
京江前七子的主要历史文化交游主要集中于京口本地。而

交游唱和也以京江前七子本身及京口本埠其他诗人为主。但

是，作为京江诗派的初期组成，京江前七子已经将文化的交游融

会在诗歌创作中，实为不易。在前七子的诗钞中有大量的内容

对此有所记载。七子之一鲍野云有诗作《同人集江上分赋诗人

池馆得陆放翁风月轩》:“投老时宽吏亦间，斯人岂合卧邱山。数
弓宅近流觞地，一点心悬大散关。结构方壶云山外，丰标围扇画
图间。蚍蜉若撼南园树，今古词人想厚颜。”①同人集于一地分别

作诗附和，是前七子的交游集中表现。与此相同还有相当一部

分诗作，如《初冬偕张舸斋丈应地山鲍野云释雪齐泛湖至桃花

庵》:“水落澹霜色，暖空涵薄阴。闻鸥狎静渚，胜叶辞疏林。”②

吴樸庄的《春日同地山柳村云崖鹤山宿焦山步梦楼太史韵》:“万
里孤帆挂晓风，海鳌直驾梵王宫。一声清磐夕阳下，时有僧归苍
翠中。”③焦山气韵，清磐苍翠，吴樸庄的唱和着实给故园风景又

增添了不少神韵。应让诗作《登月波台看东升和洪亮吉太史韵》
也是京江前七子的交游明证:“满江金碧漾，海气上朝礅。梵鼓
初传寺，春潮直到门。野桃花似雪，岸柳色犹昏。结得烟波侣，
旋开卯酒尊。”④闲情逸致，春潮到门，诗作是应让与洪亮吉的唱

和之作，也体现了京江诗人尤其是前七子的交游。此外应让还

有《九日无菊郭宾门( 观) 兰池( 绮) 招同江宁周午塘( 之桂) 淮安

蒲抉亭( 汴) 泰州陈理堂( 燮) 维扬詹石琴( 肇堂) 张又莪( 彭年)

同里张舸斋鲍野云集桃花庵作》:“花事江乡未可欺，连宵风雨冷
东篱。幽怀似我原难展，晚秀如君亦太迟。扫径漫教邀热客，开
尊谁与照秋池。美人自古伤迟暮，独对南山有所思。”⑤诗题印证

了京江后七子广泛的交游，江宁、淮安、泰州的各位先贤齐堂而

作，共同唱和，开杯畅饮，以诗为友，也以友和诗。也正是在前七

子这种朴素的交游形式以及内容中，才使得京江诗派的文化交

游在单纯的交游唱和中不断得以升华。
在前七子的影响下，才情满酬的京江诗派后七子，也因为性

格多温柔敦厚而不乏挚友。同时，也因为他们喜游山水，常常外

出访友。以诗会友，为友赋诗，从他们的诗歌中，也能看见他们

四处游历的足迹，以及和友人交游的频繁。
吴门山水，西湖盛景，远至五岳洞庭都在后七子的笔下频频

出现。如周子如的《游清凉山》:“松篁一路白云间，独坐园亭花
鸟间。破衲老僧能解意，推窗唤看六朝山。”⑥诗人由一方山景到

六朝旧事，衔接自然而感怀古今。同时诗人也不忘情景交融回

首金陵。同是吴门山水，刘炳勋也有《舟次吴门书感》，诗中有

“扁舟一棹近胥城，夹岸楼台争送迎。锈闼笙歌天半起，画船灯
火夜深明。”⑦同样也是夹岸楼台，画船灯火。除了在吴门眷山恋

水，杭州也同样在刘炳勋的笔下精致玲珑。与偏安江南的杭州

苏州不同，扬州自古便与镇江交往密切，后七子也时常于扬州留

恋不已。如张明经的《召伯隶望湖》，“天光云影共夷犹，一碧琉
璃入望收。水上晴云霏不断，最溟蒙处认渔舟。”⑧张明经的《沂

州府》也是他外出足迹的一处，“琅琊东望海云生，落日城头画角
鸣。春过淮徐天亦吝，山连蒙羽地难平。关心短堠天征警，满耳
殊音动客情。看取沈沙遗镞在，长河犹带鼓颦声。”⑨这时候的风

景已经是长河落日，云海角鸣了。交游玩乐的同时，后七子也留

下了大量的诗歌。一一印证了与友人的情深厚意，或请柬，亦或

赠别。如解布衣的《东皋寄朱虚谷》，“忆自五峰别，萍踪一载过。
何心寻雉水，随意狎欧波。衣食谋终拙，亲朋负己多。山窗何日
坐，相与话烟梦。”字句之间，却是挚友深情。刘炳勋的《送张孟

能挈眷之如皋》便是送友之诗。“移家向别处，雉水即桃源。此
去虽长策，何时返故园。干戈经两载，车马别孤村。郑重江头
路，风涛怅客魂。”故友别离，定是一番长短嘱咐。一往深情，往

后便只化作书信和字句变成回忆。解布衣的《送钱吟安之任杭

州》也是一首送友之诗。诗中有“判事久闻亭外水，表忠先认观
前水。湖山再到应生色，不似当年三日留”既有对友人的思念，

也有对友人即将上任的告诫。除此之外还有《南园主人招饮即

席奉赠》，《许砺如自西山过访喜作》《秋夜同殷伯纯》等，都可以

见证他们当时交游的频繁。
除京江诗派前后七子外，诗派中早期的“京口三诗人”鲍皋、

余京、张曾及张玉书也自是探新朋故交于途中，继而又养途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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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于心间，所到之处均有提笔唱和之作。张玉书在朝中因其刚

直朴素的性格而不乏挚友，因而在诗歌中常有文化的交游体现，

诗作《送邱曙成前辈之武昌》便是一例:“猿声夹岸听斜阳，江树
苍茫接故乡。却较长沙归路近，行吟何事怨潇湘。”⑩，又如诗作

《魏少司农可亭小集》:“莫怅离群客异乡，一尊聊共寄吾狂。风
来别墅闻清籁，雪尽空萧见夕阳。醉擘黄柑新岁月，梦回青草旧
池塘。”瑏瑡诗诗作质朴却不乏浑厚，只与友人道一腔热情而渐消

去些异乡之愁。诗作《送蒋岵怫先生归里》:“雪花如箭簇，夜半
薄庭树。送远悲别离，起座听鸡曙。朔风吹前绥，欲挽不得留。”
瑏瑢字句深情之间有张玉书对友人的关爱和不舍。余京也有与友

人交游之作，如《冬夜确士过余草堂》:“冻云不雨暗江郊，冒冷多
君款草茅。鸡黍今宵怀旧约，云山昔日感神交。”瑏瑣其与沈德潜

的交游极为密切，沈曾为其编选过诗集，并有:“风格遒上拔出众
人”的评价。京江诗派诗人交游之广，交流之深，在王文治身上

得到了体现。王文治带领着京江诗派与当时江南文坛诸多前辈

均有交游经历，袁枚、赵翼、蒋士铨等人与其更是有着极深的交

情。而这般情谊在诗作中比比皆是，赵翼、蒋士铨等人路过京口

时，总会拜访王文治或与其共至京口名山畅怀。如蒋士铨诗作

《京口宿春圃观察衙齐》:“来鸿去燕忽相逢，便觉情怀较酒浓。
官烛烧残眠不得，隔城听打蒜山钟。”瑏瑤而江南祭酒袁枚也有《甘

露寺感旧呈梦楼主人》等诗作，同样也是其与王文治情谊至深的

明证。在《甘露寺感旧呈梦楼主人》中有:“记得当年此地经，雪
花寒重锦袍轻。酒旁绿发初垂影，山上苍松半未生。卅载韶光
春易过，一条狭磴老难行。凭栏暗转衷肠事，江水无情浪有声。”
瑏瑥同样王文治也经常以文怀友，如《上巳后一日同袁简斋前辈吴

西泠布衣暨诸子补修禊于半舫斋得之字》:“雨中忽过执兰期，久
住西湖未有诗。敢说书名追禊贴，重将文燕补花时。庭垂新绿
摇帘槛，人对残红感鬓丝。欲就米家相半舫，飘萧江海任何之。”
瑏瑦又如诗作《初夏同程衡帆韩思穆鲍雅堂坐饮北固山下》:“落落
山川胜，茫茫人代遥。沉戈与折戟，今日未全消。草色侵衣带，
花香入酒瓢。春光留不住，新绿已遮桥。”瑏瑧淡雅清新的诗作既

是由景生情，也是王文治同友人的款款深情。同里应让有《焦山

和王梦楼先生韵》、鲍之钟有《北固山楼晚眺同王梦楼》等作品，

这些作品均为其贤士雅集时所作。也正是在这般的唱和、交流、
切磋中，京江诗派众诗人将山水写进情怀，将挚友写进诗句，也

将一方风雅不断传承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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