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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要] 本文考证了清代禁毁书《静悱集》成书 、刊刻及遭到禁毁的原因和经过 ,并对作者身世及本书的版本流传递

嬗做了简要考订。通过对诗集中有关词语的剖析 ,阐述了清代文字狱中对“语涉违碍”类书籍禁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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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悱集》十卷 ,附录一卷 。诗文集 ,明吴之甲

撰 ,清乾隆四十六年(公元 1781年)被禁毁 ,见列

《清代禁毁书目》中。

作者吴之甲 ,字元秉 ,号兹勉 ,江西临川(今江

西临川)人。生年不详 , 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

1610年)进士 ,授松江推官 ,累官

福建参政 、两浙督学 。卒于明代天

启年间。吴之甲生平好读书 ,经史

子集皆研读 ,常键户不出 ,废寝忘

食 ,以致“呕心断頾 ,研肘贽髻” ,自

言“我辈生平快心事 ,一在闲居观

书 ,一在随地救物” ,并极为赞赏李

谧之语“拥书万卷 ,胜南面百城” 。

其为人清雅 ,性狷洁 ,慎取与 ,戒俗

气 , L谈盐米。为官清廉 ,虽历位

显要 ,仍贫士书生之态。督两浙学

政时 ,拒请托 ,防捉刀 ,以唐宋制科

法拔俊英士 ,颇有卓绩。对官场事

态亦体察至清 ,有诗《宦态》云:“仕

宦若戏海 ,谢傅取忘机。风急浪转

猛 ,如此将无归 。”这也是他能保持

为政清廉良好心态的反映。其诗

以性情行音韵 ,其文则风骨隐秀 ,

颇为时人所称道 。附录中有门人

黄元会所撰《祭文》一篇 ,略记其生

平事迹。《文宜行书》“吴公暨配杨

宜人合葬志铭”有其记。

《静悱集》初成于明崇祯年间

(公元 1628-1644 年),为吴氏之

子吴奇杰在其死后整理遗稿 ,编制

而成 。全书共有诗 、录 、序 、记 、传 、

祭文 、志铭 、议 、策 、启 、书等类撰述
十余卷。书首冠其同年好友郑以伟 、韩求仲序文。

其书“序武举则激以同仇 ,序浙士甲子齿录则谆谆

于去朋党 ,以同人为倾否之法 。见之咏歌 ,尤为激

烈” ,问世后颇受时人称颂 ,或相传抄 ,江浙一带到

任官员亦必索读 。康熙十三年(公元 1774年)书

板不意毁于兵燹 。乾隆四年(公元 1739年),其五

世孙吴重康以旧本重刻 ,并请同乡李绂为之作序 ,

使此书得以再次付梓流传。但好景不长 ,仅四十

年后 ,即于乾隆四十六年(公元 1781年),又被闽

浙总督兼管浙江巡抚陈辉祖奏缴 ,指书中“于《苏

松》 、《浙江》 、《程策》等篇 ,大有违碍” ,于同年六月

奏准禁毁 。所幸此集实禁而未绝 ,

虽极稀见 ,但至今仍存传本 ,见有

中国国家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 、上

海图书馆存藏三部 ,均为乾隆四年

重刻本 , 明崇祯间初刻本已不

可见 。

中国禁书之史 ,其来久远 ,自

秦始皇焚书始 ,历代皆文网张布 ,

至清乾隆年间禁书狂潮至于顶峰。

清王朝入关以后 ,顺 、康 、雍 、乾四

朝 ,近一百五十年间 ,文字狱 、笔

祸 、禁书之事连绵不断 ,至清中晚

期亦时有所闻 ,成为清代文治政策

之一大特色。禁书之目的 ,无外乎

为维护统治而计。因此 ,禁书对象

除少数为寻常百姓所能理解的 、历

代皆禁的淫词小说外 ,主要还是有

碍清廷皇权与满族民族尊严的史

籍与诗文集。汉民族世居中原 ,以

汉族文化为正统与中心 ,视边远少

数民族地区为异端 ,称“胡虏” 、“夷

狄”。满人以异族入主中原 ,为维

护自己的地位 ,自然要正名 ,因此

清廷对一些禁忌字眼考察之精细 ,

堪称前无古人 ,如陈垣先生在《旧

五代史辑本发覆》中所列清人忌字

多达十余种 ,即:“忌虏第一 ,忌戎
第二 ,忌胡第三 ,忌夷狄第四 ,忌犬戎第五 ,忌酋第

六 ,忌伪忌贼第七 ,忌犯第八 ,忌汉第九 ,杂忌第

十” 。以此看来 ,可禁之书自然太多矣。明末清初

史籍与诗文集 ,多言及边事与时局 ,触碍禁忌之辞

在所不免 ,因而被列为禁书 ,大加缴毁 ,乾隆年间

被四库馆臣奏准禁毁的前明史籍与诗文集就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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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五百余种 ,各地方奏缴禁毁书目中亦极多 。吴

之甲的《静悱集》即属此类语涉“违碍”而横遭禁毁

的书籍。

读《静悱集》中 ,有《漆室吟》 ,其中《一伤》言

“从来党锢空人国 ,惜也吾生复见之 。贤隐定知天

地闲 ,如何国步得清夷” 。其中“清夷”之语 ,自当

属“违碍”之禁。又《虏倭 ·壬子苏松武程》中云:

“自古鞭挞四夷 ,控制人竑……今日闻汉人曰戎狄

者 ,嗣方之异气也 ,起性顽狞 ,不可3明之以礼 ,天

恐其为中国患 ,故特置之莽飱大漠之乡而限之。

迺今日愈有不可言者奴儿哈赤 ,勾宰拱以称戈 ,而

东驾之多不可面矣 。”如此类之“狂吠”违禁之语

等 ,不尽枚举。

无独有偶 ,乾隆间给《静悱集》重梓作序的李

绂 ,其诗文集《穆堂初集》 、《穆堂续集》等著述也早

于乾隆三十三年(公元 1768年)遭到禁毁 ,成为乾

隆朝著名的文字狱之一 。李绂 ,字巨来 , 亦临川

人 ,号穆堂 ,以康熙进士入翰林 ,累官工部右侍郎 ,

为田文镜所困 ,曾被雍正绑缚西市 ,旬得救。乾隆

初召授户部侍郎 ,其学本陆象山 ,博闻强记 ,下笔

千言 。李绂罹患文字狱 ,一是因为文集中有“悖谬

语言”及“语多愤嫉” ;二是因为他与戴名世七夕同

饮。不过乾隆皇帝对他尚网开一面 ,说:“李绂所

作诗文 ,其间诚有牢骚已甚之词 ,但核之多系标榜

欺人恶习 ,尚无悖谬讪谤实迹。即其与戴名世七

夕同饮 ,原在戴名世未经犯案以前 ,且坐中不止一

人 ,无足深究。”仅命将其书籍板片销毁即可 ,对大

臣吴绍等所奏上述罪状并没有一一认同 。

李绂因与吴家同乡 ,而为《静悱集》作序。不

想被作序的诗文集也在四十年后遭禁 ,这是与乾

隆四十二年至四十六年大禁有违碍诗文集的大气

候密切相关的 。清康雍时期 ,为了加强对知识分

子思想的控制 ,文网密布 ,乾隆即位之初 ,认识到

雍正竣急统治的弊病 ,开始缓解汉族知识分子的

不满情绪 ,乾隆初政的十六年中文字狱几近绝迹。

但乾隆十六年的伪造孙家淦奏稿案 ,又促使乾隆

认为全国尚有一股反清暗流在涌动 ,因此重开文

字狱 ,至乾隆四十一年已达七十余起 。乾隆四十

二年至四十六年 ,文字狱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

潮 ,短短五年间就有五十余起 ,其直接原因是乾隆

实行的在全国范围内举报 、查办危及统治的禁书

政策 。从乾隆二十二年(公元 1757 年)对彭家屏

家藏明末野史案的查办开始 ,乾隆就对明末清初

的野史及诗文集特别注意 ,想把记录这一时期的

不利于清朝统治的史实尽行销毁 。如果说乾隆

二 、三十年尚有一些宽宥的政策 ,如对李绂的处

置 ,那么在经过了各省查办禁书不力的几次教训

之后 ,乾隆于三十九年(公元 1774年)降旨明令查

办以明末清初野史为重点的一切禁书。各省大员

不敢懈怠 ,凡书中有些许“违碍”字眼 ,即纷纷胪列

上报 ,闽浙总督兼管江浙巡抚陈辉祖更是不遗余

力 ,所奏应禁之书达八百余种。吴之甲生逢明季

末世 ,其《静悱集》正是于时事有感而发 , “语涉违

碍”自然不免 ,其被禁也当是必然。

然而细读其中诗文 ,却让人另有感触。首先 ,

吴之甲以“静悱”自名其集 ,就颇有深意 。悱 ,想说

而不能说出之貌 ,语出《论语·述而》 :“不慎不启 ,

不悱不发 。”乾隆四年重刻本李绂序中云:“先生即

不得处言路 ,即越职以言 ,而黑白莫辩 ,王之不明 ,

井泥不食 ,亦惟有静而已矣 ,悱而已矣” ,实则“谓

静非静 ,悱非悱” 。吴氏生逢末世 ,天下动乱 ,内有

朋党相争 ,外有强敌来侮 ,边事不宁 ,大明江山气

数将尽 ,内外交困 ,志士仁人多忧愤于国之不兴 ,

但能喻之将亡 、诉诸笔端者 ,却需有一定的胆识。

吴之甲于明代天启年间所作《漆室吟》 ,颇为流传 ,

时人见诗题于邮壁 ,不知谁人之作 ,待《静悱集》

出 ,才知为吴氏手笔。诗中字句更令人惊异:《一

伤》已见前文;《二涕》则言:“厌言专致言官横 ,言

路侵全国体轻 。九列三公都掣肘 ,如何世道得升

平。” ;《三哭》曰:“二祖艰难百战来 ,将为九庙千年

血。小臣蚁鬭与蜗争 ,莫触不周天柱折” ;其《四

恸》言:“深层日久太阿移 ,识者蚤知天欲蹶。恐即

全倾大内金 ,也难补得金瓯缺 。”如此大胆预言明

廷大厦将倾之诗句 ,于明时未曾被禁 ,却在清初因

违碍字眼反遭禁毁 ,令人深思 。

此书见于《四库全书总目 ·禁毁书目》中 ,传

本甚稀。2000年北京出版社编辑出版《四库禁毁

书丛刊》 , 曾使用首都图书馆藏本为底本影印

此书 。
[ 参考文献]

[ 1] 清代禁毁书目四种索引[ M ] .杭州:抱经堂书局 , 民国 20 年

[ 1931] .

[ 2] (清))姚观元.清代禁毁书目(补遗)·清代禁书知见录[ M ] .

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 , 1957.

[ 3]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清代文字狱档[ M ] .上海:上海书店

出版社 , 1986.

[ 4] 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 M ]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

社 , 1989.

[ 5]王　彬.清代禁书总述[ M] .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 , 1996.

[ 作者简介] 刘乃英(1962-), 女 , 大学本科 , 副研究

馆员 ,现任首都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 , 已发表论文

7篇。

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