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歌者張麗人《蓮香集》

版本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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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廣東文獻之秘籍《蓮香集》，四百年來爲世所重，而版本流傳之序，各家之

説多有未安。本文考出本書凡經三刻，曰隆武原刻本、乾隆重刻本、道光複刻

本。隆武原刻、道光複刻本均已佚，乾隆重刻本又分人名不缺之初印本及鏟削

去部分人名之後印本，今惟後印本存世。本文據胡文楷鈔本確定乾隆重刻初

印本之原貌，又比較談月色鈔本及三種後印補字本，而推得道光複刻本之大體

面目。復據書中内證及陳蘭芝增輯《嶺海名勝記》，推測出隆武原刻本編排次

序與乾隆重刻本不同。最後揭示梁麟生父子重新編刻《蓮香集》，意在闡揚明

末廣東義烈，表彰南園詩社“文章忠孝兩臻絶”之文化精神，並指出本書在乾

隆、道光時的兩次重刊，廣東文士爲保存文獻而委曲求全，實具反抗清代文化

鉗制之意義。

關鍵詞：張喬　 梁麟生　 《蓮香集》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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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盜起，嶺外頗安，仕家子弟，多跌宕自喜，戚党相會，座半衣冠，宏獎

風流。裙屐少年，多適興於詩酒絲竹。會陳子壯放歸，主盟詞壇，里閈才

俊，多歸席下。孟陽與黎遂球、梁朝鐘、黄聖年、李貞、區叔永、王應莘、

黎邦瑊、王邦畿、鄺露、蘇興裔、梁佑逵以文藝相征逐，子壯皆引重之。

爾時濠畔朱樓，麗人雲集，獨秀先者惟張喬。孟陽益放情作達，集諸人爲

文酒之遊。孟陽最匿喬，喬亦依麗之。孟陽與遂球輩雖狹斜遊，而平日

以氣節自許。國變後，士大夫平日好議者，往往多敗節。乙酉，大兵已平

江南，閩粤一隅危累卵。建牙擁笏者，無北顧憂，群泄泄也。孟陽既憂

之，與遂球輩以忠憤相感厲。會烽火漸逼，孟陽將從戎扶義，時喬已前

死，乃葬喬。爲文告墓……且裒喬詩及己弔喬詩爲《蓮香集》。遂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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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１　 天津圖書館藏乾隆乙酉
重刻後印本蓮香集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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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鏞舊藏本蓮香集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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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寶閣舊藏本蓮香集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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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４　 張喬送黎美周北上詩手跡 圖 ５　 南開大學圖書館藏談月色鈔本蓮香集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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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原序五篇、題辭一篇、紀略一篇、跋一篇、短引一篇、征詩引一篇、

墓誌銘一篇、誄文一篇（附蔡守跋語）、山中捐植記（附蔡守跋語），無卷

首暨喬仙遺影、墓圖；

卷二　 懷仙志；

卷三　 惻惻吟、小懷仙、幽芳記等，其中惻惻吟百首經先後補鈔，始得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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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６　 蒲阪書樓舊藏本蓮香集卷五
補鈔羅履先詩作西園

圖 ７　 談月色鈔本蓮香集卷五據黄
殘本鈔羅履先詩鈔作西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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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陽既以哀詩百十首及喬之遺稿遍示詞人，葬後復營花冢，過而弔者頗

衆。於是得詩文漸夥，遂輯爲《蓮香集》四卷，卷一備載序、引、題詞、紀

略、墓誌銘、誄、跋等文，及張喬小影、墓圖，並《山中捐植記》；卷二曰諸

友《懷仙志》，曰《梅坳題石》，曰《雜詠》，皆諸名流弔悼篇什，而群妓之

作亦附焉；卷三則孟陽所賦《惻惻吟》百首，《小懷仙》十首，《和黎美周過

張喬故居》二首，而終以《幽芳記》；卷四乃録喬詩百三十餘首。瑒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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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重埋香骨，繁花徹嶺明。東風才子恨，春色美人情。薄命難逃劫，遺篇

易得名。馬嵬三尺土，終古愧卿卿。瑓瑡

《øKÃÂÊ·)r\》pûe),!《8�》g�r�Eß�。û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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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人張二喬，美姿容，善詩歌，諸名士社集必與焉。年十九卒，葬于白雲

山梅花坳，人植花一本詩一首，呼爲百花冢。輯麗人詩爲前卷
獉獉獉獉獉獉獉

，諸名士詩
獉獉獉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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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曰：忠臣孝子，無非鍾情之至。國變以來，余往見名流中，有擁紅妝

笑歌爲樂者。嗟夫！此得爲鍾情人哉！同爲先帝臣子，而冬青莫辨，

禾黍滿宫。當斯時也，何鸚鵡喉，非杜宇血？矧復悠悠度日，正恐美如

城北徐公，亦將改頭换面。坐上如花人，又安知不抱琵琶、埋青冢？乃

徒共作一場醉夢以斷送之。此得爲鍾情人哉？憶數年前，與彭子孟

陽，作走馬章臺戲，予固已解結索、拖弓弩、簇菱花、鑄芙蓉，彭子亦慧

劍疾揮，威弧奮振，騷激於懷，乃留得斷腸詩，爲張麗人傳。在麗人生

爲漢艷，死不汙於風塵，所爲以聲色蠱媚人，而致於忘國家之大難者，

俱不任咎。至若彭子，即此一片熱恨，已足爲君父用。余所以望彭子

出而運忠孝大節。彭子鍾情人也，其詩如此，其不負麗人，而忍負君父

乎？彭子行矣。瑓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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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８　 陳蘭芝增輯《嶺海名勝記》卷二複刻鄺露詩手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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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Þw]þ@，�ée�©,DC5Æ�Ð：

　 　 前卷

題辭一篇　 李廷芳序一篇　 喬仙遺稿　 惻惻吟一百首　 小懷仙十首　

跋一篇　 徵詩引一篇

後卷

序四篇　 短引一篇　 懷仙志四十二首　 梅坳題石三首　 惻惻行九首　

憶昔行十三首　 雜詠五十五首　 和黎美周過張喬故居二首　 幽芳記十

六首　 紀略一篇　 墓誌銘一篇　 誄文一篇　 喬仙遺影　 鄺露題詩　 墓

圖　 捐植記

v%),《8�》，C�D�¤Ç|ÝdA。P²Ý《Çvì°RgvB

6>÷8�çÅP華Ì~�ä,¹Æ¿>B6¶ÊÉ4》|ì：

伯鸞高潔士，竈突久無煙。不惜千緡貴，裝成四帙妍。麗顔宜早死，佳句

自長年。不盡彭公子，瑶篇肯爲傳。瑔瑡

vì°REvë�，�ì。|XvP¹，VIR，ûe),!�0f|

《5Dø》É。!Éc�¶!_û“�½ù(;，�5îý-”，瑔瑢í¨)µ

"Ð《8�》C�，n�vë�。�v¥ÝLX，《8�》ü�|!��

CN。_mçv¥ÝLøX�îX.�ç?d¿，Bòç?ÊÖvXT，

９１１明歌者張麗人《蓮香集》版本考論　

瑔瑡

瑔瑢

v%)D：《8�》� ５，《廣��》D}3：《廣��》)0í�}�3¶�m，Ó １６
（tÓ ４３３），( ２１６。
£Êá§}：《øKÃÂÊ》� ２，《廣��》D}3：《廣��》)ùíî}Z3÷ö
m，Ó １８（tÓ ２２７），( １５９。



~V/�。

ß^w]v�，³w7�\jÚ!�â，íûüÔßÆ�：

（１）5Dø�\��f鄺îçÉ，WÂsÚ!，íí�P²ÝgÂe�!

“�®gû”dX\，EWßÉ；

（２）�\D�~V，¿$>÷Éû，X$vÃs《)r\》，je�!¸；

（３）�\f>÷nÉ《tÒÓ》ì�，WÂsÚ!；

（４）�\T>÷《�X�》、《ÝÞLß》、《==ãê�ì]&》、《µ)û》

î�，�黄l´《)r\》É，́ Ú!d誤；

（５）�\d《)r\》f£LÊ《5Dø》ü�，WÂsÚ!；

（６）�\Tâ�M¦ûâ�6，¦ûâ·£、âl«，Q鄺�®dÃüª

W~；

（７）iP華ÌÅ誤û:��。

Àßí�"：

（１）Èvë�Î¾då，£Êá#t×ye�!《8�》，y�sÖ>÷

《tÒÓ》É，=>÷、黄l´É8´誤V。Rç£ÊátþÂe�!，5Dø

�\��íw�H鄺îüé，=D�~V$¿Xì�，¿$B6É，X$)r

dû，je�©,!üòQjûe),!s*；

（２）�\Tiâ�MdÃ，8ûâ�6、â·£、âl«，c�£Êá$o

Ja8Q¥，Oâü&5¥XùÉ，nÀ´xoç¿·£Ý»，y¨“·£”d

�，qb¿ßî9de�!gf；

（３）v%),《8�》，£ÊáBÞw.y，XgÂ�Y�k6ÃdX&

!，y誤.P華Ì（PÅ）$:��，e¥華Ì$��；

（４）£LÊ《5Dø》É，ÈûsûeìÊX，õ),!�ë0，£Êá¦

tþÂ|ÉQ，y~yÖ《øO�¢》，B}Ö《øKÃÂ\》。

五、 餘　 　 論

《8�》i`ù,：ü、e�Ä,!，ì、ûe),!，ù、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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ßÿ，%9Itúå!,!，Ç¼Â。瑔瑣 e�Ä,!DNsOme��ÉìÊ

1L（１６４６É ２n），$!SWÍd+!。Ç5ITW¬，XªíÞ#éÊ9，

�À|4$¿Xì�，¿�$B6Éúå�»ê¼É5û�，X�$vÃs)

rdû，úg5、¾uv、û�、á5、áTqêÊY。

ûe),!�Àûe®õDvë�ÝL，)µDÐXC，4©S$î�，

B§�PÅw�，�ûe®#sÚç>B6É#，$)0�。7+Ä&!0

�sûeùíÉìÊ，â�M、鄺�®、P)ávÃÉ¬；X&!¾©+]Ôb

vN5V，7¾ûeùíÈÉ。í³N$ûe),Ä&!�，f£_�ú!�

X�gú�!，XìSÇ8�WÂ4h。Qyfm{s£_�ú!dry!

�<dYÆ.!¬�，í4ûe),Ä&!$�。

v¥ÝL)µD}《8�》，b«yGÝz，Q{?A��。e�©,!

《8�》w>÷$r，wå�»ê¼ÉúvÃs“)r”dûÿX，Y¤>÷d

¶�Q&ÿhÄ，¢�~¢¿�T>÷dÊ^B'，*2å�»É�X�廣I

#s)rÚçvû，��×}d¢d1，u_�gÐsm2¸Îd\。X`v

¥ÝL)&D}，《8�》ük¶�$t�（FKT《OmZ3 %#î》m4h

$t�。瑔瑤），Ê9mÊÂ¬d3，廣IUsûam4��d\。>÷wüÉW

ÎíÈdnL，_ü�j£L_、âü&、鄺î、lp/、黄O5、£L(、vC

１２１明歌者張麗人《蓮香集》版本考論　

瑔瑣

瑔瑤

$Âa®5S'ú¦§5çV!《mKÏSC》) ６ Ó6VE4h：“《8�》，ü!0
�，å!,!。”$Ì�ù'gú%9I《YÏµúSCh》�VE4h$：“《8�》，
ü!。”È�¸üS。�%9ImKÏúS，�u$Âa®5S'�#§yã�ùú，
$Âyã�ùú�$Ì�ù'_fü34，Å¼Â。$Âa®5S'gú!b!SE
Ａ０３３５２，�ûe),X&!，S]<f“�|gú”Õ#&，c$MLsØ·�|]ú，Q
�$îÓ，_j%9IúSC9$ü!�W^。Ov １９４３ É《aã$Â5S'À�_r
T#SMAªN!t54mÊÓ》，ä“《8�》îÓ，måå�}，Êûe^?*Ï,
!”，ÈEßR。W¨å!,!,sÑõ、Ç¾Ñ1？å!��RëÐÜR《�,!«M
4mCh（§..m+）》þP��，_´9g。w]#é<@4¶Â%9I：《mKÏS
C》（$Â：%¥mKÏy!，a®5S'ú），Ó ６，( ２９ａ；$Ì�ù'D：《YÏµú
SCh》（]K：]K?Sr+N，２００９É），( ６１；$Â5S'r+NLM�&øD：《m
Êw�NúSCã(》（$Â：$Â5S'r+N，２００８ É），Ó １６，( ６６８；RëÐÜR：
《�,!«M4mCh（§..m+）》（IÂ：7LSú，２００６É）。
FKT�：《OmZ》� １４《\)È3 %#î3 t�m》（$Â：T華S>，２０１６ É），(
８０７。



°、4�vOµÃssb²。《8�》W(¬d¢ÆndÒ?©Â，�YmL

OµÉNI8Á�d{h。

v%《),8�X》{：“Ìì÷，üd¢nL，Jw¸±94，:E^;，

�>8 ，Ly¢。ó�»<ÃU=ds，�y¿>，W�Wì。Qv~û_

8?@bb，ÖÁ©，)±A，¦$Ûå+�W9Ô。üõ��ÂÂ，ÍÎBê，

gùC.，sjD�s�¿，Q�)sWX，®¼ª|ÃdW+、+dW�”，瑔瑥

�Â|�¸�、.r\d}。Û$JÝvë�gDNdî�!《8�》，B§

�0$.D，Q(aPÅqÉ¶,gû《E¹Æw>÷�6¶ÊÂ¿Éwä

dfX》 É¾s��，mY«Ja²�，《8�》gs，8“m2�”（PÉ：

“��m2�，8*W±�。”瑔瑦）dû。

Ê¬4áLFz《OµÉN�》{：“ü¬�¼ÑÒÂ。×�ÍZÉùk。

GH�5ÁÃ<，÷6ã起C)ñ。#^mlÑI#，̂ 6zßY��。”h

“Éùk”�，nOµÉN`Oµ¿X0L，*�mLíìLR。gh#化，E

Yüaõd¾¿°Jj+¯。OµÉN0µs�L，!K、lÊ、黄m、4D、�

°ßNLMs×�Í，;b���·，w]çù�$}u，�Oµ0L。�^

T，�¡、vf)、âaÄ、ß¶、4õ�BßNsß，�X0L。OµÉNÎ

E�aa，$øO5Îä5É#wg�，qmw£L_$�dOµíìL，�

Y“#^mlÑI#，̂ 6zßY��”。PÉX{：“DÌ！#m（£L_）m

Ô，�M_mÔR。÷ünL，QùÉü¶，JBìNw+，÷üÑyQvß。

{�_f÷g¶Êüã，�h{�NçÉ|]，³w¿�。�øá,¥øý�

MgSùÉ，î£TOèn（£L(）d跋，�ø$üP，rÖð]，w$Ûn

;Q_düùV。TO�，#md¤，_OµN6dü。ÛÛåBROµÉN，

eøwß$�¢�ÀN。”瑔瑧P²ÝÉ{：“�«)YN，Oµ°X�。”瑔瑨v%$

《8�》ED�0，áÊÄPÅü·(zûe“È¬”，mY Ä�ßü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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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瑥
瑔瑦

瑔瑧
瑔瑨

《),8�X》，《廣��》)0í�}�3¶�m，Ó １６（tÓ ４３３），) １４８(。
v%)D：《8�》� ５，《廣��》D}3：《廣��》)0í�}�3¶�m，Ó １６
（tÓ ４３３），( ２１４。
¸],，( ２１３。
¸],，( ２１６。



W#dOµ¾¿。

q½Wr，¾Êr#化�cd¸Ê�，v¥ÝL),《8�》õ，�Wv

W¥ù34©#。Æ鄺îgû《>B6¾5》É， +È$PÅdû；�î>

÷《øX�》，e�!ÉçÈû《øX�Ú4ê²》；ê²Bf《RÊì^�黄l

´》，瑔瑩$ç>÷dû，QWÂsv¥g,；¿oâü&《ç?》ü#，v¥ÝL

W(�b#L“|W�B6Q��ÉÝåL�N”í0V，m#_frùd

�¥。ß#â"U《ì#¶�(》y!�c《â�M¬+》¹d，#Vjûe!

《8�》AW¸。“Ã�”û“ÃsÌ”，“¥�È�”û“ÅST�”，“e&¨W

�UV、Qþø”û“e&¨W�r
獉

W、�XY、Qþø”，“ºß¯”û“º�

¯”，“WWZs�É”û“WWZsr
獉

É”，“EßüIÇ�”û“EßüIÇ

&”，“rQ_ml�”û“rQ{ml�”。#L=Q“e��ÉÚI”。瑖瑠

Ñs��，í¨《ì#¶�(》g¹，È�use�©,，ç¾ÊdA�$Ò[，

^s�»Dß4wa¾!\dÄyR。v¥ÝL$å$#é，WvW�#T

“¥J”dÒ�&Àf，|\í¦，|±í�。!ST|Û#V，¦ªfÌv¥

ÝL�¥�，Xw#é´2，Ç6ª´9ûåÍ。�4ûe�J燬d8ù²，v

¥ÝLeøS+]â�M、鄺�®、P)áYÃû8鏟b，Ç__sÀ]dA，

¼íëb。

《ì#¶�(》W¨ysÑõ，¿fP²ÝX，7ûeTyh。²Ýjv¥

ÝLb，“|W�B6Q��ÉÝåL�N”í0V_WÂs《ì#¶�(》，

¦Èõ²Ý�!yh��b。ßí0V，Èü·¾廣I#6Ts+，·�M�

g,!Bv.Î。M�g,!cEÞûe),!Q(,，W¨Ñ6r<,&，

_W¨&sÑõ，<¨黄¤�túüÓ，lÌ±~�]ú�y!《8�》，í

�EÞ7!。ûeX&!g鏟bd6Ã，M�!8�.Î，X�bûeÄ&!

d]，Æ“Ðåâ�”M�!.$“âí6�”，“Úâ�M$]”.$“Úâí6

�M”Y，d|ûeÄ&!�ì(íî�“鄺�®ãîOK6”，M�!Èj��

３２１明歌者張麗人《蓮香集》版本考論　

瑔瑩

瑖瑠

Tá�TaL#é/0gD：《$,É》（廣�：øO�`r+N，２０１７ É），Ó ２２，(
１３５。
â"U：《ì#¶�(》� ７，《îÒJ燬S¾(》� １６，( ６６０—６６１。



!üò，誤û“âü&�M”。¾¿Æß，M�g,《8�》�´a$fyd

s。廣I#s¼ Êr#Vo·³，(#*¡^，E�(,《8�》，.$g

�，wåm9�，�~U�。_ÎèÊr�5�k#é，ÊÚ6a�ZÊu，÷

�_`，æu´6。

（作者：深圳大學人文學院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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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書

《8�》（N¥!）。89：ûeùíÉ),!，89�òzá5S'ú。

《8�》（NOPç^，X C、<dYóú）。廣�：廣�È#ùOL/0úú，ûeùíÉ

),!。

È8¸i：《Â�,Iûah》，M@!}：《Ê¬+Ê¾(·ûim⑤》。#$：#§m#S

>，１９８５É。

]KSar+ND：《Ê¬#Vop（§-!）》。]K：]KSar+N，２０１１É。

lÌ±：《í¶¾Q（§-!）》。廣�：廣I6ar+N，２０１４É。

Tá�TaL#é/0gD：《$,É》。廣�：øO�`r+N，２０１７É。

L·：《m>÷5Dø<@}5》。廣�：廣IÌ#Z/0'D&，１９５４É。

$Â5S'r+NLM�&øD：《mÊw�NúSC�(》。$Â：$Â5S'r+N，

２００８É。

¡6Y'R：《Ãùöu》（ûeùíÈÉ），yã�ùúD：《yãØ!¾(·廣I;�ö

u》，Ó ３。KB：KOr+N，２００１É。

RëÐÜR：《�,!«M4mCh（§..m+）》。IÂ：aLSú，２００６É。

[�Ê：《廣InL%#O》。$Â：,-&S'，１９４１É。

r#c：《�¬qn4ûO》。]K：]KLMr+N，１９８５É。

r#cy!《8�》。ã}ú。

89T#�#ù'D：《廣IS¶h》。89：89T#�#ù'D&，１９８１É。

1�Ý：《m�O5》。$Â：T華S>，１９８４É。

£Êá§}：《øKÃÂÊ》，《廣��》D}3：《廣��》)ùíî}Z3÷öm，Ó １８

（tÓ ２２７）。廣�：廣�r+N，２０１５É。

£Êá(：《øK�¢》，《廣��》D}3：《廣��》)0íc}�3t�m，Ó １８（tÓ

４９３）。廣�：廣�r+N，２０１５É。

!z起：《{S�ÊED》。]K：]KLMr+N，１９８０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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Ý®D，£3Ê}：《ÕÎ�©ìá^u》，《廣��》D}3：《廣��》)ùíî}Z3

÷öm，Ó １３（tÓ ２２２）。廣�：廣�r+N，２０１５É。

v%)D：《8�》，《廣��》D}3：《廣��》)0í�}�3¶�m，Ó １６（tÓ

４３３）。廣�：廣�r+N，２０１５É。

vë�：《ä�ÉQ》，《廣��》D}3：《廣��》)0í�}�3¶�m，Ó ２５（tÓ

４４２）。廣�：廣�r+N，２０１５É。

<dY：《Üµ?µ》。�»：�M¢'r+N，１９９７É。

õDÈ÷(uýNø!Æ：《õDöuÊ\ÿaa^-!》。b�：Tá�r+N，１９９３É。

$Ì�ù'D：《YÏµúSCh》。]K：]K?Sr+N，２００９É。

%9I：《mKÏSC》。$Â：%¥mKÏy!，a®5S'ú。

廣Iº黄#化/0"、Ãùº黄#化/0"D：《ø�()———ÊàÓ/0#é�》。廣�：

廣I6ar+N，２００４É。

廣IÌTá5S'：《黄�R~�q¿“廣I#é”SC》。Tá：廣IÌTá5S'ú，１９５６

É�&!。

â"U：《ì#¶�(》，《îÒJ燬S¾(》� １６。$Â：$Âr+N，１９９７É。

FKT�：《OmZ》。$Â：T華S>，２０１６É。

�Í�：《SÜ¸v———�Í�LM+!¨Âh》。$Â：a®5S'r+N，２０１０É。

P²Ý：《0áuÜ》，《廣��》D}3：《廣��》)0í}L3ÔIm，Ó １（tÓ

４０１）。廣�：廣�r+N，２０１５É。

P�Ù：《,#2¢h》，《廣��》D}3：《廣��》)0í�}�3¶�m，Ó ２９（tÓ

４４６）。廣�：廣�r+N，２０１５É。

二、論文

GAª：《OaU6>ì÷》，《廣I#é�(》) ２�) １J，( ５９—６２。

£ÃÄ：《ê�>B6》，《廣I#é�(》) １２�) １J，( １６—２０。

黄îS：《8�j5Dø》，《%Ü¾h》)ùD。89：,-&S'894'，１９６２ É，(

１２０—１２９。

{ã：《aÍ■Î·>B6¾u（E）》，《89T�I》üÈùîÉ�ní0å，《%`j6�》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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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拓本

âü&：《ê�ì÷>B6¾uv》，N!。廣�：廣IÌ�ù'ú。

四、網絡資源

nÃ：《ＵＢＣ ú ! 〈 8 �〉ð  》。 ｈｔｔｐｓ：／ ／ ｂｏｏｋｓ． ｇｏｏｇｌｅ． ｃｏｍ． ｏｍ ／ ｂｏｏｋｓ？ｉｄ ＝ ｏｄｅ

ｕＱＥＡＣＡＡＪ＆ｄｑ＝8� ＆ｈｌ ＝ ｅｎ＆ｓａ ＝Ｘ＆ｖｅｄ ＝ ０ａｈＵＫＥｗｊＭ７ａａｈＭｂｊＡｈＵｍＱｈＵＩＨＸＨｅＤＶｃＱ

６ＡＥＩＭｊＡＤ。

³sY�：《T#b!LM�×沿£：wWÐïiÍÁj�gúT#b!LM$V》。Aµ

©w。Â ｈｔｔｐｓ：／ ／ ｍａｘ．ｂｏｏｋ１１８．ｃｏｍ ／ ｈｔｍｌ ／ ２０１８ ／ ０９２５ ／ ５０１２２２０３３１００１３１４．ｓ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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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Ｌｏｔｕｓ Ｆｒａｇｒａｎｃｅ ｂｙ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ｒｅｎ，
ａ Ｓｉｎｇ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Ｊｅｒｏｍｅ Ｔｓｕｉ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Ｌｏｔｕｓ Ｆｒａｇｒａｎｃｅ （Ｌｉａｎｘｉａｎｇ ｊｉ）ｉｓ 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ｅｍｓ

ｃｏｍｐｉｌ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ａｍｏｕｓ ｓｉｎｇｅｒ Ｚｈａｎｇ Ｑｉａｏ （１６１５ １６３３）ｂｙ Ｐｅｎｇ Ｒｉｚｈ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ｙｅａｒ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ｗｕ Ｒｅｉｇｎ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１６４５）． Ｔｈｅ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ｉｚｅｄ ｐｏｅｍ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ｈｅｍｅ ｏｆ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ｃ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ｓ，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ｖａｌｕｅｄ ｆｏｒ ｆｏｕｒ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ｈａｓ ｌｏｎｇ ｂｅｅｎ ａｂｓｅｎｔ ｉｎ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ｅｓｓａｙ，ｗ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ｎａｍｅｌｙ （１）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Ｌｏｎｇｗｕ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ｔｈｅ ｒｅｐｒｉ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 ｒｅｉｇｎｐｅｒｉｏｄ （１７３６ １７９５），ａｎｄ （３）ｔｈｅ ｒｅｃａｒｖ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ａｏｇｕａｎｇ ｒｅｉｇｎｐｅｒｉｏｄ （１８２１ １８５０）．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ｗｕ ａｎｄ Ｄａｏｇｕａｎｇ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ｌｏｓ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ｗｏ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 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ｒｉｎｔ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ａｌｌ ｎａｍｅｓ，ｂｕ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ｒｉｎｔ ｓｏｍｅ ｎａｍｅ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Ｔｏｄａｙ，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ｒｉｎｔ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ｉｓ ｅｘｔａｎｔ．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ｔａｋｅｓ Ｈｕ

Ｗｅｎｋａｉｓ 胡文楷 （ｃａ． １８９９ １９８８）ｈａｎｄｗｒｉｔｔｅｎ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ｍａｓｔｅｒ ｃｏｐｙ ｔｏ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ｌ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ｒｉｎｔ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ｅｎａｂｌｅｓ ｕｓ ｔｏ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ｏｇｕａｎｇ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ａｎ Ｙｕｅｓｅ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ｒｅｅ ｌａｔｅｒ ｐｒｉｎｔｓ，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ｎａｍｅｓ ａｒｅ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Ｌｏｔｕｓ Ｆｒａｇ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ｌａｒｇｅｄ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Ｒｅｎｏｗｎｅｄ Ｒｅｓｏｒｔｓ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ａｓ ｂｙ Ｃｈｅｎ Ｌａｎｚｈｉ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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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ａｌｓｏ ｉｎｆ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ｗｕ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Ｌｏｔｕｓ Ｆｒａｇｒａｎｃｅ ｂｙ Ｌｉａｎｇ

Ｌｉｎｓｈｅｎｇ （１８９９ １９８１）ａｎｄ ｈｉｓ ｓｏｎ ａｉｍｅｄ ｔｏ ｐｒａｉｓｅ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ｏｗｎ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ｌｏｙａｌｔｙ ａｎｄ ｆｉｌｉａｌ ｐｉｅｔｙ”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ｎｙｕａｎ ｐｏｅｔ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ｔ ａｌｓｏ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ｗａｓ 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 ｔｗｉ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 ａｎｄ

Ｄａｏｇｕａｎｇ ｅｒａｓ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ｍｕｃｈ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ｓ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Ｚｈａｎｇ Ｑｉａｏ，Ｌｉａｎｇ Ｌｉｎｓｈｅｎｇ，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Ｌｏｔｕｓ Ｆｒａｇｒａ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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