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劇為戈──傳奇《綠牡丹》的寫作與吳炳的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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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對明末傳奇《綠牡丹》的作者與創作背景有不同看法，本文擬對此進行考辯。
筆者依據相關史料判定《復社紀略》中記載「時相溫體仁族人編寫傳奇《綠牡丹》譏誚
復社社員」一事屬實，然該本傳奇今已失佚，而流傳的粲花齋本已經吳炳 (1595-1648)
改編。再據吳炳之交遊、相關文獻與劇本內文推斷，吳炳為復社洗刷「戲謗」，巧手轉
換了劇中嘲諷的對象，以劇為戈，對溫氏族人進行反擊，化解復社中人的尷尬處境。整
體而言，兩個《綠牡丹》本的內容存在著矛盾與相應之處，通過此一事例反映溫體仁與
復社間的黨爭，以及晚明戲曲創作與演出背後的多樣社會文化意涵。

關鍵詞：溫體仁，《綠牡丹》，復社，吳炳，粲花齋改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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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明末崇禎朝政治動盪，十七年間五十位閣臣來去。學者分析這一現象，除論崇
禎個人的性格特質外，多歸因黨派間的傾軋，其中任職首輔最久的溫體仁與復社社
員間的爭鬥，牽涉事端甚繁、影響層面極大。值得注意的是，傳奇《綠牡丹》的創
作背景反映溫體仁與復社成員間的恩怨。
溫體仁 (1573-1638)，字長卿，湖州烏程人，萬曆二十六年 (1598) 進士，
《明史》載：「自體仁輔政後，同官非病免物故，即以他事去。獨體仁居位八年，
官至少師兼太子太師，進吏部尚書接左柱國、兼支尚書俸，恩禮優渥無比。」1 在
輔臣頻繁更換的崇禎朝廷中，他入閣八年、任首輔達四年之久，深得崇禎信賴，對
朝政的影響力自然不容小覷。而復社是明末極重要的社團，雖然成立初期與其他文
學社團性質相類，亦有「古學復興」這樣的目標，然復社在崇禎二年 (1629) 創立
後，即被視為東林餘脈，除了講學之外，逐漸成為能夠製造輿論，甚至影響朝廷官
員任免的團體。2 日本學者小野和子如此概述復社的重要地位：「復社以全國性的

1

2

溫體仁傳見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308，列傳 196，〈奸臣〉，頁
7931-7937。史學家孟森論「天崇兩朝亂亡之炯鑒」亦言：「後來入閣紛紛，以卑劣之徒為多，而
所謂姦臣，則溫體仁久任至歷八年，周延儒亦前後兩任，為其較隆重者。」孟森，《明清史講
義》（臺北：里仁書局，1982），頁 320。
關於復社研究，容肇祖最早對其做了概要性論述，而謝國禎由政治的角度對復社進行研究。其後
研究復社較有成果的，多為日本學者，例如小野和子對復社成立始末及活動內容等作了較全面的
考察；宮崎市定則以張溥為中心，論述了當時復社所面對的社會環境與政治情勢；井上進主要討
論復社的學術思想，並以張溥、陳子龍等人為例。近期中國學者何宗美除梳理復社社員身分、政
治環境等問題外，亦以個別社員的作品企圖為復社的思想、學術與文學作總結性的定位。值得一
提的是，何氏除復社本身外，也留意到復社在當時以及對後來文化環境的影響，討論的面向相當
完整。參容肇祖，〈述復社〉，《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週刊》，78（北京：1925），此文後收
入氏著，《明代思想史》（上海：上海書店，1990），頁 335-350；謝國禎，《明清之季黨社運動
考》（上海：上海書店，2004）；小野和子，〈明末の結社に関する一考察──とくに復社につ
いて〉，《史林》，45.2（上海：1962），頁 37-67；45.3，頁 67-92，此文後收入小野和子著，李
慶、張榮湄譯，《明季黨社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九章，〈復社人士的抵抗
運動〉，頁 342-369；宮崎市定，〈張溥とその時代──明末における一鄉紳の生涯〉，《東洋史
研究》，33.3（東京：1974），頁 1-47；井上進，〈復社の學〉，《東洋史研究》，44.2（東京：
1985），頁 40-70；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何宗
美，《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續編》（北京：中華書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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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力量為背景，雖然在野，但是卻發揮如影子內閣般巨大的政治力量。」3 精要
地點出當時復社的性質已經超越文學社團，而具有不可忽視的政治實力。
溫體仁為在朝勢力最大的首輔，復社的社員遍佈朝野，在雙方關係日漸緊繃終
至勢同水火的過程中，有一部戲曲作品竟居於頗為關鍵的位置。在清初陸世儀的
《復社紀略》中記載：
當天如（張溥）之選《國表》也，湖州孫孟樸淳（按，淳字孟樸）實司
郵置，扁舟千里，往來傳送，寒暑無間。凡天如、介生（周鍾）遊跡所
及，淳每為前導，一時有孫鋪司之目。兩越貴族子弟與素封家兒，因淳
拜居張、周門下者無數。諸人一執贄後，名流自負，趾高氣揚，目無前
達。烏程溫育仁，首輔體仁介弟也，心醜之，著《綠牡丹》傳奇誚之，
杭俗好異，一時爭相搬演，諸門生病之，飛書兩張先生，求為洗刷，兩
張因親蒞浙，言之學臣黎元寬，元寬南張（采）同籍，聲氣主盟也，因
禁書肆，毀刊本，桁楊書賈，究作傳主名，執育仁家人下於獄。育仁
怒，族人在介生門下者為溫以介，力求解於兩張先生，不許，獄竟而後
歸。當是時，越中皈命社局者，爭頌兩張夫子不畏強禦，而婁江（溥）
與烏程（體仁），顯開大隙矣。4
從《復社紀略》所載可知，崇禎六年，溫體仁之弟溫育仁為譏刺復社社員創作了傳
奇《綠牡丹》，此劇廣為流傳並盛行一時。浙江副督提學黎元寬在復社首領張溥、
張采的請求下，禁毀了這部作品，還逮捕了溫氏僕從下獄，自此溫體仁與復社對立
的局勢便搬上檯面，也牽動了往後崇禎朝政局的發展。晚明是傳奇發展的高峰為眾
所周知之事，創作或演出都極為興盛，但無論是案頭或場上，戲劇大抵是以一種閒
賞娛樂的形態被闡述，至多言及作者寄寓於作品中的心志感懷，然據《復社紀略》
記述，《綠牡丹》的寫作已非僅是劇作家藉以賞玩排遣、抒情言志，更在政壇派系
3
4

小野和子著，李慶、張榮湄譯，《明季黨社考》，頁 233。
陸世儀，《復社紀略》，《續修四庫全書》第 43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湖南省圖
書館藏清抄本），頁 503-504。本文所引《復社紀略》皆據此本。關於《復社紀略》的校對，可參
井上進校訂，〈復社姓氏校錄附復社紀略〉，《東方學報》，56（京都：1993），頁 537-668。井
上氏概述了「中央圖書館藏鈔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雍正中程穆衡鈔本」、「北京大學圖書
館藏江陰繆氏藕香簃鈔本」、「復旦大學藏鈔本」、「北京師範大學藏鈔本」、「北京圖書館藏
鈔本」情況，並據以校訂。本文所用版本與井上氏皆異，然個別字句上細小出入、未有重要影響
者不另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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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爭中引動一發不可收拾的糾紛。
《綠牡丹》在溫黨與復社間「啟釁」的特殊創作背景，以及後來盛演直至遭禁
的過程，為後人提供探究晚明戲劇環境的新視角，然而這段因由卻頻遭當代戲曲學
者的否定，認為根本是子虛烏有、穿鑿附會。原因在於：今日可見《綠牡丹》最早
的版本為金陵兩衡堂刻本，作者署名「粲花主人」，另在扉頁有「粲花齋新樂府四
種」、「綠牡丹療妒羹畫中人西園記」字樣；由「粲花主人」的名號，應可確認作
者並非《復社紀略》所載之溫育仁，而是晚明戲曲作家、宜興人吳炳。5
吳炳，字可先，號石渠，江蘇宜興人，萬曆四十七年 (1619) 進士。其甥萬樹
有文曰：
先渭陽吳石渠先生，曾製傳奇五種，即今所傳《情郵》、《畫中人》、
《綠牡丹》、《西園》、《療妒羹》是也。先生年三十六為福州守，念
外王父春秋高，遂棄組歸，因教諸童子于五橋、石亭之間，拍新撰以娛
老。余自學語時，從先宜人歸寧，即得飫聞，不覺成誦。6
而沈自晉 (1583-1665) 所編輯的《南詞新譜》中錄有《綠牡丹》【學士解酲】集曲
一支，7 作者題為吳石渠，卷首目次「吳石渠綠牡丹」下記「名炳，宜興人，所著
粲花館五種」，此曲見於粲花齋本《綠牡丹》第六齣〈私評〉，字句完全相同；沈
自晉為江蘇吳江人，去吳炳故鄉宜興不遠，且與吳炳同時，收載資料應甚可信。另
外，黃宗羲於《思舊錄》中亦載吳炳著有傳奇《綠牡丹》等五種，並云徐石麒甚不
喜之，批評「五院本乃石渠之五經也」。8 徐石麒曾因援救黃尊素去官，黃氏遭難
後，徐亦前往弔唁並賙濟其家；9 而吳炳則董理黃尊素諭祭事，皆與黃宗羲有直接
往來，《思舊錄》中的記載應是黃氏據己所聞而錄。根據以上史料，「吳炳著有粲

5

6

7

8

9

兩衡堂刻本今多處圖書館均藏，國家圖書館即收有三部，首作「粲花主人編，牡丹花史評」。古
本戲曲叢刊第三集據以影印收入。另中國社科院圖書館文學研究所藏有「金陵三美堂」本，與兩
衡堂刻本應為同版。此條資料蒙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李芳博士代查見告，特申謝悃。
萬樹，〈寶鼎現．聞歌《療妒羹》有感序〉，收入張宏生主編，《全清詞》（北京：中華書局，
2002），《順康卷》第 10 冊，頁 5638。
沈自晉，《南詞新譜》，收入王秋桂主編，《善本戲曲叢刊》第 29 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84），卷 12，頁 30。
黃宗羲著，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 1 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思舊
錄》，〈吳炳〉，頁 375。
同前引，〈徐石麒〉，頁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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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齋本傳奇《綠牡丹》」一事毋庸置疑。
「《復社紀略》記載溫育仁寫作《綠牡丹》」與「吳炳為粲花齋本《綠牡丹》
作者」這兩件事情，原不必然存在絕對的矛盾，兩部劇作同名在劇壇並非特例，
溫、吳儘可各自寫作劇本、「巧合地」同時命名為「綠牡丹」。郭英德於氏著中著
錄《綠牡丹》一劇列名吳炳劇作，言及「譏刺復社說」則作出「溫育仁所作《綠牡
丹》傳奇，或為另一同名劇作，錄以備考」的假設。 10 然而清代道光年間，張鑑
在〈書《綠牡丹》傳奇後〉一文中，除了再度清楚闡述此劇背後兩派的糾葛外，並
將劇中人物可能對應、影射的對象一一點明，而這些人名全見於粲花齋本，說明了
吳炳所作的粲花齋本《綠牡丹》與復社有相當直接的關聯，並不僅只是同名的巧合
而已。
同時，張鑑認為《綠牡丹》是「相國子弟育仁暨二子儼、伉雇人為之」， 11
鬆動了溫育仁是唯一「作者」的地位。也因此，民初劉世珩在其所刻暖紅室抄本
《綠牡丹》後的跋文，將吳炳列入作者，成為溫氏雇請寫作《綠牡丹》的「打
手」。
桴亭（陸世儀）、秋水（張鑑）皆未得撰者主名，幸笠翁晉音言之，晉
音又足證粲花之名為石渠，此等遊戲筆墨固不必為石渠諱，若以其殉節
並其名姓諱之，反致失實。12
吳梅於其後續跋之，認為：「石渠作此雖不免喜事，而明季黨人至以院本為戈矛，
則又足為詞場之談屑矣。」 13 到此，《復社紀略》中記載，作為溫黨與復社戰火
導火線的傳奇《綠牡丹》，幕後真實的作者便被判定為晚明劇作家吳炳。
儘管前人認為吳炳寫作《綠牡丹》幫助溫黨來諷刺復社，當代學者卻從吳炳的
生平與交遊，推論他不可能依附溫黨來攻擊復社。羅斯寧的看法頗具代表性。他認
為吳炳作《綠牡丹》在復社成立之前，反而勾消了《復社紀略》所述的黨爭背景。

10
11

12

13

郭英德編著，《明清傳奇綜錄》（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頁 420。
張鑑，《冬青館甲集》，《續修四庫全書》第 149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6，
〈書《綠牡丹》傳奇後〉，頁 13。
劉世珩，〈《暖紅室彙刻綠牡丹》跋〉，收入吳炳編，吳梅校正，《暖紅室彙刻綠牡丹》（江
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2），頁 2。
吳梅，〈《暖紅室彙刻綠牡丹》跋〉，收入吳炳編，吳梅校正，《暖紅室彙刻綠牡丹》，頁 2b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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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史載，復社成立於崇禎元年，而《宜興吳氏宗譜》記載了吳炳二十二
歲時因被誣考試作弊而參加覆試的事件，與劇中顧粲等人經過三次考
試，最後纔辨出真偽的情況十分相似，從此可以推斷此劇應是吳炳中進
士 (1619) 以前所作，成書於復社成立之前。另外，據《宗譜》和地方誌
的記載，吳炳的政治立場接近東林，因而也不可能用劇作攻擊復社。因
此，過去對《綠牡丹》一些牽強附會的說法，是應該加以糾正的。14
羅氏此文附於點校本《綠牡丹》之前，該書同時收錄不少吳炳生平相關史料，常為
吳炳的研究者參考引用，故此說影響頗鉅。多數學者基本上認同羅氏之說，認為吳
炳《綠牡丹》一劇的寫作與復社並無關聯，略有異議者，僅在寫作年代的判定，至
此，《綠牡丹》與復社相關的政治背景完全被抹煞。15
溫體仁與復社黨同伐異，牽涉朝政甚鉅，兩派釁自《綠牡丹》起，明見於當時
史料；另一方面，劇作家吳炳，被視為晚明繼湯顯祖之後，最重要的傳奇作者之
一，而其所著傳奇《綠牡丹》中人物名姓，被後人指出影射復社重要人物，然而當
代的研究者卻在考察吳炳生平與交遊後，全盤否定記載《綠牡丹》與復社相關的寫
作背景。《綠牡丹》一劇既牽涉明末最重要的黨爭，又被列為晚明重要曲家的代表
作，對其寫作背景應有更為明確的斷定。因此，本文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參照
復社活動以釐清各說彼此矛盾之處；同時深入分析粲花齋本《綠牡丹》以及吳炳生
平與交遊，期望為此劇寫作動機及意涵作出適切的闡釋。

二、《復社紀略》可信度的檢證
復社社員遭溫體仁之弟溫育仁以傳奇《綠牡丹》譏誚一事，首見於《復社紀

14

15

羅斯寧，〈前言〉，收入吳炳著，羅斯寧校注，《綠牡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頁 4。
相 關 資 料 可 參見 徐 火 洪 ， 〈《 綠 牡 丹 》 主 題 探 索 〉 ， 《 西 南 師 範 學 院 學 報 》 ， 3 （重慶：
1985），頁 97-101；周珮雯，《吳炳粲花五種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1994）；李躍中，《粲花五種曲研究》（揚州：揚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學科碩士論文，
2007）。當中均認為吳炳立場接近東林，不可能用劇作攻擊復社。另孫克秋除以吳炳交遊情況否
定「諷刺復社」的可能外，還引用董康的說法，認為此劇乃吳炳借以自喻，符合傳奇體性。詳參
孫克秋，〈吳炳行實考辨及其傳奇平議〉，《雲南民族大學學報》，21.5（昆明：2004），頁
146；董康編，《曲海總目提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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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甚至可說僅見於《復社紀略》亦不為過，因為後人對此事的認知，基本上都
是根據《復社紀略》的撰述。而關於《綠牡丹》的寫作背景，其時可見的相關史料
亦只有《復社紀略》一書。因此，欲考述此事，必須先確立《復社紀略》所載是否
真實可信，若如當代學者所斥，其載皆為附會之說，那麼，討論《綠牡丹》這部劇
作時，《復社紀略》提供的背景資料便不足為信。
今人研究中，對《復社紀略》記載駁斥最力的，應屬于成鯤的《吳炳與粲
花》，此書為目前可見研究吳炳的唯一專著，他在〈前言〉中便言及，將《綠牡
丹》當作溫育仁攻擊復社之作，是「使吳炳無端蒙冤受辱」， 16 因此于氏對《復
社紀略》所載考證頗勤，企圖為吳炳洗冤辯白的動機也昭然可見。而此書亦是目前
可見、唯一針對《復社紀略》內文進行考辨者，其結論認為《復社紀略》所載《綠
牡丹》攻擊復社諸子說乃無稽之談：
大量事實證明《綠牡丹》不是溫育仁著，是宜興吳石渠炳（室號粲花齋
主人）所著。那麼黎元寬有什麼理由要執首相介弟溫育仁家人下於獄
呢？既然不是溫氏弟子所為，諸門生何從求兩張為之洗刷？兩張何必親
蒞浙江令黎元寬禁書毀版呢？既然不是溫育仁著，又無有坐獄之事，所
謂同社同族全忠解之，豈不多餘？既然不是溫氏子弟著，又沒有下獄毀
版之事，何談此為「溫氏釁於復社之源？」17
然而于文此處論證的邏輯反而強化《復社紀略》內容成立的可能性。他步步推論出
《綠牡丹》並非「溫氏釁於復社之源」，乃立基於「《綠牡丹》作者必為吳炳」這
一他所認定的「事實」之上，一旦這個「事實」立基不穩，勢必動搖其後詰問的根
據。反過來說，《復社紀略》既然可以清楚載明此劇引發兩張蒞浙、黎元寬禁書毀
版等細節，則回溯核心，有一譏誚復社之《綠牡丹》存在的可能性也因此大增。
于成鯤卻對《復社紀略》的記載提出懷疑，他引用了《江西南昌縣志》中黎元
寬的傳記，企圖說明他被罷職的原因︰
查中國地方志叢書《江西南昌縣志》〈黎元寬傳〉云：「……萬曆之
末，文體靡穢，佛經語錄盡入於文，元寬以史漢大家倡之，進於六經，
16
17

于成鯤，《吳炳與粲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1），頁 6。
同前引，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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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浙人群思學古。試日士子以文就質，面定軒輊，商榷靡切，宛如家
人，坦率和易……以忤烏程相，罷歸。」 18 這個記載告訴我們元寬罷
官，並非《綠牡丹》事，因為進行考試改革，行鄉試面取。烏程以質量
差，且有網羅黨羽之嫌，而解其官職。此一說與其他正史記載相符。19
于氏所釋與傳中原意相去甚遠，亦不符史實記錄。黎元寬乃浙江督學副使，負責府
學內學子的資格考核，他所倡議的是文風的革新（復古），並非考試改革，更無權
力自行決定鄉試形式。傳中提及與士子「面定軒輊」，或指歲考一類府學中檢查性
考試，也無關網羅黨羽，他罷歸的原因正是「忤烏程相」，清楚明白。《復社紀
略》言其「知交廣濫，頗狥情面」，在學子進學的錄取審核上不夠周嚴，故被溫黨
據以發揮，成為去職的罪狀，述之亦詳，可與方志中傳記所載相互補充：
當黎元寬之究治書賈也，兩張及門以為快，而育仁與體仁子隰、侃大以
為辱，入京達之體仁，使為區處，體仁先已嗔復社，得家報則大恚，併
惡元寬而欲逐之。……（元寬）既從兩張之命而開隙烏程，體仁遂進密
揭，言各處提學官員進學冒濫，以致仕氣頹靡、文體日壞，乞降明旨，
令部院查核處治，庶可挽回士習，以振興學政。20
于氏指傳記文字內未及《綠牡丹》事，並不足以推翻《復社紀略》之載；對溫
體仁來說，家人遭獄而遷怒這種私人恩怨，自然不能作為將學官罷職的正當理由，
然黎氏處理此事在崇禎六年，於崇禎七年便遭罷黜，在時間上完全吻合。該次查核
的結果，只有浙江學臣黎元寬一人遭到彈劾至於革職，此事不惟《復社紀略》有
載，根據當時科道官的彈章可知，黎元寬被革職之後，溫體仁仍運作追查其「有無
徇濫更俟處分」， 21 有相當明顯的針對性。而《復社紀略》繼續分析︰「元寬被
18

19
20
21

魏元曠纂修，《南昌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卷 33，〈黎元寬傳〉，頁 903。刪節
號為筆者所刪注。
于成鯤，《吳炳與粲花》，頁 68。
陸世儀，《復社紀略》，頁 511。
賀王盛，〈感事效忠疏〉第五疏，收入劉誥等修，《〔光緒〕重修丹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
社，1983），卷 31，頁 51。此疏針對溫體仁迫害異己、包庇同黨言︰「夫學政重典也，科場尤
重典也。黎元寛以文體被參則奉旨革職不已，仍查有無徇濫更俟處分；丁進以關節被參則在職如
故，而法司屢讞力為洗脫。試思孝廉之於文學孰大孰小？關節之於文體孰重孰輕？覆試三人，考
官三處，何獨南場無恙？」而《〔雍正〕寧波府志》載李康先事：「時兩浙學使黎元寛以失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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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半由社局累之，天如修書慰藉，當籌策去後事宜為後日地，且約集同志遇事抨
彈矣」， 22 由後來局勢的發展觀之，溫體仁日後去職與此亦有牽連，再次證明了
《復社紀略》分析社事與政治情勢的犀利眼光。
于氏另指《復社紀略》及張鑑〈書《綠牡丹》傳奇後〉與事實不符處，乃據方
志溫育仁傳：
查《烏程縣志．溫育仁傳》沒有因《綠牡丹》坐獄一事。「溫育仁，字
幼真，烏程人，以兄體仁有〔蔭〕任應天通判。署溧水，有惠政，邑人
建祠。歷官南京刑部郎中，他為人醇謹謙厚，砥礪廉隅，不稍苟且。」
從記載看來，溫育仁並非紈褲子弟。其餘兄弟如溫璜等人，久為諸生，
有學行，其時年齡很小，到崇禎十六年才舉進士。如果溫育仁真的因
《綠牡丹》而坐牢，那在他的傳中是不可能不涉及的。23
《復社紀略》所言乃「執育仁家人下於獄」，所執為溫氏奴僕，育仁傳中自然不會
有下獄的記載；至於官聲，則考量溫體仁當朝勢力，或許方志載入時必須稍作保
留；至少不能不參考反面的說法︰崇禎五年六月，職方員外郎華允誠疏參溫體仁、
閔洪學亂政，其中言道：「二人朋比，舉朝共知。溫育仁不識一丁，以家貲而首
拔」。 24 溫育仁未有功名，卻「以兄蔭」而任應天通判，後官至南刑部郎中，據
考績尚將以知府晉用，顯見溫體仁在當時的影響力與其庇蔭族人的濫權。而從另一
個角度說，在《復社紀略》對此事的敘述中，未予溫育仁以負面評價，溫育仁是否
為紈褲子弟與此事發生的可能性，其實並不相干。
異於以傳奇《綠牡丹》或曲家吳炳為對象的研究者，多數研究復社歷史的學者
對於《復社紀略》的可信度幾乎不曾質疑，原因是作者陸世儀曾為復社社員，儘管

22
23

24

國温體仁挂彈章，囑康先重按其事，康先疏曰：『元寛激揚煥發之意多，忠厚和平之氣少。』體
仁曰：『是為元寛薦章也。』於是又目康先為黨，削籍歸。」溫體仁針對黎元寬尋事，在當時顯
是朝野共知之事。見曹秉仁，《〔雍正〕寧波府志》（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7），卷 20，
頁 1647。
陸世儀，《復社紀略》，頁 513。
于成鯤，《吳炳與粲花》，頁 68。方志資料見羅愫修，杭世駿纂，《〔乾隆〕烏程縣志》，《續
修四庫全書》第 70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6，頁 28b-29a。附帶一提，于氏此
段文字提及的溫璜，即溫以介，當時已列名復社，雖遲至崇禎十六年才中進士，但並非「年紀很
小」。
張廷玉等撰，《明史》，卷 258，〈華允誠〉，頁 6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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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述的立場可能有些偏頗，但在相關人事的載錄上，卻有著幾近於第一手資料的權
威地位，也因此即使《復社紀略》的載記近於孤證，仍不宜輕率否定、斥為附會。
鄧實於《復社紀略》後跋曰：
道威（世儀字）早歲亦署名復社，後以故自出，故其於社事多有微詞；
然前既為社中人，於社事始末甚悉。是編記載首尾完備，實由親身目
擊，故能言之鑿鑿可徵，雖其間言外意有褒譏，猶不免門戶私見，然讀
者知其事可耳！25
稍加考察其中所載，如黎元寬處置了刊行、販售《綠牡丹》的相關人等後遭到罷
黜，也是於史可徵的，鄧實「鑿鑿可徵」的評斷確非虛言。

三、粲花齋本《綠牡丹》的內容
若《復社紀略》所載確實可信，而今日可見粲花齋本《綠牡丹》為吳炳所作亦
無疑義，欲釐清吳炳此劇是否為攻訐復社而作，則劇作本身的內容便極為關鍵。
此劇共三十齣，生腳扮演書生謝英，於淨腳柳五柳家中坐館，柳有一好友車尚
公（丑飾），柳、車二人皆為胸無點墨之白丁，而謝英與小生所飾之顧粲則飽讀詩
書，俱為高材。一日林居宿儒沈重（外飾）因家中綠牡丹開放，獨生之女婉娥（小
旦飾）作詩詠花，遂順勢興起詩社，「一來挈引後生，一來求訪快婿」， 26 柳、
車、顧皆受邀赴會，社中指定以「綠牡丹」為題賦詩，因柳五柳、車尚公不能詩，
故柳倩謝英代筆，車由其妹靜芳（旦飾）捉刀，兩首代作之詩讓柳、車分列首次，
而真才實學的顧粲反而屈居第三。
詩會結束後，車靜芳見其兄攜回會卷，對卷首「柳五柳」之詩作大為欣賞並芳
心暗許，遣乳母至柳家問信，巧遇謝英；而謝英亦疑車尚公之詩為女流代作，詢之
乳母，方知車靜芳文才，卻未報真名，反稱自己即為「柳五柳」。數日後車尚公在

25

26

鄧實，〈復社紀略跋〉，收入周光培編，《歷代筆記小說集成》第 43 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
版社，1995），《復社紀略》，頁 571。
吳炳，《綠牡丹》，收入古本戲曲叢刊編輯委員會，《古本戲曲叢刊》第 3 集（上海：上海文學
古籍刊印社，1957，兩衡堂刻本），卷上，第 3 齣，頁 11a。本文所引用《綠牡丹》曲文唸白悉
依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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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宴請文友，車靜芳隔簾偷窺，覺柳五柳相貌談吐與日前所賞詩作大不相稱，心中
生疑，恰柳向車家求親，靜芳便要求作詩面試。柳五柳照求謝英代作，謝英作謔詩
一首點破先前代作情由，柳之姻緣自然無望，謝亦見逐，改至車家坐館，遂得藉乳
母澄清真實身分。
另一方面，沈重之女沈婉娥比對諸人窗稿，覺察詩社首、次名皆為代作，並對
第三名顧粲之才學極為賞愛，便忠告其父必嚴防夾帶傳遞之弊。後沈重再舉文會並
嚴格監考，車、柳二人果不能文，在會中溜之大吉，顧粲此時方才說破前次詩會實
情，沈重除邀謝英相會、為謝英與車靜芳婚配作主外，亦將己女許配顧粲，成就兩
對才子佳人之姻緣。此劇末尾，又有一小波瀾：柳五柳、車尚公為爭娶車、沈二
女，買通報人捏造上榜假報，欲以「功名」求妻；然沈重疑心所報有假，並愛重
謝、顧二生才情，仍作主令其與二女完婚，真榜恰於拜堂之時報至，謝、顧二人分
為一、二名，同時沈重亦被宣召入閣，成就一臺喜慶。
這部作品篇幅不大，人物精簡，但佈局極為用心；全戲結構以雙生雙旦之才
學、姻緣為主軸佈置開展，並藉著調侃、諷刺淨丑以他人詩文邀譽又浮誇自大的醜
態來營造全劇的喜劇情調。如描寫二人在文會中傳遞的情況：
（淨）蒼頭怎麼還不送飯來？日頭已直了，肚裡也餓了。

【前腔換頭】 午牆邊又報雞聲，春庭下空延鶴頸。 （低介）難道他還作不完？

儘閒敲夜半落來燈影。（末持盒上張介）沈老爺不在上面，正好！相公用飯。（暗
遞文與淨介。淨）這時候纔送飯來，可不急壞了人！（私看介。小生起身介。末咳嗽
介。淨急藏介。）顧兄敢疑小弟夾帶麼？飯盒在此，大家來搜一搜！（小生）偶然起
身，哪箇有心看你？（淨）只有這黃虀餘瀋，青蔓殘羹，此外無贓證。（小生
笑介）你不夾帶便罷了，何須如此撇清？（淨）蒼頭快回去，不許再來！省得人眼光落
27

在我身上。（末下，淨私抄介）千鈞抬筆也霎時輕，偷得葫蘆照樣謄。……

（丑低介）方纔柳大像有些緣故了，我的安心丸尚未到手，不免再領出恭籤，到門外去
候錢媽媽。（淨）怎麼又要出恭了？（丑）連日大便不謹。顧兄也在此，若疑小弟出
去，有些弊病，可隨著小弟，到茅廁上同走一遭，看可有家中男僕相近。（小生）又是

27

本文所引曲文皆以較大字體與念白區隔，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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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一箇撇清的。

作者用誇張的手法描寫文會中，柳五柳、車尚公分請家中蒼頭、乳母夾帶謝英、車
靜芳所代作之牡丹詩以應，卻又因心虛而狼狽撇清，不但賓白逗趣，科介也設計得
十分生動。柳五柳、車尚公二人才疏學淺，在文會中靠著夾帶傳遞冒佔前列，卻又
趾高氣昂、妄自尊大，是作者在劇中著力嘲諷的對象。
羅斯寧認為吳炳作此劇寄寓了他「對科場弊端的憤懣之情」。據《宗譜》載，
吳炳鄉試合格後，由於「吳為宜邑巨族，同舉者四人，眾疑且忌，為禮科所糾，因
停會試。」 29 隔年春天，吳炳和會元沈同和等赴京覆試，他展現了真才實學，通
過了這次考試，兩年後亦順利考中進士；羅氏據此將《綠牡丹》的寫作時間繫於吳
炳進京覆試之後、中進士（萬曆四十七年，1619）之前。這個判斷的依據稍嫌薄
弱。首先，此劇主題並非羅氏所言針對科場弊端而發，這是本文重要論題，將於後
文細論。其次，縱然此作冒名舞弊的情節乃吳炳化用自身經歷而得，卻未必寫定在
「事發當下」，也可能消化、沈澱成為日後創作的養料，無法據此說明作品一定寫
成於他通過覆試之後、考上進士之前。羅氏判斷此劇與復社無關的一個重要證據是
此劇成書於復社創立之前（前引文），但他對此劇寫作時間的判定是有問題的。30
于成鯤將此劇的寫作時間繫於稍晚的崇禎四到八年 (1631-1635) 間，因劇中興
舉文社的情況，與天啟末、崇禎初年，文社大量湧現的現象相符，于氏提出的另一
個有利證據是，吳炳另一作品《情郵記》刊行的時間，據書前小引為崇禎二年
(1629)，乃吳氏首部付梓之作。31 萬樹有言：
先生他著述多不傳，獨傳粲花曲，而讀粲花者又不知為先生書，傳猶弗
傳。且《東岸驛記》為先生初筆，先剞劂於武林，後梓俱在金閶，故今

28
29

30

31

吳炳，《綠牡丹》，卷上，第 5 齣，頁 19-20a。
萬樹，《宜荊吳氏宗譜》（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濟美堂刻本），卷 10 之 8，〈石渠公傳〉，頁
17a。
孫克秋將《綠牡丹》寫作時間繫於萬曆四十四年 (1616)：「此劇寫作時間無確考，但劇中寫文社
會考，柳希潛請謝英代作而名列第一，顧粲真才反屈居末位，後顧、謝二人經複試才明真偽。這
一關目，與吳炳本人鄉試蒙冤而參加覆試，覆試時遇沈同和作弊案經歷十分相似。據此推之，
《綠牡丹》或作于這一年。」此乃沿襲羅斯寧的說法。見孫克秋，〈吳炳年譜〉，《徐州教育學
院學報》，17.13（徐州：2002），頁 26。
于成鯤，《吳炳與粲花》，頁 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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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刻者以四種成帙而《情郵》弗與偕，延津之劍竟爾未合也。32
既然《綠牡丹》等四劇的刊行時間在《情郵》（即《東岸驛記》）之後，寫作時間
判定於崇禎四到八年、鄉居於吳興之時，亦合情理。
而除了于氏考察所得的外證，《綠牡丹》中其實存有內證輔助推斷寫作年份：
第一齣第一闋詞【臨江仙】有「風塵添面甲，車馬促頭霜」句，說明作者已非少
年；吳炳得中進士時不過二十五歲，顯然不能作於此前。反之，當他歷經了蒲圻知
縣、刑部主事、工部員外郎等職務後，於崇禎三年福州知府任上因忤撫軍熊文燦告
病還鄉、三十餘歲退居林下時的心境，與此詩句便頗為貼合。 33 因此，可先將吳
炳寫作《綠牡丹》時間定於他鄉居時期。
就劇情內容言，于氏認為此劇在反映明末社會文風日壞的現象，不過基本上于
文所舉諸例，仍著眼於考試弊端，未涉文風，與羅文之論相去不遠。 34 那麼，粲
花齋本《綠牡丹》是否如羅、于二氏所揭示的，是反映科場舞弊的歪風？按照傳奇
慣例，全劇第一齣必為檃括劇情的「家門大意」，此劇第一齣〈奇略〉，亦借【滿
庭芳】一詞統攝全劇大要：
謝子西賓，為主人借韻，吟詩遂作空群。車家小妹，悄地代兄文。贗鼎
連名高列，痛名流反遜前軍。殊驕蹇，忘其固陋，妄覬締良緣。 佳 人 能
鑑別，垂簾覆試，笑語喧聞。翰苑重修舊社，防範加勤。曳白難遮醜
窘，兩英才許贅侯門。正花燭，泥金報至，樂喜事相尋。35
這闋詞言簡意賅涵括了本劇數條線索，以表現特別突出的淨、丑一線來看，作者譏
嘲的是英俊沈下僚而白丁以假亂真之餘，還洋洋得意、得寸進尺的現象，與羅、于

32

33
34

35

萬樹，〈寶鼎現．聞歌《療妒羹》曲有感序〉，收入張宏生主編，《全清詞》，《順康卷》第 10
冊，頁 5638。
關於吳炳生平宦歷，見萬樹，《宜荊吳氏宗譜》，卷 10 之 8，〈石渠公傳〉，頁 15-20a。
于氏所言「文風日壞」諸事，實未涉文風：「文風日壞是明末社會一個十分嚴重的社會問題與政
治問題。例如崇禎四年會試，本應由次輔溫體仁主持的，為了網羅黨羽，取朋友的兒子吳偉業，
周延儒以首輔的身分親自主持會試。試中也同樣舞弊，越房索號、懷卷，取為第一。這事《復社
紀略》中有評述，許多有才者落榜，怨聲載道，有的進山當了和尚，有的寫戲公開揭露醜聞。」
見于成鯤，《吳炳與粲花》，頁 70-71。于氏所論之現象，仍著眼於科舉舞弊營私的情況，與所
謂「文風」問題似無直接關係，和羅斯寧所言科場作弊情事相類。
吳炳，《綠牡丹》，卷上，第 1 齣，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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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諷刺科考舞弊」的判斷仍有些差距。但更重要的問題是：粲花齋本《綠牡
丹》是否反映《復社紀略》所述，隱含了原作者對復社諸人的譏刺？要解開這個疑
惑，則必須更進一步深入分析《復社紀略》等文獻對此事的記述。

四、《復社紀略》與粲花齋本《綠牡丹》的相應與矛盾
本文在前言中已摘引《復社紀略》記載《綠牡丹》的要點，在闡述粲花齋本
《綠牡丹》後，本節處理《復社紀略》與粲花齋本《綠牡丹》的相應與矛盾之處。
《復社紀略》說明事件的背景，乃張溥「裒集《國表》」時，因為藉助湖州孫
淳居間奔走聯絡選文事宜，使得孫淳成為拜入張溥及周鍾門下最好的仲介，兩越地
區靠這樣的關係成為張、周門人者「無數」。而令溫育仁「醜之」的是：這些倚靠
關係攀附上復社的「貴遊子弟、素封家兒」，卻因此以名流自居，目中無人，是以
有了《綠牡丹》一劇譏誚這些假名流。如此說來，與粲花齋本《綠牡丹》中「贗鼎
連名高列」且「殊驕蹇，忘其固陋」的柳、車二人，確實頗有相似之處。如第九齣
淨腳柳五柳上場自道：
妝虎像虎，妝龍像龍，搖搖擺擺，首批相公。前日借小謝歪詩，考居第
一，人人傳說我是沈翰林得意門生。我也居之不疑，逢人賣弄，竟挨入
名士隊中，論長數短。這兩日來，連我自家也忘記文章不是我作的。如
今見那小謝，不要謝他，也妝箇大模樣擺進去便是。36
靠著傳遞詩文挨入名士隊中的白丁，在捉刀人面前尚想「大搖大擺」，姿態委實難
看可笑，作者對此二人毫不留情地大加嘲弄。
誇大嘲諷的筆調，是粲花齋本《綠牡丹》十分突出的風格，乍觀與《復社紀
略》所言溫育仁作以「誚」復社社員的說法頗能相應，但細繹其中又有不甚吻合之
處。試想溫氏諸人既譏誚了這批假名流的醜態，劇中用以「自喻」的謝英、顧粲這
兩個才俊便應傲岸而立、卓爾不群，睥睨諸人依附文社、抬高身分的行為，方顯對
出對社員的「不屑」。然劇中顧粲本是社中成員，而謝英原雖坐館於柳宅，無緣入
社，但代作情由被說破後，他亦接受沈重邀約，欣然赴會：

36

吳炳，《綠牡丹》，卷上，第 9 齣，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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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顧兄傳說，沈省庵老先生愛我前詩，約去相會，只得拜謁 一
番。……（外）先生奇窺二酉，力富三餘，已識雄篇，新逢玉宇。（遜
生上座介。生）既蒙獎許，就該在弟子之列了。37
顯然對於成為文社社員、宿儒門生一事，謝、顧二人在劇中都未露批判之意，且甚
以為榮。
也就是說，粲花齋本《綠牡丹》中起文會、刻社刊以及諷刺白丁招搖撞騙等內
容，看似與復社有關，但又未能令人充分感受此劇譏誚的對象是爭相競求附入復社
的兩越子弟，自然也難以認同兩張為此劇赴浙、黎元寬需以「禁書肆、毀刊本，桁
楊書賈，究作傳主名，執育仁家人下於獄」這樣重手處置，如此，粲花齋本《綠牡
丹》與《復社紀略》提及的《綠牡丹》嘲諷的對象似不相同。
另一方面，清道光十二年（壬辰，1832），張鑑在〈書《綠牡丹》傳奇後〉一
文中，仔細比對了劇中諸人可能的「真實身分」，提供了還原《綠牡丹》影射之謎
的線索，此將跋文全錄如下：
此吾鄉溫氏啟釁於復社之原，近日讀而知其故者鮮矣。其實柳五柳、車
尚公、范思訶據《復社紀略》各有指斥，其於越人疑亦王元趾〔祉〕、
陳章侯一流，而吳興沈重者，以在朝影黎媿菴（元寬）、倪三蘭（元
珙），在野則影張天如、楊子常（彝）、周介生輩，大致如《風 箏
誤》、《燕子箋》，亦明季文字風氣所趨，而語語譏切社長，極盡嘻笑
怒罵之致，宜愧菴當日按試，械時相閽人，究及書肆賈友而毀版厲禁
之，但今翫其編簡已經蠹缺，無頭訖可檢，不知是原刊抑系後來重雕？
要其詞藻有不能沒者，蓋相國子弟育仁暨二子儼、伉雇人為之，謝英、
顧粲直用自況，惜乎名氏湮沒，世苟有鍾醜齋，不又取以入《錄鬼簿》
歟？如以為三百年國社所關，則一莖草現丈六金身，又焉得以宋元雜爨
少之。壬辰八月。38
據張鑑的分析，《綠牡丹》以沈重影射黎元寬、倪元珙或是張溥、楊彝、周鍾等
人，應是著眼於黎、倪學臣的身分與張、楊等復社領袖的地位，但在粲花齋本《綠
37
38

同前引，卷下，第 26 齣，頁 43。
張鑑，《冬青館甲集》，卷 6，〈書《綠牡丹》傳奇後〉，頁 13。

清

714

華

學

報

牡丹》中，沈重的形象並不醜惡，相反的，還有幾分可愛之處。微有可議者，或許
在未能嚴防弊端，以致柳、車二人在首度文會時得以傳遞他人作品，但他並非沒有
鑑別能力的昏庸之人。在第三十齣〈捷姻〉中，柳、車二人買通報人謊稱上榜，意
欲以榜逼婚，而假榜之中，並未見謝、顧二人之名，但沈重仍維持原議，為二人與
二女主婚：
〔仙呂引子〕【小蓬萊】（外上） 誰識風塵蘇季，笑世情空判雲泥。憑咱隻

眼，收他合璧，喜溢門楣。老夫較才擇婿，原不看榜招婚。已請謝、顧二人齊赴花
燭，想就來也。（照常吩咐掌禮介）

【天下樂】（生、小生儒服上）未脫青衫愧可知，匆匆何暇問佳期。鵲橋促駕

非心擬，勉按羞顏怕燭輝。
（見介）門生不才下第，大負期許高情。老師不加督責，反遣完婚。聞命趨承，殊深跼
蹐。（外）二兄既有軼群之才，老夫豈作拘俗之見，前程自遠，暫屈何妨。況報人真偽
39

未分，亦恐先後參差不一，依老夫看起來，一定還是中的。

在真相尚未揭曉之前，沈重執意將女兒嫁與「落榜的」謝、顧二生，顯現他能不拘
俗見，而他對於二生才學和自己眼力的自信，在假報被揭穿後亦得到了證明，才能
完成最後大團圓的喜慶結局。因此，張鑑所言譏切社長云云，在現存《綠牡丹》中
完全找不到對應之處。40
同時，張鑑言該本《綠牡丹》中，車尚公、柳五柳、范思訶可能指王元祉（毓
耆）、陳章侯（洪綬）一流，王、陳二人身分上的特點，是未有功名而以「藝」遊
走於權貴之家。以陳洪綬 (1598-1652) 言，他善畫，名流樂與結交向其求畫，他亦
以此出入公卿之門，然姿態狂傲，豪貴不能強之；雖然平時舉止頗為放縱不羈，但
他對功名實又未能忘懷，只是屢試不第，最後捐貲入國子監。 41 如以車、柳等人
隱射王、陳這類人物，應著重其干謁攀附之態，而非以白丁諷之，因為姑且不論品
德如何，詩文書畫乃此輩賴以結交權貴的交際工具，與柳、車不能文之形象相去甚
39
40

41

吳炳，《綠牡丹》，卷下，第 30 齣，頁 56-57a。
「社長」一詞在《復社紀略》中並非指張溥等人，而是復社所統合各地文社之長，張溥則高出其
上，如孔子之於四配。張鑑此處則應泛指復社之首要人物，即張溥等人。
參王璜生，《陳洪綬》（長春：吉林美術出版社，1996），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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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而和劇中為人捉刀的老儒范思訶亦不相類。此外，張鑑在〈復社姓氏傳略序〉
一文中，也提及《綠牡丹》一劇：「時相子弟欲入社而不可，因兩越貴冑之奔，競
演為《綠牡丹》傳奇，詆孟樸為鋪司。」 42 張氏此語若非由《復社紀略》敷衍而
來，則所謂以《綠牡丹》傳奇詆孫淳為鋪司事，於今日粲花齋本《綠牡丹》中也完
全沒有線索。
張鑑此文雖作於清道光年間，但他與溫體仁為烏程同鄉，且其現存文集中，收
錄了〈復社姓氏傳略序〉、〈書復社姓氏錄後〉一、二四篇文章，並有〈答震澤吳
愚甫書〉一函，與吳氏論析《復社姓氏略傳》的可信度，足見他對復社的活動保有
高度的興趣，亦對社事掌故極為熟悉。 43 這樣的學識令人相信他在這篇〈書《綠
牡丹》傳奇後〉內所論劇中譏刺嘲諷的對象，並非附會。他同時也是個對於藏書版
本極為留心關注之人，自稱有書癖，見聞甚廣，曾言「我鄉鎦氏疏雨積書八九萬
卷，大半出余所評置」，44 加以他與溫體仁同為烏程人，那麼，他可能因為嗜書
之好與地緣關係，見到這本當年遭到當局禁絕、絕少流通的《綠牡丹》，進而在閱
讀之後，留下一篇略涉劇中人物姓名的後記。而這篇〈書《綠牡丹》傳奇後〉，讓
後世確知《復社紀略》所述的《綠牡丹》傳奇非但真實存在，而且人物姓名皆與吳
炳所作粲花齋《綠牡丹》相同，提供考察《復社紀略》本《綠牡丹》一個可能的基
礎。
既然史料如《復社紀略》、張鑑諸文皆甚可信，而吳炳所作《綠牡丹》之劇中
人物雖見諸張氏記載，卻又存在著情節性格上的矛盾，那麼只能夠大膽假設：吳炳
改寫了《復社紀略》所載、張鑑所跋的溫家本《綠牡丹》。

五、吳炳對《綠牡丹》的改寫
前文已經針對現存粲花齋本《綠牡丹》的內容與張鑑〈書《綠牡丹》傳奇後〉
所提供的線索，判斷《復社紀略》所載《綠牡丹》與吳炳粲花齋本《綠牡丹》並非
同本，但由「兩本《綠牡丹》非但劇名相同，連劇中人物姓名也完全一樣」的情況
42
43

44

張鑑，《冬青館甲集》，卷 5，〈復社姓氏略傳序〉，頁 1b。
同前引，卷 5，〈復社姓氏傳略序〉，頁 1-3a；卷 5，〈答震澤吳愚甫書〉，頁 10b-12b；卷 6，
〈書復社姓氏錄後〉一、二，頁 19-22。
同前引，卷 4，〈包山葛氏瀓波皓月樓藏書記〉，頁 9b。另張鑑於〈秀水計氏澤存樓藏書記〉一
文中尚敘及他所見諸家藏書之聚散與其中散出之珍本，足見他對書籍版本的見識修養。同前引，
頁 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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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斷，後出之本應是對前本的改作。
關於吳炳改作《綠牡丹》這樣的看法，其實早有學者提出，吳梅在兩衡堂刻本
《綠牡丹》後記載：
吾聞昭文黃慕韓（振元）云《綠牡丹》為烏程相國修怨（詳見後跋），
經黎媿菴毀板後，金陵重刊者已石渠改本矣。此說不知何據。余謂復社
涇渭太嚴，標榜過甚，遂至人品糅雜，亦清流君子操之過激也。石渠此
作雖傷忠厚，而文采蘊藉，不知者亦莫明所指，就文論文，故敻絕詞壇
矣。45
吳梅此跋載錄了黃振元「金陵重刊者已石渠改本」的看法，認為《綠牡丹》有一修
怨相國之「原本」，然而這個說法並沒有受到學界重視，也未見相關的討論與回
響。46 黃氏現存的《中國文學史》一書提及《綠牡丹》時，大體依張鑑所載：
（綠牡丹）代烏程溫育仁作。當張天如興復社，湖州孫孟樸為司郵，介
紹兩浙貴介子弟。育仁，烏程相國弟也，欲入社不得，遂請石渠作此以
誚之。社中人訴于學臣黎元寬，究作者主名，下育仁僕于獄，出示厲
禁，因之婁江烏程大開釁隙，亦一小小文字禍也。書中柳五柳、車尚
公、范思訶或謂指王元趾、陳章侯一流， 而吳興沈重，則指黎媿庵，倪
三蘭則影張天如楊子常周介生等。47
不見吳梅所錄改作之說，吳梅曾任黃氏助教多時，二人交誼頗厚，此說或為黃氏寫
成文學史後的新得，尚未及於書中修訂；又或者相關材料隨著黃氏病後毀書而湮
滅， 48 今已無從查考真相，而黃氏「改作說」不受學界重視，顯然與此說法僅由
45
46

47

48

吳炳，《綠牡丹》，卷下，〈後記〉，頁 60。
除于成鯤將「認為是石渠改本」列為關於作者問題的四種說法之一，李躍中蹈襲于文，亦列於四
說之一外，皆未見言及。于、李二氏亦未對「改本說」有任何評論。參于成鯤，《吳炳與粲
花》，頁 66；李躍中，《粲花五種曲研究》，頁 15-16。
黃人，《中國文學史》第 30 冊（蘇州大學圖書館藏上海國學扶輪社鉛印本），頁 1。此條資料蒙
浙江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候選人鄭修誠先生代為查考，特申謝悃。黃振元中年後改名黃人，號摩
西，任教於東吳大學中文系期間，編著《中國文學史》為教材，被目為國人自編第一部《中國文
學史》。
黃氏於死前數月，將生平珍藏的書籍和手稿大量撕毀，因此其藏書存世者頗為有限。關於黃氏生

以劇為戈──傳奇《綠牡丹》的寫作與吳炳的改編

717

吳梅輾轉記錄並加以否定有關。在分析相關史料並釐清文本間的矛盾後，黃氏的說
法值得再度提出重新思考，當然，今日挖掘出這個當時被輕易否定的舊說，必然需
要相關的材料支持，黃氏立言之據現已不可知，但從吳炳生平出發，仍可得到一些
線索，指引解開諸說矛盾的方向。
關於吳炳的生平，除了晚明史料及《宗譜》所載政治活動外，其餘面向的材料
較為缺乏，前引其甥萬樹在〈寶鼎現．聞歌《療妒羹》曲有感〉一詞的小序，成為
對他生活最詳細的記錄，故此處不憚重複，再度引之論析︰
先生……因教諸童子於五橋、石亭之間，拍新撰以娛老。余自學語時從
先宜人歸寧，即得飫聞，不覺成誦。……《東岸驛記》為先生初筆，先
剞劂於武林，後梓俱在金閶，故今翻刻者以四種成帙而《情郵》弗與
偕。49
吳炳撰曲諸事，萬樹可算是見證人之一，他在這段序文中，提到吳炳諸曲刊刻的地
點：《情郵》最早完成，於杭州付梓，此外四記則先刊在金閶（蘇州），後被人集
結重刻，應是指今存「粲花齋樂府四種」，依據扉頁所記，刊刻地點為南京。這樣
看來，唯一與浙江有地緣關係者，僅《情郵》一記，《綠牡丹》既然在蘇州刻出，
即使杭人爭相搬演，追究源頭，也不該由浙江副督提學黎元寬「禁書肆、毀刊本，
桁楊書賈，究作傳主名」，禁書除卻禁止書籍流通販售，更重要的是毀去書版以達
釜底抽薪之效，如果刊行的地點在蘇州，那麼源頭沒有禁絕仍是徒勞。此外，吳炳
因病辭官歸里時，已官至福州知府，似無可能以此身分地位為他人捉刀作劇。且吳
姓既為宜興大族，吳炳又居於粲花別墅、自署為粲花主人，復社與溫黨為《綠牡
丹》一劇鬧得沸沸揚揚時，當事追究「傳主」，則吳炳也不可能置身事外，不被人
發現他作者的身分。
另一方面，認為吳炳不可能作劇攻擊復社的學者，多以吳炳與復社諸人交好一
事作為旁證，然所提出的材料中，具體可考的復社人物卻僅有瞿式耜 (1590-1651)
一人。他與吳炳為中表之親，在南明永曆政權中，曾上疏言炳「識老才優，心靈手

49

平、著作，可參考王永健，《「蘇州奇人」黃摩西評傳》（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黃
人著，江慶柏、曹培根整理，《黃人集》（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萬樹，〈寶鼎現．聞歌《療妒羹》有感序〉，收入張宏生主編，《全清詞》，《順康卷》第 10
冊，頁 5637-5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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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 50 推薦吳炳入閣，與之交誼應頗親厚；而瞿式耜在復社中是被崇為「宗
主」的「先達」，與錢謙益等人一同載於《復社紀略》中，是社中指標性人物。51
更重要的是，當溫體仁為絕後患，唆使張漢儒上疏攻訐錢謙益在鄉為紳不法時，一
同被彈劾並遭捕下獄的，正是瞿式耜。 52 這也意味著：瞿式耜和溫體仁完全處於
對立，如此，按照常理推斷，和瞿有親並交好的吳炳，非但不會幫助溫黨攻擊復
社，相反地，更可能支持復社抵抗溫黨的攻訐。當吳炳的政治立場被判定向復社傾
斜後，使得兩本《綠牡丹》之間的聯繫有了一個統整的可能，那就是：吳炳改編了
溫氏黨人所著、譏誚復社的《綠牡丹》，而改編的理由，正是因為他與復社要人瞿
式耜之間友好關係。
除其與瞿式耜的友好關係可供佐證外，另可以輔助說明吳炳改作《綠牡丹》的
旁證，則是由吳炳個人的劇作傾向判斷。吳炳對《牡丹亭》的推崇與模仿乃眾所周
知，有學者甚至將吳炳歸入「玉茗堂派」，並針對其劇作承續湯顯祖「幻即是真」
的精神加以歸納：
吳炳的「粲花別墅五種」：《畫中人》寫了鄭瓊枝的離魂；《西園記》
寫了趙玉英的鬼魂；《療妒羹》寫了喬小青的惡夢；《情郵記》則寫了
王慧娘的美夢。作者如此喜歡採用這種「繪夢境為真境」的構思，是與
他對「情」的理解緊相聯繫在一起的。53
文中僅列吳炳劇作四種，獨漏《綠牡丹》一劇。張敬先生在〈吳炳粲花五種傳奇研
究〉一文中，亦曾指出吳炳諸作對《牡丹亭》的模擬學習，然針對《綠牡丹》一
劇，僅曰：「《綠牡丹》諸齣，雖無仿效臨川之顯著關目或曲詞，然其題目採用
『牡丹』二字，即已見《還魂記》、《牡丹亭》之難忘於胸矣。」 54 以「綠牡

50
51

52

53

54

瞿式耜，《瞿式耜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留守需人疏〉，頁 54。
「社事以文章氣誼為重，尤以獎進後學為務，其於先達所崇為宗主者，皆宇內名宿，南直則文振
孟、顧錫疇、錢謙益、鄭三俊、瞿式耜。」陸世儀，《復社紀略》，頁 510。
「式耜，謙益門人也……常熟奸民張漢儒希體仁指，訐謙益、式耜貪肆不法。體仁主之，下法司
逮治。巡撫張國維、巡按路振飛交章白其冤，不聽。比兩人就獄，則體仁已去位，獄稍解。謙益
坐削籍，式耜贖徒。言官疏薦，不納。」張廷玉等撰，《明史》，卷 280，〈瞿式耜〉，頁
7180。
王永健，〈「玉茗堂派」初探〉，收入江西省文學藝術研究所編，《湯顯祖研究論文集》（北
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4），頁 530。
張敬，〈吳炳粲花五種傳奇研究〉，《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20（臺北：1971），頁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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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為題詠之物與《牡丹亭》關係如何或可先置之不論，然已足可見《綠牡丹》是
粲花五種傳奇中，唯一沒有明顯效法湯顯祖的作品。因此，或可推測：《綠牡丹》
的寫作是在某種「外力」的引發觸動下，使吳炳跳脫了自己一貫追隨湯氏、模擬
《牡丹亭》的創作風格。若據吳炳政治立場斷定他與復社諸人友好，那麼，面對復
社社員遭人作劇毀謗，他以一種曲折的方式，巧妙地化解了原版《綠牡丹》對復社
主要人物的嘲弄，並反過來對意欲攀附之「社外份子」加以諷刺，亦頗合情理。黃
宗羲於《思舊錄》中言吳炳的戲曲作品「雖多剿襲，而不落俗」，此處「剿襲」對
應《西園》諸作，可指對湯顯祖的仿效，就《綠牡丹》而言，則可視作對溫黨《綠
牡丹》原作的改編。 55 同時，前文考論吳炳寫作《綠牡丹》的時間繫於崇禎四至
八年間，而比對《復社紀略》記載，崇禎六年溫氏《綠牡丹》流傳，黎元寬禁書毀
版引發風波，若吳炳此作果真為復社改寫溫家《綠牡丹》而來，則繫年可更精確定
於崇禎六到八年間，亦與他作劇於里居時期的傾向相合。
回到劇作中分析：一般傳奇慣例以生、小生為正面人物，淨、丑自是劇中的負
面角色，兩組人物在第二齣〈強吟〉中，首度交鋒。這場戲裡，柳宅西席謝英
（生），邀柳五柳（淨）、車尚公（丑）同起文會，以《牡丹賦》為題，柳、車不
能，自甘受罰，顧粲（小生）後至，觀謝英新作大加稱讚，當場便欲攜去刻入文
集：
（小生……看生文介）是一首《牡丹賦》。妙！妙！芬芳燦爛，允稱名花。《宙合大
社》中，當以此作為冠。即付梓人便了。（作袖去介。生）惶恐。（淨）什麼《宙合大
社》？（小生）小弟遍訪天下名士，徵其文章，彙選大社，以公同好。

〔過曲〕【皂袍罩黃鶯】【皂羅袍】社檄捷馳吳楚，（丑）這等去得遠，可徵到了？
（小生）幸我輩中人，不加鄙棄， 似江梅驛寄，溢篋盈車， （丑）就是顧兄評選
了？（小生）略 讐魚豕冀成書，敢言藻鑑憑刪取。 （丑）這等，但是朋友家文
字，都好附入了？（小生）【黃鶯兒】且 再商諸，先生往矣，不聽濫吹竽。
（淨）小弟有幾篇胡說，一定求刻上去。（丑）小弟也求附一兩篇。（小生）這卻使不
得，目錄已經刻定了。（淨）方纔謝兄的，怎麼又袖去？（生）拙作原不通，千萬莫
刻。（丑）多送些刻費來便是。（小生笑介）哪個為此？（淨笑介）小顧，你也忒氣傲
了。
55

黃宗羲著，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 1 冊，《思舊錄》，〈吳炳〉，頁 375。

清

720

華

學

報

【前腔】 豈是斯文宗主，動驕稱我輩，冒附名儒。 （小生）怎麼便罵起來？
（丑）請了，學生也不求尊刻。項斯今不借韓噓。（淨）低選手選的文章，那個作準？

怕洛陽紙價今非故。 （生）二兄不必性急，待續集出來，收些人情文字便了。
（淨、丑）再也不勞。……（諢下）（小生）一場喧鬧，那裡說起。（生）文玉兄，不
要理他。

【尾聲】 才華自古能招妒，笑區區何堪比數？ （小生）我也好沒來由，終日選
文，惹這煩惱。枉困書叢作蠹魚。

56

在這場戲裡，顧粲「徧訪天下名士，徵其文章，彙選大社，以公同好」的行為，與
復社中人選文相高之舉類似，張溥合諸社為一、創立復社的具體宣示之一，便是
「裒十五國之文而詮次之，目其集曰《國表》，受先作敘冠弁首，集中詳列姓氏，
以示門牆之峻，分註郡邑，以見聲氣之廣」， 57 按《復社紀略》所載，就是這個
聲勢浩大的選文活動讓溫體仁之弟溫育仁「醜之」，才有後來著《綠牡丹》譏誚情
事。
前引劇中文字「豈是斯文宗主，動驕稱我輩，冒附名儒」的批評、對選文標準
「但是朋友家文字，都好附入了」的質疑，以及戳破「目錄已經刻定」的推諉之詞
等，皆極犀利，也頗與《復社紀略》提及的《綠牡丹》譏誚復社諸人語境相符，但
這些話語卻出自作者所欲嘲諷、譏刺的淨丑二人之口，使得雙方立場頓時翻轉──
沒能被選入《宙合大社》的柳、車諸人，確實是無才無德之輩，「冒附名儒」的指
責原封奉還到自己身上，反駁「低選手選的文章，那個作準」則成了「吃不到葡萄
說葡萄酸」的悻悻然，畢竟柳、車連「牡丹賦」都讀成「杜再賊」、「壯舟賊」，
白丁之文不能入選社刻，反而更顯評選的精準。而劇中小旦車靜芳所以能看穿柳、
車二人之詩乃倩人代作，並且發現顧粲的真才實學的重要線索，便是三人所呈窗稿
與顧生的選刻：
（看小生選刻介）這《宙合大社》就是爹爹做的序文，顧生既有選刻，
必係知名之士。（看稿介）其窗稿與試作相類，足見名下無虛。前日考

56
57

吳炳，《綠牡丹》，卷上，第 2 齣，頁 6-7。
陸世儀，《復社紀略》，頁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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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三，果然屈了。58
味此評語，對於選刻一事頗予好評，而顧粲的才學也印證了選刻的可信度，保障了
「名士」的品質。
《復社紀略》中記載溫氏諸人作《綠牡丹》一事，乃溫育仁對假名流「心醜
之」而作，不過朱彝尊在《靜志居詩話》記載的卻是「其時烏程溫相君有子求入
社，扶九堅持不可，於是有徐懷丹之檄，陸文聲之疏」， 59 也就是說，亦有可能
是溫體仁之子求入復社遭拒，才有後來諸多報復情由。溫氏族人當時已有溫以介在
周鍾門下，當黎元寬追究《綠牡丹》事件時，正是由他出面調停斡旋，故而溫育仁
等「被拒著惱」的可能性實較「不屑醜態」為高。若此，溫氏諸人因為求入復社不
得而作劇攻擊，與劇中柳、車求刻文章不成挾怨報復的行為，又更接近了。首次文
會結束後，柳、車二人不思自己乃借他人詩作得佔前列，反欲伺機折辱第三名的顧
粲：
【普賢歌】（丑上）喬才可惡竊虛聲，考較原來是末名。在下便白丁，只怕

老兄也欠青。傳與文場作笑柄。 前日和柳大商議，只說公請社友，騙那小顧到
60

來，大家恥笑一場，以雪不肯刻文之恨。

而柳、車「雪恨」的方式，正是扮戲。 61 尚可注意的是，前文曾舉華允誠參溫體
仁疏，提及「溫育仁不識一丁」，與粲花齋本《綠牡丹》柳、車二人「白丁」形象
頗為相類；溫育仁未登進士之列，也許對時文並不拿手，若以此程度「妄想」加入
復社，或附刻其文於《國表》中，與粲花齋本《綠牡丹》第一齣中【滿庭芳】所言
「贗鼎連名高列」、「殊驕蹇，忘其固陋，妄覬締良緣」的情形亦可呼應。
當然，吳炳的改作並未大張旗鼓撻伐溫氏諸人，畢竟前波未平，而當時黨派鬥
爭甚烈，他雖處林下，卻也不宜過度張揚。故而劇中雖多處可見言外之意，但總體
來說，吳炳在改寫劇中對復社的毀謗後，仍將宗旨放在對「贗鼎冒名而妄自尊大」
的諷刺上，至於箇中情由，讀者與觀眾須自去體會。
58
59

60
61

吳炳，《綠牡丹》，卷下，第 20 齣，頁 22。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續修四庫全書》第 169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21，頁 23b（總頁 476）。
吳炳，《綠牡丹》，卷下，第 12 齣，頁 40b。
劇中淨丑約小生演劇，串《千金記》中「韓信胯下」，要小生扮為韓信，受二人胯下之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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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論至此，回頭看此劇第一齣〈奇略〉的第一闋詞：
【臨江仙】利責名逋爾自忙，阿儂無暇相償。年來辜負好年光，風塵添
面甲，車馬促頭霜。……前浦歌聲猶未歇，人間豈少周郎。春風一唱一
回香，不須看局態，便擬上毬場。62
這闋詞按傳奇慣例，居於說明作者作劇背景的重要地位，除前文曾提及，第三、四
兩句可供判斷作者作此時年齡的依據外，起首二句，用以解釋當時敵對陣營間的攻
訐與他原先置身事外的姿態，頗為相合。而下片讀來，更有一種涉入特殊時局的隱
喻：「前浦歌聲猶未歇」可據以解釋為前一版《綠牡丹》的傳唱，已造成頗大紛
擾； 63 周郎自是周瑜，羅斯寧注此為「知音者」較為籠統，周瑜乃妙解音律之
人，故此句非指「世間難道沒有我的知音存在」，而是「人間難道沒有（其他）精
於音律之人」。 64 言下之意，對方陣營有人可以編出嘲弄復社的《綠牡丹》，作
者亦有扭轉「矛頭」的自信，當經過作者妙手改編的《綠牡丹》取代杭人因為好異
而爭相搬演的版本之後，「春風一唱一回香」，自然便能解除危機。故而「不須看
局態，便擬上毬場」，則其時復社、溫氏族人等，或已因《綠牡丹》交相開火，局
面尚未明朗，而吳炳欲改作該劇、化解復社中人的尷尬，也是某種投入戰局的表
態。此齣名曰「奇略」，羅斯寧釋為「傳奇的大略」，然而若雙關指為「奇謀、奇
策」之意，更貼合吳炳這「改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高明策略。
《復社紀略》中列名於「青浦縣」之下、雲間三子之一的李雯 (1608-1647) 有
古詩〈贈吳石渠年伯時爲兩浙轄運分司〉，此詩甚長且有缺字，節錄較完整的下半
首：
曼倩朝隱既不得，思光求丞聊復為。鹽官白鹽白如雪，青煙晨炊暮還
結。領簿常親負薪人，解衣更看明湖月，手板何勞朝復朝，開門正對吳
62
63

64

吳炳，《綠牡丹》，卷上，第 1 齣，頁 1。
羅斯寧注「前浦」為「地名，在廣陵（今江蘇省江都縣東北）。」而《中國古今地名大詞典》則
訓為江蘇省盱眙縣，見臧勵龢等編，《中國古今地名大詞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3），頁 2252。然若實指此二地又無法具體看出可能的關聯。事實上，「前浦」一詞頗常見於
詩詞之內，並不被限定於某地，僅作水涯江邊之意，亦常與「漁歌」之類的意象連用。
在《桃花扇》中，楊龍友訪阮大鋮時上場言「周郎扇底聽新曲，米老船中訪故人」，便是以周瑜
喻阮大鋮之善撰新詞。而吳炳此處用此周瑜的意象，也正是比喻自己填詞的功力。孔尚任原著，
王季思等校注，《桃花扇》（臺北：里仁書局，1996），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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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腰。新成樂府烏棲曲，散入青樓碧玉簫。看公豐願仍大顙，萬里風雲
足深仰，周郎識曲破曹公，何須抱甕居塵鞅。65
詩作於崇禎九年，吳炳蟄居宜興四年之後於該年復出，任浙江鹽運司，隔年即轉除
南京戶部，時間點極明確，乃贈於吳炳里居改編《綠牡丹》之後。李雯贈詩之事除
再次證明吳炳確與復社中人交好、沒有作劇攻擊復社社員的可能外，深可玩味的是
詩中「周郎識曲破曹公」一句，正史上周瑜破曹與其音律修為並無關涉，李雯此處
特意點出，正可用來解釋復社與溫黨間，以戲曲為矛戈之「戰」，吳炳最終以其善
於譜曲之長，「破」了對方「戲謗」詭計，打了漂亮的一仗，而此亦與吳炳以周瑜
自比的自信遙相呼應。
葉廷琯在《鷗波漁話》論及《綠牡丹》傳奇時，引錄了覺阿開士《書壯悔堂集
後》四絕之末章：「少日閒情悔最難，傾城名士兩相歡，傳奇爭愛《桃花扇》，誰
唱溫家《綠牡丹》。」 66 此詩特別指出「溫家」《綠牡丹》，正可用以和這個
「粲花齋本」《綠牡丹》區別；而以「溫家《綠牡丹》」與《桃花扇》對舉，說明
了溫家《綠牡丹》必然相當直接地詆毀了復社中人。在南明福王朝中，復社成員與
阮大鋮的正面交鋒，雖被後世史家認為是誤國黨爭的延續，然對比於阮氏人品，復
社諸子形象明顯拔高了許多，後來孔尚任便據以敷衍作《桃花扇》一劇，強化了復
社與阮大鋮閹黨的正邪之分，此劇聲勢壓倒了醜化復社人物的溫家《綠牡丹》，說
明傳播流言蜚語雖可一時鬨傳，但歷史仍能還以公道清白。

六、結語
《復社紀略》中溫氏族人以戲曲《綠牡丹》譏誚復社社員之事，常為學者引用
證明以戲曲傳播評議、輿論。而此事並非孤例，清人曹家駒的筆記《說夢》便記載
了一則類似的事件：雲間（松江府別稱）有世家子張積潤作傳奇《雙真記》，諷刺
曾依附魏忠賢援引的鄉紳朱國盛，當時同樣引發了仕紳和生員間的糾紛。 67 此事
65

66

67

李雯，《蓼齋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11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清順治十四
年石維崑刻本），卷 17，頁 7。
葉廷琯，《鷗波漁話》，《續修四庫全書》第 116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4，
頁 4b-5a。
「朱雲萊（國盛），天啟時為漕儲道，魏閹薰灼，雲萊藉其援引，捷升北太常，後閹敗，值錢機
翁當國，得免大禍，然從此亦不振矣。家居惟聲妓自娛，而郡中後輩好譏論之。有張次璧（名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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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見於各類方志、史傳，但當地巡按祁彪佳曾於私人尺牘內提及︰「雲間傳小青為
《雙真記》者，內譏及朱雲萊，遂起大訟，姪調之始解，是以於此不敢更著一語
矣。」 68 證明了此類事件雖似街談巷議，僅載於稗官野史，卻未必非真。值得注
意的是，《雙真記》發生於崇禎七年左右，據《復社紀略》載《綠牡丹》事時間相
去不遠，祁彪佳述及此書遭遇的處理方式，同樣是「禁其書，懲治其演者」。 69
學者分析明清社會資訊傳播的媒體形式時指出：
作為傳播媒體，小說和邸報同樣具有公開化的社會功能，他們都是將某
些特定領域內的個別事件「公開」化，成為一般「社會大眾」理論上皆
得以參觀的「新聞」。只是，在這個基本功能上，小說可能比邸報更具
有「大眾」性。不過，在明後期最為「大眾化」的傳播媒體，恐怕不是
小說，而是戲劇。70
以戲劇為攻擊對手、傳播譏評的工具，散播的速率驚人，當局雖能以高壓的手段銷
毀書版、禁止演出，然而如同流言蜚語般的「演出迴響」，卻在搬演過後形成喧騰
一時的「類輿論」，很難以外力鎮壓撲滅，此即學者所謂的「造言」。71
明末的江浙地區演劇風氣盛行，而以戲曲影射、嘲弄甚而攻訐他人的「戲謗戰
術」，雖然隨著事過境遷很可能煙消雲散，具體人事現已難明指，但從其他的記錄
仍幫助後人感受這樣的「氛圍」。如於官箴中可以見到相關的警告：「飲宴時不可
喜扮雜劇，梨園插科打諢，不惟不雅，亦恐有嫌疑者，以我輩有心，或成大隙，此
後宴飲，去此一種亦便。」 72 告誡為宦之人宴飲時應避免觀劇，著眼點已非止於

68
69
70

71
72

潤）者，乃七澤公之子，七澤最善音律，次璧亦以家學自負，乃作一傳奇名《雙真記》，其生名
京兆，字敞卿，蓋以自寓也；其旦名惠立霜；其淨名佟遺萬，同者以朱為鄉人也，遺萬謂其遺臭
萬年也。詆斥無所不至，雲萊大恨，訟次璧于官，而七澤公不勝舐犢之愛，力辨其非，陳眉公起
而解紛，致一書札於當事，請追此板，當堂銷毀，置此事於不問，而持議者並謗及眉公矣。」曹
家駒，《說夢》，收入周光培編，《清代筆記小說》第 29 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卷 2，頁 423。
祁彪佳，《祁彪佳文稿》（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與夏孔林〉，頁 2167。
祁彪佳，《里中入都尺牘》（南京圖書館藏抄本），〈致等軒外父〉。
王鴻泰，《流動與互動：由明清間城市生活的特性探測公眾場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
系博士論文，1998），頁 332。
王鴻泰，〈明清的資訊傳播、社會想像與公眾社會〉，《明代研究》，12（臺北：2009），頁 61。
佘自強，《治譜》，收入官箴書集成編纂委員會編，《官箴書集成》第 2 冊（合肥：黃山書社，
1997，明崇禎十二年呈祥館重刊本），卷 2，頁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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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或者敗俗的考量，而是要防範有心人於此間尋隙構陷，引發事端。《說夢》記
載中因調解《雙真記》受到波及的陳繼儒（眉公），在解「戲」字時發揮：「虛字
著一戈字，凡戲雖非真殺機，然戲言戲動中，往往有時害人，非虛戈而何？」 73
想來亦是有感之言，也由側面補充了這種以戲為「虛戈」的現象在當時當地並不少
見。清初的李漁更站在劇作家的立場，於《閒情偶寄》中特立「借諷刺」一項，同
時澄清自己「加生旦以美名，原非市恩有托，抹淨丑以花面，亦屬調笑無心；凡以
點綴詞場，使不岑寂而已。」 74 必須這樣鄭重「宣示」，與其時「刻薄者流，以
此意倒行逆施，借此文報仇洩怨，心之所喜者，處以生旦之位，意之所怒者，變以
淨丑之形」的風尚必然有密切的關聯。
王鴻泰在〈明清的資訊傳播、社會想像與公眾社會〉一文中，除以《綠牡丹》
事件說明「以編造小說戲劇來攻擊對手，一方面可以說是對大眾媒體的利用，另一
方面也可以說，乃是將小說戲劇當作一個公眾場域，在此場域內造成對手聲名的破
敗」，也引用《丹午筆記》所載、袁于令與沈時同因爭奪穆素徽寫作《西樓記》與
《望湖亭》事為例，進一步闡論：「更積極的做法是在此『公眾場域』內，與對手
展開鬥爭。」75 而吳炳改編溫家《綠牡丹》反擊，示範了一種更為高明的突圍方
式，不但能夠化解危機，甚至可以扭轉劣勢，在戲劇這個公共場域中，巧妙地調轉
訕笑毀謗的矛頭，借力使力，反將對方一軍；憑著高明的編劇技巧，不但使「溫家
《綠牡丹》」此後形影模糊，也藉粲花齋本《綠牡丹》的傳唱狠狠嘲弄了妄想攀附
名士行列的溫黨中人。
更深入地說，此類劇作在作者主觀價值判斷下，採擇社會事件與人物加以比
附、變形後演而為劇，無論是為針砭時事或攻訐對手，與戲曲藝術中的「代言」性
質和「誇飾」藝術手法，頗為異曲同工。雖則由今觀之，劇中人物多屬虛構，且情
節故事亦非本史實，但在時人眼中，情節、人物的假託擬造卻具有指涉時事的實質
意義，觀眾讀者的「心領神會」，更賦予這些「意有所指」之劇與時事勾聯的現實
高度。傳統劇作影射現實、指畫人物的「劇外之音」常因難以查證而被斥為無稽之
談，但這些保存在野史筆記中的蛛絲馬跡可能更真實地指出創作背景與演出文化氛
圍，也豐厚了作品的內涵。
73

74

75

陳繼儒，《陳眉公四種》（臺北：廣文書局，1968），卷下，《太平清話》，「王荊公論戲字」
條，頁 14a。
李漁原著，單錦珩點校，《李漁全集》第 3 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閒情偶
寄》，頁 6-7。
王鴻泰，〈明清的資訊傳播、社會想像與公眾社會〉，頁 61。

726

清

華

學

報

《復社紀略》中，記載了時相溫體仁家人以傳奇《綠牡丹》譏誚復社社員一
事，由於目前存世的粲花齋本《綠牡丹》作者為吳炳，而以吳炳生平交遊考察，並
無為溫黨捉刀與復社對立的可能，也使得學者對於《復社紀略》的記載抱持懷疑的
態度。然而在考察了相關史料、確定《復社紀略》記載的可信度後，其內所載《綠
牡丹》事，亦無可懷疑。現存粲花齋本《綠牡丹》以譏嘲諷刺為主調，其中起文
社、刻文集等事件，與《復社紀略》所載又似有關聯。
本文考察吳炳的交遊情況，發覺他與復社中人關係匪淺，而進一步分析粲花齋
本《綠牡丹》對淨丑二腳的譏嘲與劇中「家門大意」的隱微闡發，則可推知吳炳乃
有意改寫溫體仁族人所製《綠牡丹》一劇，重新塑造角色形象、設計情節對白，使
得此劇由諷刺復社諸子爭相攀附之狀，轉而成為譏嘲溫氏族人妄想列入名士行伍、
忘其固陋之醜，也化解了復社社員的尷尬處境。
如此，《復社紀略》記事的鑿鑿可徵、兩本《綠牡丹》間微妙的相關以及吳炳
與復社相善的關係，便得以圓融解釋，進而也使後人藉此重新檢視戲曲創作與演出
活動背後，既隱微而又深厚的社會文化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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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a Play as a Weapon:
Conflicts Between the Fu She and Wen Ti-ren
in Lü Mudan

Lin, Chih-y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writers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legend Lü
Mudan 綠牡丹. The legend was originally written by the younger brother of the
Premier Wen Ti-ren 溫體仁 with the goal of ridiculing the members of the Fu She
復社 (Restoration Society). This work was later banned due to political infighting,
and thus the original text of the play is no longer extant. The existing version of the
play, found in the Can Hua Zhai 粲花齋, was written by Wu Bing 吳炳 only after a
few years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original. Wu was friendly with the members of the
Fu She, and he changed the core of the play, by reshaping the images of the lead roles,
in order to launch a counterattack on Wen Ti-re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two versions
reveals that the Lü Mudan was in fact used as a weapon to attack people with
conflicting views. This demonstrates that the motivation for writing and performing
traditional opera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was often very complicated, and not
simply aimed at providing entertainment.
Key words: Wen Ti-ren 溫體仁, Lü Mudan 綠牡丹, Fu She 復社 (the Restoration
Society), Wu Bing 吳炳, the revised version found in the Can Hua Zhai
粲花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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