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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情境與地方史書寫──以清代大同方志為例∗
張繼瑩∗∗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摘

要

本文以清代歷次編纂的大同志書為例，探討不同時代的大同士人，如何形塑與書寫
易代經驗。大同是明代的重要軍鎮，但於明清易代之時，並未為明盡忠抵抗流寇，滿清
入關後立刻降清，歸順清朝後又發動兵變反清，但隨即失敗而受到清廷嚴密控管。戰
後，官方推動編纂地方志，地方士人一方面依照官府意志編寫內容，另方面僅藉由整理
文獻留下線索來保存官方不願多提的事實。時至乾隆朝，清廷下令檢查各種方志文字，
過去地方士人留下的線索亦被銷毀，獨留官方認可的易代歷史。道光朝的士人重編志書
時，即感史料稀少，因而尋找文字檢查下的漏網之魚，拼湊易代的事實。從不同時期的
方志編纂中可看出，人們編纂地方史的意識以及運用編史回應他們政治情境的方法。

關鍵詞：明清易代，歷史記憶，思想控制，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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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章學誠曾言：「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傳狀
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部府縣誌，一國之史也；綜記一朝，
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後有家，比家而後有國，比國而後有天下。惟分者極其詳，然
後合者能擇善而無憾也。」1 這段話除了說明古人對歷史撰述類別的認識外，章學
誠更從這段話推演出要修天下之史，必由省、府、州、縣志書的編輯為先，而地方
志書又廣納「家乘譜牒」與「傳狀志述」，形成由下而上匯集史事的渠道。地方志
的書寫不僅是編纂一地之史，更為天下歷史的基礎。
方志除了作為天下之史的基礎外，同時也是施政的參考書。地方官治理地方
時，需要參考當地的成例、了解風土民情，方志即是官員治理資訊的來源之一。2
這種來自政治實務的認識與操作，使得志書所載之地方政務與一朝政典的記錄有所
聯繫。因此，官府要依靠方志來維持統治穩定，遇有政權變動或行政區調整，也要
反映在方志的編纂上。3 就治道來說，成功編纂方志是將地方納入王朝體制中重要
的環節之一。
理想上，方志是融洽國家與社會的文本，但要達此理想，國家與社會卻需要歷
經複雜的互動。編纂地方志雖與地方政務有關，但官員在地方志編纂中的角色，多
數僅掛名或扮演指導編纂的角色而已，因此真正地方史的執筆者幾乎都是當地基層
士人，他們可能擁有基層功名或在地方享有聲望。是故編纂方志，就不僅僅可視為
官方的活動，其所呈現的融洽之感，也是國家與社會雙方互動、競合的表現。4
1

2

3

4

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下冊（臺北：廣文出版社，1985），卷 6，〈外編〉，頁
588。
地方官會將編修地方志作為個人政績的表現，這些表現也會成為往後官員參考的內容。Joseph R.
Dennis, Writing, Publishing, and Reading Local Gazetteers in Imperial China, 1100-170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5), p. 3.
多數方志都有政治動機，可能是在朝代新立、行政調整或者天災人禍之後。吳密察教授曾以臺灣
方志為例，系統地研究這個現象，闡述地方史書寫與行政需求的關係。吳密察，〈歷史的出
現〉，收入黃富三、古偉瀛、蔡采秀主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臺北：中央研
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頁 1-21。
方豪教授研究臺灣史的過程中，已經注意到臺灣方志編纂過程，與地方士人互動的關係。往後許
多方志的傑出研究也指出方志編纂與地方意見、利益與權力皆有關係。方豪，《方豪六十自定
稿》（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清初臺灣士人與地方志〉，頁 621-646；陳春聲，〈嘉靖
倭亂與潮州地方社會文獻編修之關係：以《東里志》的研究為中心〉，《潮學研究》，5（汕頭：

政治情境與地方史書寫──以清代大同方志為例

277

本文將討論的大同地區，其方志所呈現的面貌，具體而微地體現了上述方志的
特色。除此之外，明清之際的大同所經歷的反清事件，更讓志書書寫成為地方社會
矚目的焦點。
明代大同是國土北疆的屏障，即使行政區劃上有軍民並存的治理機構，但是軍
事仍是影響當地最主要的力量。故而，此地的各種變化與軍事的動向有著密切的關
係。明末李自成 (1606-1645) 大軍來到，大同軍民放棄抵抗，加速明王朝滅亡。5
隨著清軍入關，大同軍民又投誠於清，驅逐李自成的勢力，其順逆之舉幾乎可說是
具有扭轉局勢的地位。及至順治五年 (1648)，大同地區舉兵反清（姜瓖之變），
震撼甫入關的清政權，因而派重兵鎮壓，並以屠城的方式懲罰叛亂者。 6 動亂之
後，大同行政中心移往陽和，並由官府主導編修入清後的第一部府志《雲中郡
志》。由於修志的時機敏感，該志中如何撰寫由明末至順治五年間的人與事，成為
值得觀察的要點。此後，乾隆時期重修《大同府志》，也關注這段史事。但是乾隆
時期的新志幾乎沒有繼承《雲中郡志》的內容，而是重新敘述這段歷史，試圖營造
新的意象。時至清中葉，大同縣編纂了第一部縣志，志書編纂者如何在遠離事件百
年以上的時間點重新詮釋清初的動亂，成為該志編寫的重點之一。這個過程說明，
清初姜瓖之變是地方史上最關鍵的歷史事件，其牽扯了明亡的結局與清朝的統治，
如何再現這段歷史也是方志書寫的焦點。
再三地詮釋同一件史事，除了顯示事件的重要性外，同時也彰顯清朝不同時期
的政治情境對歷史書寫所產生的可能影響。此可從三方面探討：其一、最初記錄此
事的地方志是《雲中郡志》，其編纂者皆是尚未取得功名，或者僅有初階功名的地
方士人，他們一生的文章與思想，可能僅存於志書當中。如負責纂修《雲中郡志》
的徐化溥，他的著述除志書外，雖有個人文集刊行，但並未傳世。7 也就是說，編

5

6

7

1996），頁 65-86；Joseph R. Dennis, Writing, Publishing, and Reading Local Gazetteers in Imperial
China, 1100-1700, pp. 17-114.
李光濤認為，若是姜瓖在李自成進攻時堅守大同，或許明朝不會瞬間瓦解。李光濤，《明季流寇
始末》（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頁 76-77。
謝國楨，《南明史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頁 156-157；顧誠，《南明史》（北
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頁 526-546；魏斐德 (Frederic E. Wakeman) 著，陳蘇鎮等譯，
《洪業：清朝開國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頁 533-543；渡邊修，〈大同總兵姜瓖
その反亂〉，《史苑》，48.1（東京：1988），頁 1-33。
吳輔宏修，王飛藻、文光校訂，《（乾隆）大同府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山西府縣志輯》第 4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清乾隆四十一年 (1776) 修四十七年重校刻本），卷 23，〈人物
三〉，頁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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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志書是這群易代士人心力的結晶。8 這些基層士人曾經親身經歷此事變，又在編
纂方志時處理敏感的反清議題，此時地方士人的動機與心態相當值得探討。9 特別
是大同一地，正好是事變的起源地，這些士人不是選擇完全噤聲，10 而是試圖在
編纂方志時留下事件線索。這些資訊將成為觀察清初國家與社會的切入點。
其二、順治五年的姜瓖之變，其領導人姜瓖 (?-1649) 於乾隆朝時被編入《逆
臣傳》之中。11 此舉顯示清廷已然主導當代史的敘述方向，史事必須依照官方價
值描寫，與官府相異的說法皆可能成為查禁的對象。清廷透過查禁書籍來調整與修
正部分的歷史書寫，12 其影響地方史的編纂相當深遠，重修乾隆《大同府志》即
是一例。時人透過增補、編改歷史素材，取代清初所遺留下來的內容，這不僅反映
乾隆朝的文字檢查政策，更展現出地方對應此政策時的潛在焦慮，以及配合政策後
對地方史編纂產生的影響。
其三、經過乾隆朝對當代史事的檢查與詮釋後，歷史事件不但形成固定的成
說，且因乾隆朝刻意銷毀不利於清的文字，使得地方士人再次纂修志書時感到史料
受限。這種侷限感不僅來自編修方志時史料的缺乏，同時也反映地方士人對制式的
國家書寫標準的回應。學者已經指出清中期以後的方志編寫，有明顯的變化：方志
內容不再是依照編纂者所見、所聞書寫，而是將內容著重於固定化的制度與事例，
以宣揚皇帝聖諭及國家法令取代編者的看法。13 道光朝《大同縣志》的編纂就是
在此轉變點上進行。但，大同地方士人並未全然接受國家的制式言論，反而試圖跨

8

9

10
11

12

13

同樣的情況在偏關、渾源的士人群體中都曾出現。張繼瑩，〈祇恐遺珠負九淵：明清易代與《偏
關志》書寫〉，《明代研究》，27（臺北：2016），頁 159-187；曾偉，〈明清易代之際的方志編
纂與地方社會──以渾源州為例〉，《中國地方志》，2（北京：2018），頁 44-55。尤其是曾偉
研究中所提供的志書編纂者名單，除了完成方志外，幾乎也找不到個人文集傳世。
例如鄰近大同的偏關，該地士人用盡各種筆法，將反清者保存於史書當中，若非熟知當地人際網
絡的偏關人可能很難查知文字間的言外之意。然而，清廷的文網在往後刊印前察覺偏關人的巧
思，因此偏關於順治與雍正時期編纂的方志都無法正式刊印，清亡以前偏關是不存在地方史的。
張繼瑩，〈祇恐遺珠負九淵：明清易代與《偏關志》書寫〉，頁 159-187。
最早發現這個現象的是鄧之誠。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 722。
清國史館編，《逆臣傳》，《清代傳記叢刊》第 56 冊（臺北：明文書局，1985，國史館修繕
本），卷 4，頁 547-552。
丁原基，《清代康雍乾三朝禁書原因之研究》（臺北：華正書局，1983）；王汎森，《權力的毛
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2013），〈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
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頁 395-502。
森正夫，《森正夫明清史論集》第 3 卷（東京：汲古書院，2006），〈明末における秩序変動再
考〉，頁 111-114。森氏主要是考察方志中的風俗記載，然其論卻可以視為清中葉後方志的一般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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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乾隆朝的阻隔，利用不同方志的比對與引用他志來觸及歷史的真相，重新書寫清
初姜瓖之變。
由此可知，編纂方志不僅是撰述歷史事實而已，更有面對各種現實狀況的調和
與對應。以下就大同各階段編志的過程進行分析，進一步討論政治情境與地方史書
寫的關係。

二、撰寫「大同歷史」的曲折歷程
明朝時設置大同府，下領十一州縣。並設山西行都司、大同前後衛及周邊衛所
戍守本區。14 這使得大同成為兼具民政與軍事功能的行政區劃，然而明代大同府
的地方志，今日僅有正德年間編的《大同府志》十八卷存世。
正德以前，不能說沒有大同地方志，只是今天並無傳本，學者因此無法確定這
些志書的型態與內容。根據劉緯毅、李裕民的調查，在正德之前有名為《大同郡
志》、《雲中郡志》、《大同府志》等書的出現，他們推測多數的方志在成化以後
至明末間遺失。 15 成化十年 (1474) 成書的《山西通志》，分別引用了《大同郡
志》與《雲中郡志》各一條資料，來陳述風俗與形勝。16 這些資料證明明初大同
已經有修史之舉，而且往後編修省志時也確實採用了府志的內容。
然而進一步閱讀正德時期纂修的《大同府志》時，對於上述諸志的評估似乎不
能單純以佚失來解釋。正德《大同府志》的編者張欽在志序上說：
國朝改置大同府，州縣縱橫，衛所聯絡，誠山西一重鎮也。國初以來，
未嘗有志，識者恨之。先巡撫東滹石公嘗命文士創修之，比者總制宣大
戶部侍郎文登叢公，因余使代，屬為之。余則以為《大明一統志》合天
下之大為一編者，山西固在其內；《山西通志》合一省之大為一編者，
大同已在其間，又奚以贅。雖然志天下者，不如志一省之為詳；志一省
14

15

16

張欽纂修，《（正德）大同府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186 冊（臺南：莊嚴文化，
1996，明正德刻嘉靖增修本），卷 1，〈建置沿革〉，頁 209-210。
劉緯毅、李裕民，〈山西方志佚書考〉，收入祁明編，《山西地方志綜錄》（太原：山西省地方
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1986），頁 171；劉緯毅主編，《山西文獻總目提要》（太原：山西人民出
版社，1998），頁 153。
李侃、胡謐纂修，《（成化）山西通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174 冊（臺南：莊嚴文
化，1996，明成化十一年 (1475) 刻本），卷 2，〈風俗〉、〈形勝〉，頁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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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如志一府之為備，則此府志亦不可不作也。……於是訂舊志、參
前史、益今聞，事必取其有所依據，而附會者去之；文必取其有所關
涉，而富麗者裁之。17
由纂修者張欽的序言可知：他覺得已經有全國與全省之志，但是大同府仍無志書，
甚感遺憾。同時他也自述纂修過程是「訂舊志、參前史」，似乎表明撰志仍有所
本。
該如何理解張欽所透露的地方史料訊息？其一、張欽之編可能參考了《大明一
統志》、《山西通志》等舊志，從中擷取大同的歷史，並依據其他材料增補其內
容。由此可知，方志中的史料流動方向不單是由下而上匯集，同時下級行政單位的
方志也會擷取上級行政單位的方志內容；其二、張欽編志時說大同府沒有志書，但
是又有「訂舊志、參前史」之舉。可能的情況是，張欽編志前一直存有未完稿的大
同志書稿，但可能因這些志書僅有稿本，故言「國初以來未嘗有志」，而以「舊
聞」統稱。由這些線索可推知，明初以來所編纂的大同地方史除了佚失的可能外，
也可能是以稿本的形式，被歷來修志者所參考，並且傳抄吸收。待至張欽的時代，
他重新裁定地方史的內容，並且整合了過去的殘稿，最後形成了府志。由於出版了
府志，這些「前志」書稿很可能就沒有保存下來。
換句話說，早期志書的書稿雖然不存於人間，但是其內容已經被後來編纂的志
書吸收，並且成為時人再次編修地方史的基礎。以現存正德《大同府志》來看，該
志於正德時完稿後，後人仍不斷在此基礎上增修新的內容。例如於嘉靖二年 (1523)
至三年任職山西布政使、按察副使的王崇慶 (1508-1595) 曾為增修稿寫序，18 他
曾經以「將前輩文字稍正者，聊復存之；去其辭諂而事瀆者，後來人物因併續焉」
的原則，19 補綴增添正德《大同府志》的內容。現存正德《大同府志》最後的增
修時間是嘉靖十五年，很可能王崇慶之後仍有官員繼續增修，將張欽、王崇慶等人
的成果再次融合增補，形成目前所見的版本。
萬曆時期明、蒙關係的轉變，大同一地的氣氛也與過去不同。隆慶封貢後，
明、蒙之間暫且無事，大同官員不再以增修的方式編志。萬曆二十六年 (1598) 至
17
18

19

張欽纂修，《（正德）大同府志》，張欽〈大同府志序〉，頁 199-200。
張居正等，《明世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紅格
鈔本），卷 23、37，「嘉靖二年二月己丑」、「嘉靖三年三月壬午」，頁 673、927。
王崇慶撰，孔天胤編，《端溪先生集》（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一年 (1552) 建業張蘊校刊
本），卷 2，〈大同府志序〉，頁 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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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間房守士巡撫大同，曾編纂十五卷本的《大同府志》；20 萬曆三十八年至
四十五年間汪可受 (?-1620) 巡撫大同、山西等處，亦曾纂修《大同府志》。21 從
萬曆兩次編修志書的卷數來看，很可能是創修新志，與正德本不同，只是今日萬曆
時期修纂的志書皆無刊本存世，無法比對內容的異同。
修志雖然是為了編輯地方史，但比較不同時期的修志動機卻可以發現時代變遷
以及人們應對時代的想法。正德《大同府志》中有一篇山西布政使王崇文 (14681520) 所作的序文，其言道：「［大同］迨入皇明版圖，教化浹洽，賢才接軫而
出，大非曩比。然極鄰北虜，宦遊於茲，亦講武未遑也。」22 正德時期的修志背
景顯示地方重武輕文的氣氛，因此當官府支持方志編纂時，會被視為「雅尚文事」
的表現。 23 然而，嘉靖期間邊患甚急，很可能修志的環境又是「講武未遑」， 24
因此多採取增補舊志的方式修志。
萬曆時期雖然是一片承平氣象，但是新編大同府志卻不全然在歌頌太平，反而
在此時呼籲武備的重要性。葉向高 (1559-1627) 為汪可受所編的萬曆《大同府志》
作序時就提到：
［蒙古］其合而眾為市，將以無厭固我；其分而自為鬬，將以餘鋒躪
我。即幸而旦夕無虞，而人情愈偷，戎備愈弛，不出數年，亦終有决裂
之患，是茲鎭之大憂也。25
編修方志雖然屬於文事，但官員有意藉此呼籲讀者注意未來仍有可能發生戰爭的危
機，故而必須早做準備。當時人憂患戰爭再次威脅大同的意識應該相當普遍，同時
20

21

22
23
24

25

孫承宗，《高陽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7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清初刻
清嘉慶補修本），卷 11，〈大同府志序〉，頁 172；顧秉謙等修，《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
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紅格鈔本），卷 322、369，「萬曆二十六年五
月辛卯」、「萬曆三十年閏二月辛丑」，頁 5982、6921。
葉向高，《蒼霞續草》，《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24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北京大
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卷 4，〈大同府志序〉，頁 655-656；顧秉謙等修，《明神宗實錄》，
卷 471、555，「萬曆三十八年五月戊午」、「萬曆四十五年三月乙丑」，頁 8893、10475。
張欽纂修，《（正德）大同府志》，王崇文〈大同府誌序〉，頁 196-197。
同前引，頁 197。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也談到正德《大同府志》：「其別立〈烽堠〉一門，又卷首圖說中有車
營戰車諸圖，為他志書所無之例。蓋大同在明代為嚴邊，故尤詳於武備云。」可見其內容亦是受
到軍事的影響。永瑢、紀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武英殿
本），卷 73，〈正德大同府志〉，頁 1565。
葉向高，《蒼霞續草》，卷 4，〈大同府志序〉，頁 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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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由宣大山西總督楊時寧編修的《宣大山西三鎮圖說》與大同巡撫王士琦編修的
《三雲籌俎考》，26 都表明防患於未然的意圖，軍事的影響仍舊在編修地方史中
出現。
清順治年間，大同府再次編修方志，但是這次新志編纂實與地方動亂及行政區
調整密切相關。滿清入關後，大同軍民驅逐李自成的勢力，向攝政王多爾袞
(1612-1650) 請降。然而順治五年底大同發生兵變起而反清，引起山陝地區很大的
騷動。由於該年廣東、江西與山西皆發生兵變，造成清政權不安，因此清廷在平定
大同反清後，以屠城的方式報復大同軍民。戰火中軍事與民政的中心一夕崩解，清
廷因而將府治以及宣大總督駐紮之處移往附近的陽和。地方官員在新的行政中心，
開啟修志的工作，以編修歷史的行動來重整動亂後的地方秩序。
順治八年時總督佟養量 (?-1655) 上疏還治原大同城，27 隔年志書出版，即為
《雲中郡志》。雖然制度上還治於舊，但是整部新志書都是移治陽和時編修，因此
內容多以陽和為中心，重新纂述與建構地方史事。
值得注意的是：志書編纂之時，人們對於順治五年懲叛屠城的種種仍是記憶猶
新，因此燒殺的印象一直在序、跋文字中若隱若現。當時的宣大山西總督佟養量在
序言中說：「雲中，天下之脊。密邇右輔，柱礎天西。屹屹乎，萬雉金湯也。戊子
陡罹逆變，宸怒赫濯。明年己丑蕩平。余移鎮駐陽和，府治隨之。嗚呼，淪故府於
荊蓁，委典冊於灰燼，謂非開闢後一大草昧也乎。」28 自明遷都北京之後，大同
表裡山河的地位也就愈形重要，佟養量站在北京南面而王的角度上，形容大同為
「密邇右輔，柱礎天西」，然而這個地方在明亡時沒有受到戰火波及，卻在反清懲
叛「蕩平」後受到重創，幾乎回到最原始的狀態。
由於屠城之時，燒殺破壞過大，各種文獻幾乎不存，因此造成往後治理的困
難。當時的巡撫陳偉彤作序時即提到：巡撫一方若無志書可參考，那治理也相對困
難，幸好有「胡守良苦心哉！灰燼之餘，大凡搜摭，若體余巡方至意而為是亟亟
焉」。29 很顯然，巡撫之所以能夠在戰亂後恢復治理，是依靠「胡守」蒐集殘缺
文獻的幫助。文中的胡守為胡文燁（順治七年任大同知府），即是順治方志編纂的
26

27
28

29

楊時寧編，《宣大山西三鎮圖說》，《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73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明萬曆刻本），楊時寧〈前序〉，頁 113-114；王士琦，《三雲籌俎考》，《續修四庫全
書》史部第 73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明萬曆刻本），卷 1，〈安壤考〉，頁 2。
吳輔宏修，《（乾隆）大同府志》，卷 1，〈沿革〉，頁 28。
胡文燁纂修，《（順治）雲中郡志》（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順治九年 (1652) 刊本），佟養量〈雲
中郡志序〉，頁 2a-2b。
同前引，陳偉彤〈雲中郡志序〉，頁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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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人，他自己也說：
余於七年庚寅夏六月由昌刺奉命守茲，甫釋韎韐，事事同草昧，且日待
制府帷幄，凡所諮扼塞、戶口、士馬、金穀之數，多不獲原冊考究，每
用是撫髀府乘，亟欲得前代典籍刪潤之，以成一王體裁，此職守此夙志
也。奈灰灺之餘，散帙淪軼。30
由陳偉彤、胡文燁的言論可知，《雲中郡志》編纂的目的與「資治」有關，這與許
多方志編纂的目的類似，所不同的是大同剛剛經過戰火，所有可供諮詢的當地人
士、地方文獻以及地方官府的檔冊，都在清軍攻破大同城時一併毀去，因此重新梳
理地方脈絡顯得十分困難，當時官員們口中的草昧狀態並非誇大之詞。
雖然多數文獻皆遭毀棄，但是胡文燁編新志時，仍努力尋找前志的蹤跡，希望
從前志的記載建立當代治理的基礎。因此，胡文燁在散亂之餘購得明萬曆年間汪可
受編《大同府志》「首、尾二三冊」之殘本，以此為底稿開始新志的修纂。31 除
了前代志書外，當時奉命督糧的戶部主事劉國欽（順治六年進士）也協助尋求史
料，他找到了「制書」一本，編入《雲中郡志》之中。32 劉國欽並沒有說這本制
書是什麼內容，但從書名推測可能是入清以來的各種政令文字。以前朝方志與今朝
制書作為史料，似乎已經足以構成古今時空的經緯。
但從實際的編纂者口中可以發現，即使有方志殘稿與制書，仍難以接續明清兩
個時代的大同歷史。徐化溥是大同的貢生，《雲中郡志》的主要撰稿者，他即感嘆
文獻無所徵的編史困境：「幾百年創稿，竟淪劫火之灰；三十載陳梨，未衍薪傳之
緒。」33 這段工整對仗的句子說明：晚明編纂大同府志的相關稿本、刊本以及存
版，都在戰火中佚失。所能得到的資料，基本上可能都是殘缺的書籍，很難將現狀
與大同的歷史接續。
在史料缺乏的狀況下，《雲中郡志》傳承歷史的功能可能較為薄弱。然而，即
使要用《雲中郡志》來解釋現狀，也有其困難之處。大同鎮與大同府在順治五年亂
後，一併遷徙到陽和。此次遷徙，其實是與歷史最為脫節之處。劉國欽的序中則
稱：「至契丹改雲州為大同，其立名則自遼始矣。金、元、明三世相因而設府置
30
31
32
33

同前引，頁 2a-2b。
同前引，頁 3a。
同前引，劉國欽〈雲中志書序〉，頁 5a。
同前引，徐化溥〈雲中志書跋〉，頁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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帥，有明屹然立為重鎮云。」34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大同之所以為大同，是與其
長久以來鎮守的區位有關。然而劉國欽到任時，姜瓖已經被剿滅，大同亦遭到破
壞，他所見到的是「城邑蕭然，邊方慘澹，非復昔年三雲氣象，環顧而興慨者久
之」。35 出現這樣的描述，與戰火造成邊塞巨鎮灰飛煙滅的事實有關，緊接而來
治所移置至附屬之城陽和，且將大同府之名消除，短暫改稱陽和府。這樣的改變或
許讓滿清官員與當時人談到「大同」時，無論在時空的感知或者語彙的使用上都有
強烈的斷裂感。
正因為斷裂明顯存在，因此志書中許多的內容都試圖彌補這種斷裂感，最明顯
的就是〈藝文志〉中選文的內容。過去以舊大同城為中心時，文獻的傳統自然也在
大同城，但隨著治所的遷移，新編志書必須為陽和這個新中心，創造文獻的傳統。
〈藝文志〉開頭即以陽和的文獻為始，選編明代〈陽和教場碑記〉、〈創建陽和文
廟記〉以及清代〈創建陽和府碑記〉、〈重修陽和衛儒學碑記〉。36 文獻的數量
雖然不多，卻明顯與武備及文教有關，有意為陽和塑造長久的文武脈絡，表達其成
為軍事與民政中心的合理性。
文獻的傳統需要重新塑造，其他以大同為中心的記載也必須加以調整。《雲中
郡志》在山川、建置等自然環境與人文設施的記載中也刻意提醒讀者記載觀點已由
大同舊治轉移。〈方輿志〉所載之山川雖然與明代現存志書所記相類，但是在開頭
之處特別標明「溯源起陽和」，37 用以宣示陽和已經成為山水形勢的中心。〈建
置志〉中城池、倉儲的項目下則特別標明「陽和首附」、「系重鎮也」、「與他衛
不同」、「系住兵重地」，38 刻意標明現在陽和的地位。也因此，提倡編修新志
的知府胡文燁才會說：「方今五德乘旺，正龍興鼎建之初，而雲變陡作，規制又復
一更。是且為修乎？為創乎？第必進其局而然。」39
大同地方史的書寫雖然可以推至明初，但因武備的關係未能成書。直到正德年
間，才出現首部完整的大同府志，嘉靖、萬曆時期更有官員從事志書增修或新編的
34

35
36
37
38
39

同前引，劉國欽〈雲中志書序〉，頁 2b-3a。同前引，劉國欽〈雲中志書序〉，頁 2b-3a。1988 年
大同方志辦公室曾出版《雲中郡志》點校本，誤將劉國欽、陳偉彤序文後半互相誤植。感謝本刊
責任編輯校對時提出這個問題，特此正之，以饗學界。胡文燁纂修，許殿璽、馬文忠點校，
《（順治）雲中郡志》（大同：大同地方志辦公室，1988，清順治九年刻版），頁 1-5。
同前引，頁 4a-4b。
同前引，卷 13，〈藝文志．碑文〉，頁 5a-8b。
同前引，卷 1，〈方輿志．山川〉，頁 24b。
同前引，卷 3，〈建置志．城池〉、〈建置志．倉儲〉，頁 3a、31a。
同前引，胡文燁〈雲中郡新志序〉，頁 3b-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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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可見自明以來，無論志書是否存世，大同的地方史自有其傳承。及至清初兵
變反清，各志書刊本與稿件多數遺失，清初官民僅憑少數的資料重新書寫地方史。
然而，此時政治情境已然轉變，過去大同舊治因反清而遭屠城，從明代以來的地方
史傳統頓時中斷，因此時人才會認為《雲中郡志》不僅賡續前史，更是創一部新
史。正因為戰亂使得地方史等同新創，那麼新史的重點不會只接續長遠的傳統，更
要詳細描述斷裂的關鍵時刻，以開創新局。造成斷裂的根源就是順治五年的姜瓖之
變，該如何記錄姜瓖相關的人與事，就成為時人面對當代史最重要的課題。

三、書寫「當代史」的困境
明代大同府志最後的纂修時間為萬曆末期，此後無續編、續修的記錄，直到順
治《雲中郡志》新志編成，才有新的地方史。編纂新方志中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接續
前志，因此《雲中郡志》即使在文獻缺乏的情況下，仍需要將史事與政務接續到萬
曆末年，這段時間大概也是多數參與編纂者親身經歷的時段。《雲中郡志》中的大
事記是以編年方式纂修，正好可以觀察時人如何思考這段兼具歷史與現實的區段。
當時最受人關心的編年大事主要有二。其一、明代邊警的問題。志書主要記載
隆慶封貢以後，至萬曆三十六年 (1608) 土默特第四代順義王卜失兔的款貢情況，
並及天啟六年 (1626) 林丹汗勢力擴張引起的邊防緊張。40 其二、關於地方叛亂之
事。大同雖為防禦蒙古的重鎮，但同時也是邊界交流的區域。因此，在明時有兩件
明人勾結蒙古叛明之事，分別為宗室朱允灼聯絡蒙古的反叛以及引導俺答入境的大
同人蕭芹。41 這些事件皆發生在萬曆以前，其來源可能得自汪可受編纂的志書，
或者編纂者親歷的經驗。
時序至入清之後，草原上的問題趨於穩定，邊警不再出現於當時的記錄之中。
此時，記載叛亂的比重增加。《雲中郡志》歸類於「國朝」時間軸下的「逆變」主
要是崇禎十七年 (1644) 大同降清以及順治五年總兵姜瓖反清事件。志書將崇禎十
七年之事歸類於清朝的時間軸下，顯然在這一年所發生的事情有難以用時間、朝代
區隔的困難。該段記載全文如下：
崇禎十七年甲申春，闖難陡發，偽兵西來。二月二十九日鎮城主將迎
40
41

同前引，卷 7，〈武備志．邊警〉、〈武備志．款貢〉，頁 40b-41a、46a-47b。
同前引，卷 12，〈外志．逆變〉，頁 10a-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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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在城留住六日。殺明宗室，宗室殆盡。三月初六日兵過陽和，留住
一宿東行。鎮城所留偽總兵張天琳，號過天星者，殺戮凶暴，居民重
足。兩閱月而國威東震，陽和軍民約與鎮城軍民內應，於是殺天琳及偽
中軍張黑臉，恢復大同。時五月初十日也。
順治五年戊子冬十二月初三日，大同總兵素懷反側，因都門有發兵徵糧
之檄，同巡撫、道、部、府、縣出東門外看糧。遂閉門抗命，偏西一帶
大為煽惑，便已飛檄安官，朔、渾、左衛、許堡等處俱應，王師雲集，
環濠築塹，務為持久。計大同未破而渾、朔、許已先破矣。……大同久
圍，瓖在城中搜糧肆虐，疑忌士民，漸不可支。至明年己丑秋八月，乃
開門獻首，計凡九閱月，大難砥平。42
這段明清之際到姜瓖之變間的記載，除了難以用時間、朝代區隔，大同人也很難站
在特定的立場來描述這段歷史。因為在短時間內，大同在明、順以及清等政權之間
做了選擇，最重要的是順治五年時同一批人又起而反清。這些事實擺在眼前，不管
志書怎麼解釋，大同人都脫不了「逆變」的標籤。
值得注意的是，正因為事件被歸類在「逆變」之中，因此記載中有許多避重就
輕之處。根據《雲中郡志》描寫：明亡之際，李自成部隊曾短暫佔據大同進行統
治。陽和衛軍民因看不慣李自成部隊的暴虐，「陽和軍民約與鎮城軍民內應，於是
殺［張］天琳及偽中軍張黑臉，恢復大同」，驅逐李自成的勢力。從方志內容讀來
的因果關係是：陽和的居民不滿李自成政權的統治，因此主動與大同城軍民相約，
由大同城軍民做內應，殺入大同城，結束紛亂。但是從姜瓖降清時的歸順自白中卻
是另外一幅景象，姜瓖說：
過天星張天林［琳］盤據雲城兩月，慘殺無辜，拷掠富室，姦淫橫暴，
無所不至。又於城中運積薪草，意在焚毀闔城。……屠戮兩月之間，闔
鎮生靈重足側目，旦夕不能自保。……念……上之深仇，下憫群情之冤
慘。躬冒危險，直掃窮兇。弛偽苛……禁，解民倒懸。此時賊勢既滅，
臣誼當死。緣地方人驚風鶴……。是以闔鎮紳士軍民，至再至三，涕請
不已，必欲總理善後事務，暫以彈壓地方。臣因不得已，勉從眾議，固

42

同前引，頁 12a-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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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時濟……權宜，而嫌疑不敢不自審也。43
由於本件檔案殘缺，因此不能完全知道姜瓖自白的內容，但從殘檔中仍可以看出，
姜瓖的角色是主動策畫與帶兵驅逐張天琳，並且受地方軍民請求，管理大同事務。
雖然投降的自白，難免會有美化自己的情況，但是即使有美化的成分，文辭中仍顯
示當時帶領降清的主角就是姜瓖，並不是陽和軍民，且姜瓖的自白是清廷認可的敘
述。44 因此，在姜瓖之變發生前，清廷眼中的姜瓖就是明清之際驅逐李自成與帶
領大同鎮降清的主導人物。直到姜瓖之變後，《雲中郡志》才刻意消除姜瓖在驅李
降清行動中的主動角色，凸顯陽和鎮的關鍵地位，把恢復大同的功勞放在陽和軍民
身上。
又，《雲中郡志》在姜瓖之變後書寫當代史，編者對於姜瓖反清的史事自是經
過一番斟酌。該志描述順治五年姜瓖的動機時說「大同總兵姜瓖素懷反側」，因而
「閉門抗命」。及至失敗，「瓖在城中搜糧肆虐，疑忌士民，漸不可支。至明年己
丑秋八月，乃開門獻首。計凡九閱月，大難砥平」。方志描寫這一幕時以姜瓖作為
主軸，且特意強調他「素懷反側」的個人因素。姜瓖為何有反清之舉，其實是由複
雜的因素疊加所造成的結果。但是清廷自始至終都在懷疑姜瓖的忠誠，45 是故各
種文獻談到姜瓖「素懷反側」時，在不同的時期可能有不同的語氣。在姜瓖反清
前，這句話比較傾向推測之語，但如今有姜瓖叛亂的事實存在，這句話也就轉變成
姜瓖本來就有反叛心態的肯定句。如此一來，姜瓖所作所為都被歸因至反叛的目的
上。正因為如此，姜瓖驅李降清的主導地位當然要消除，而當下阻止反叛的人與行
動也就自然而然出現正當性。順治六年大同城內將士「開門獻首」，就不算是背叛
姜瓖，而是大義之舉，清軍平定此變亂更是順天應時。
志書試圖塑造政權行為的正當性，雖然是官方寫史時普遍的筆法，但若比對史
實時不難發現，志書亦是藉由正當性的敘事來掩蓋某些不利於清的歷史論述。例如
清廷若是早知姜瓖素懷反側，為何沒有多加防備？反而是姜瓖主動閉門反清，讓總
43

44

45

〈姜瓖請降題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存清代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後簡稱《內閣大庫》），檔案號：008603-001。清順治元年 6 月 8 日（推
測）。
此後姜瓖回應攝政王多爾袞質疑其忠心時亦言：「臣以四五百人當過天星萬餘精賊，保大同全鎮
地方以歸清朝。」無論其中是否誇大，至少此說是清廷可以接受的事實敘述。〈攝政王令旨〉，
《內閣大庫》，檔案號：037545-001。清順治二年 7 月 21 日。
張繼瑩，〈清初姜瓖之變與山西社會秩序的重建〉，《臺大歷史學報》，62（臺北：2018），頁
117-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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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耿焞 (?-1660) 倉皇奔逃至陽和，等待救援。46 這一幕狼狽的景象，也許是清廷
不願意被記載的內容。
同時，志書中把失敗前的姜瓖塑造成暴虐的形象，以及城中軍民自動歸順清廷
的描寫，也都有其特殊的安排。這些內容讓讀者感受到大同軍民是慕義而歸，清軍
為消滅叛逆的正義之師。但「開門獻首」並非事件落幕，緊接而來的是清軍對大同
的屠城與破壞。47 正是屠城的破壞，眼下才有遷治陽和的決定，並且以陽和為中
心編修《雲中郡志》，但是整段姜瓖之變的描述卻沒有任何關於屠城的隻字片語。
從史實與志書所側重的差異內容就可以發現，事變後的歷史書寫只能照著勝利
者的思維來敘述。然而不同區域的志書編者面對姜瓖之變時也略有不同的反應，若
能進行比較，將有助於理解《雲中郡志》編纂時的深層思維。筆者曾以《偏關志》
的個案，討論地方士人書寫地方史時，試圖淡化參與姜瓖之變的反叛議題，他們用
委婉的方式表達，讓方志閱讀者看不出地方曾經背叛執政者的事實。48 對照《雲
中郡志》，該志不是要隱藏地方參與叛亂的事實，而是切斷地方發展與姜瓖的密切
關係，並且避免討論清廷在這次事變中不光彩的歷史，包括失城逃亡以及屠城懲
叛。這樣的差異可能與兩部志書的成書過程不同有關。《偏關志》是由地方士人依
照明代私人舊稿增添而成，官府在編志時並非主動參與編修，49 而《雲中郡志》
則是官府為了統治目的而編纂。
但需注意的是，若著重《雲中郡志》為官方主導的性質，而視其為官方意志的
延伸，又可能過於單一且狹隘地解釋影響地方敘事的複雜因素。在《偏關志》的例
子中可知，即使偏關人試圖淡化參與姜瓖之變的痕跡，但是他們並不是讓姜瓖之變
的歷史變成空白。相反地，偏關方志試圖將參與其事的人物事蹟，分散到〈列女
傳〉以及相關的人物傳記中。閱讀者雖然無法從單一傳記中察覺其事，可是綜合讀
來就能了解當時的情況。50 換句話說，即使官方對於姜瓖之變已經有定論，但是
地方士人在編纂地方史時，仍會試著將他們對事件的看法編入方志中。
《雲中郡志》中清楚詳述姜瓖之變，絲毫沒有迴避此事的跡象。這很可能是因
46

47
48
49
50

勒德洪等奉敕修，《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41，「順治五年十二
月戊戌」，頁 332。
同前引，卷 46，「順治六年九月戊午」，頁 365。
張繼瑩，〈祇恐遺珠負九淵：明清易代與《偏關志》書寫〉，頁 169-173。
同前引，頁 162-165。
同前引，頁 174-177。當時士人躲避政治控制，運用列女傳感時傷懷的研究，可另參衣若蘭，《史
學與性別：《明史．列女傳》與明代女性史之建構》（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頁 337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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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大同位於叛亂的發起地，動亂後的追查更是雷厲風行，51 大同府新治所正是風
暴的核心，《雲中郡志》的內容更是動見觀瞻，很難像偏關地方史的編者，運用寫
史的筆法來表達地方的觀點。在這種情況下，《雲中郡志》必須更直接順應朝廷對
叛亂事件的詮釋：忠與逆截然二分的對立關係，對為清犧牲的忠臣表達崇敬，而談
到姜瓖皆以「姜逆」貶之。52
即使《雲中郡志》看似與官方態度同調，但有趣的是該志仍出現一些有意保留
的資料，讓當時的實情留於史冊。如《雲中郡志》序文以及關於志中姜瓖之變的記
載都只講到戰火波及，而未寫明清軍屠城之事，但是〈藝文志〉的選文中卻收入記
有清軍屠城懲叛的文字。〈藝文志．碑記〉中有應州知州岑紹祖所作的〈馬節婦
傳〉，53 該文本為岑紹祖應朔州節婦之子朔州舉人馬東陽（順治五年戊子科）所
請而作。馬節婦在夫死後肩起侍奉翁姑與撫養遺孤的重責大任，岑紹祖為了表現馬
節婦慈母兼嚴父的養育之恩，以及節婦之子孝養母親的孝行，因此特別在傳文最後
寫下一則小故事，以表達天地為其感動的報應故事，其文曰：
因有感於己丑之事，時雲帥叛，朔有黨逆者，大兵一夕攻克之，全城被
戮。是時馬君先載母躬耕，以就養於鄉。以是獲免於禍。或曰：馬氏世
有隱德焉，神告之矣。茲殆母氏之節與馬君孝誼之所感也夫。54
岑紹祖認為馬家之所以能夠躲過屠城的災難，其實是母子的節操德行所致。值得注
意的是，明清方志對於女性書寫，多著重節烈的行誼，且特別稱頌寡母訓子的典
範。而馬東陽的孝順也是明清社會所重視與宣揚的價值。55 在這個脈絡下，〈馬
節婦傳〉的出現完全符合當時人物書寫的習慣與社會價值。若仔細分析岑紹祖寫作
的動機，則這篇文章顯然別有用意。〈馬節婦傳〉開頭即明示其立言的想法：「以
人與其事傳者，傳信焉，疑則否；傳大焉，細則否。今馬氏婦之節，業信諸朝矣。
其幽芳軼行或為野史家乘所不載，故不無待於後人之傳之也。」56 岑紹祖注意到
撰寫歷史時，常常都會遺漏細微之事，因此他撰寫時特別強調馬節婦的「幽芳軼
51
52
53
54
55

56

張繼瑩，〈清初姜瓖之變與山西社會秩序的重建〉，頁 123-128。
胡文燁纂修，《（順治）雲中郡志》，卷 6，〈名宦志．忠烈〉，頁 6a-7a。
岑紹祖任期為順治五年至九年。吳輔宏修，《（乾隆）大同府志》，卷 11，〈職官〉，頁 195。
胡文燁纂修，《（順治）雲中郡志》，卷 13，岑紹祖〈馬節婦傳〉，頁 71a。
衣若蘭，《史學與性別：《明史．列女傳》與明代女性史之建構》，頁 309-312；呂妙芬，《孝治
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2011），頁 35-51。
胡文燁纂修，《（順治）雲中郡志》，卷 13，岑紹祖〈馬節婦傳〉，頁 6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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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認為這些事情是可以補充朝廷已認可的馬節婦行誼，不無補充信史的意味存
在。這樣的概念極似「家史而兼信史」的想法，57 故而這段記載從節婦含辛茹苦
奉上育下，帶到孝子奉養母親、報答母恩的孝行，再提升到褒揚馬氏家族的層次，
最後述及馬氏家族意外躲過屠城之禍，即補述馬節婦一生的細節，同時也為傳記做
了史評式的結論。岑紹祖特別補述清軍屠城懲叛的事蹟，或許為了凸顯節與孝的可
貴，但是這段家史印證信史的記載卻與方志避免明言「屠城懲叛」的原則相左，方
志特別收錄這篇傳記，似乎在有意無意間透露歷史失落的一角。
〈藝文志〉另外收錄一則詩歌的作品，為當時督糧戶部主事劉國欽所撰， 58
題為〈再入雲中〉的吟詠，詩題下的說明為「時鎮署移陽和鎮」，顯然入雲中之
舉，是前往舊鎮城與舊府治有感而作。其中直言舊城兵禍之後的蕭條情況，「憶昔
華屋經百年，兵燹幾何燼且熄」，而城市的蕭條也處處可見，「烟草填門到處
悲」、「市人奔逐意遲遲」，顯然是處處無人，市場的繁華難以恢復。最後劉國欽
感嘆道此處：「十室九空遺民老，飛鳥仍如鱗集時；危樓影照斜陽裡，剩有殘陽影
向誰？」59 意即人都死光、逃光，夕陽西下之時只剩殘破的屋牆，即使無私遍照
的陽光也照不到半個人影。
一詩一文的共同特色是，任職大同府的官員皆描寫了屠城一事。雖然文句中並
未見苛責之語，但是被編入極力避免討論屠城的方志中，無疑是用文獻見證最為不
堪的地方史。而且「假他人之口」的敘述方式，編纂者既不違背官方所疑慮之事，
也沒有因順從政治而刻意埋沒某些史事與文章，造成遺珠之憾。遺憾的是，這些推
測並沒有辦法從志書編纂者的相關文獻找到答案，因為方志編者徐化溥其人未留有
隻字片語，僅知他以詩聞名，著有《雲門集》詩稿，雖有刊印，可惜未存世。60
無論編者的用意如何，在地方史的衍生過程中，方志編纂者的收錄標準確實有
許多值得討論的地方。雍正時期，大同府的行政區經歷了一次更動，大同右衛改為
朔平府，並將朔州與馬邑由原先的大同府割出，劃入朔平府。行政區變動後，地方
開始組織修志的工作。雍正九年 (1731) 至十一年《朔平府志》修成，緊接著雍正
十二年朔平府轄下的朔州亦編成《朔州志》。這兩部方志的關係可以說相當緊密，

57
58

59
60

陳寅恪，《寒柳堂集》（北京：三聯書局，2009），頁 185-188。
都糧戶部主事之官設於清初，劉國欽順治八年任職，為最後一任督糧戶部主事。吳輔宏修，
《（乾隆）大同府志》，卷 11，〈職官〉，頁 201。
胡文燁纂修，《（順治）雲中郡志》，卷 14，劉國欽〈再入雲中〉，頁 37a-37b。
吳輔宏修，《（乾隆）大同府志》，卷 23，〈人物三〉，頁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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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平府志》的編纂者多數投入《朔州志》的編纂，61 因此比較收錄文獻的方式
或許可以看出當時社會的氣氛。
兩部方志都有馬節婦的傳記資料。《朔平府志》收錄岑紹祖〈馬節婦傳〉；
《朔州志》除了岑紹祖之作外，在岑文之後編排另外一篇許汝都撰寫的〈馬節婦孟
氏傳〉。一位節婦有兩篇傳記，且兩志收錄的標準並不相同，顯然有值得探究的問
題。
馬節婦文獻的形成大抵如下：馬節婦是朔州舉人馬東陽的母親，守節的懿行在
明崇禎十五年 (1642) 受到旌表，62 當時知州許汝都為她立傳，故有〈馬節婦孟氏
傳〉一文；順治八年馬母辭世，因此隔年再次受到旌表，立「賢嫓孟母坊」， 63
其子求傳於岑紹祖，因而出現〈馬節婦傳〉。64 雍正十三年時刊行的兩部方志，
內容都收錄了岑紹祖〈馬節婦傳〉。顯然，姜瓖之變至雍正年這段期間，清廷雖積
極搜尋叛亂的關係人以抑止反清死灰復燃，但是對於姜瓖之變的記載尚未出現文字
檢查的絕對標準，故而像岑紹祖論及清軍屠城的史事可以被保存下來。相比之下，
《朔州志》中雖然收錄明末的馬節婦傳，但是文章的作者資訊中只見許汝都之名，
卻完全沒有說明他是崇禎朝的官員，這似乎也可以說明雍正時期對於明末的年號與
官銜比起姜瓖之變更為禁忌。
岑紹祖的〈馬節婦傳〉無意間透露清軍屠城的歷史並非孤證，康熙《長子縣
志》中的史論也曾出現地方官員對於屠城之事的思辨議論。 65 由此可見，在清初
時期，反清事件雖然是政治與書寫的禁忌，但是在地方上對於禁的方式以及忌的內
容仍有不確定之處，加之多數參與編修方志的地方士人或多或少見聞這個時代，因
此在官府禁忌的縫隙中，類似的議論仍可以收入方志之中。
不過，像馬節婦、岑紹祖這些具有個性的人物與著述，在兩種情況中逐漸消
61

62
63

64

65

編纂《朔平府志》的朔州士人後來都參與編纂《朔州志》。劉士銘纂，《（雍正）朔平府志》，
《中國地方志集成．山西府縣志輯》第 9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清雍正十三年 (1735) 刻
本），〈纂志姓氏〉，頁 21-22；汪嗣聖修，王霷纂，《（雍正）朔州志》，《中國地方志集成．
山西府縣志輯》第 10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清雍正十三年 (1735) 刻本），〈纂志姓
氏〉，頁 263。
胡文燁纂修，《（順治）雲中郡志》，卷 11，〈人物．貞節〉，頁 21a。
侯樹屏纂修，《（康熙）朔州志》（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民國二十五年 (1936) 石印本），卷 3，
〈坊牌〉，頁 3a；汪嗣聖修，《（雍正）朔州志》，卷 4，〈建置．坊表〉，頁 332。
岑紹祖於傳中自記撰寫緣起時為「辛卯」，正是順治八年。胡文燁纂修，《（順治）雲中郡
志》，卷 13，岑紹祖〈馬節婦傳〉，頁 71a。
徐颺廷修，徐介纂，《（康熙）長子縣志》，《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第 5 冊（北京：中國書
店，1992，清康熙四十四年 (1705) 刻本），卷 1，〈兵革〉，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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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首先，州縣之史事向上匯集的過程中，政權的標準會將史事的地方特色篩除。
康熙時編的《山西通志》與雍正《山西通志》中，皆收錄了馬節婦、馬東陽與岑紹
祖的資料。66 但是，他們就是僅被當成列女、科舉以及職官的其中一個元素，而
不再是經歷過姜瓖之變的寡母孝子，更不是藉著寫家史傳信史的士大夫。
另一個影響的因素來自於清廷的政治控制越來越嚴格。乾隆朝的大環境下，禁
書的範圍擴大，凡是涉及清朝前期史事、反清志士的著作以及有虧臣節者的文字，
都在禁止之列，67 文化與思想的控制趨於明確。而且乾隆朝的士人距離清初已經
相隔數代人之久，歷經當時事件的耆老可能早已不在人間。這些個人的見聞被下一
世代的纂修者刪改再現。此時，士人再一次梳理姜瓖之變的目的，就不僅是傳承地
方的歷史，更要在文化活動中呼應國家政策。

四、政治正確的地方史書寫
乾隆三十八年 (1773)，大同府方志的編纂有一波新的發展。當時知府吳輔宏
認為自清初以來大同府的行政區已經有所變動，因此有必要重新編纂新志。68 此
外，吳輔宏到任之前，不少府內州縣皆有新志編纂，69 這些因素很可能刺激了吳
輔宏編志的想法。當然，現存乾隆《大同府志》中的每卷卷頭都標明「大同府知府
吳輔宏纂輯」，也不能排除吳輔宏有意利用編志來提升自己的知名度。70 綜合這
些動機，該志費時三年，於乾隆四十一年刊刻成書。71
值得注意的是，吳輔宏開始纂輯《大同府志》之時，正好也是清廷開始大規
模、有系統地編纂《四庫全書》，並藉此修刪不利清朝文字的時期。而《大同府
66

67

68
69

70
71

穆爾賽等修，《（康熙）山西通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山西省志輯》第 1、2 冊（南京：鳳凰
出版社，2011，清康熙二十一年 (1682) 刻本），卷 17、19、22，〈職官下〉、〈選舉下〉、
〈列女下〉，頁 471、705、302；覺羅石麟等監修，儲大文等編纂，《（雍正）山西通志》，《景
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544、54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 71、82、154，
〈科目六〉、〈職官十〉、〈列女六〉，頁 455、831、335。
丁原基指出乾隆朝禁書類別包括：一、未避廟諱、謗議國君之著作；二、涉及清代前期史事之著
作；三、反清志士之著作；四、眷懷故國、語涉怨望之著作；五、有虧臣節者之著作；六、倖進
大臣之著作；七、議論聖賢之著作。丁原基，《清代康雍乾三朝禁書原因之研究》，頁 112-314。
吳輔宏修，《（乾隆）大同府志》，〈序〉、〈重輯大同府志奉准原議〉，頁 5、7。
雍正時期，許多山西新州縣皆有修志之舉，如前文所言的朔平府志與朔州志皆是。即使當時未
編，乾隆時期也展開編纂。
Joseph R. Dennis, Writing, Publishing, and Reading Local Gazetteers in Imperial China, 1100-1700, p. 50.
吳輔宏修，《（乾隆）大同府志》，〈序〉，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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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完工之年又遇到乾隆皇帝下詔修纂《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貳臣傳》等
書。72 這些訊息都說明當時政治情境的特殊性，清廷正透過纂修《四庫全書》與
明季史事，試圖寓禁於徵，並建立「當朝」的標準評斷名教綱常。73 這些勢必會
進入時人的書寫之中。
與此同時，乾隆皇帝注意到志書中名勝古蹟、人物、藝文等門類，經常出現
「應銷各書名目及悖妄著書人詩文」，於是乾隆四十四年傳諭各省，要求督撫對轄
內志書進行檢查。74 朝廷對明季史事人物的論述標準，也隨之實踐於地方。山西
巡撫雅德 (?-1801) 即下令「各屬志乘，凡有語句違礙之處，均應刪削」。75 二年
後，滿州正白旗監生文光（乾隆四十六年任大同知府）新任大同知府，他認真地檢
查大同府現有方志。檢查之下發現，《雲中郡志》中竟然有許多「敘述人物戰功，
相沿明季陋習，類多違礙字句」。76 因此，文光認為吳輔宏編纂的《大同府志》
因襲了前志的錯誤，他採取積極的做法來應對這個現象，他說：
卑府現將《雲中郡志》及板片查明銷燬，一面自捐經費，將前任吳守所
纂《大同府志》內觸礙字面及空格未填之處，悉心校覈、更正查填，並
通飭所屬，一體遵照辦理。77
文光檢查的標準與乾隆皇帝上諭的命令並不相同。乾隆皇帝認為應當避免禁書與悖
妄之人的言論輾轉出現在方志上，但是文光的檢查卻擴大到整個記載歷史的書寫方
式。雅德與文光雖然要對方志進行檢查，但是卻沒有具體說明他們理解的違礙內容
是什麼，也沒有指出刪除的標準，僅知他們關注的是人物、戰功的問題。
通檢乾隆《大同府志》的內容，增刪《雲中郡志》最多的內容就是明清之際史
事與姜瓖之變的歷史與人物評價。其中像是應州知州岑紹祖所撰的〈馬節婦傳〉以

72

73

74

75
76
77

慶桂、董誥等修，《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1022，「乾隆四十一
年十二月庚子」，頁 693-694；永瑢、紀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 58，〈欽定勝朝殉節諸
臣錄十二卷〉，頁 1284-1285。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
中「自我壓抑」的現象〉，頁 406-411。
慶桂、董誥等修，《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095，「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甲辰」，頁 689a689b。
吳輔宏修，《（乾隆）大同府志》，〈重纂大同府志原稟〉，頁 3。
同前引。
同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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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劉國欽〈再入雲中〉的古詩皆不收入其中。〈馬節婦傳〉的情況較為曖昧，因寫
作的作者是應州知州，而書寫的對象是朔州的節婦。朔州已經在行政區調整中，從
大同府析出，歸入朔平府；但是岑紹祖是應州知州，此時應州仍是大同府之屬，似
也有收錄之正當性。就〈馬節婦傳〉一文，無論收入或刪除都於理有據。但劉國欽
的詩，寫作的範圍主要在陽和與舊大同城，活動內容也與大同府有關，但是他寫的
〈再入雲中〉則完全消失在乾隆《大同府志》。由此可知，文光的刪削標準，有一
部分是關於清軍屠城的訊息。
消除違礙內容或許符合寓禁於徵的精神，但是當朝的名教綱常該如何展現，也
成為乾隆《大同府志》改訂的考慮因素。乾隆皇帝所建立的標準是：「本朝人應忠
於本朝」，評斷史事也應以「當朝化為標準評論那個時代的史事」。78 在此標準
下，大同地方史處於相當尷尬的位置。在明的「當朝」，崇禎十七年大同選擇叛明
降順；而在清的「當朝」，大同在順治五年又舉旗反清。換句話說，大同在「當
朝」的觀點下，並沒有符合為本朝盡忠的標準。
如何糾正不忠的形象，是方志編纂者急需解決的問題，尋找與書寫這兩個時期
為「當朝」盡忠者，很可能就是既符合存史亦符合當朝史觀的編纂策略。順治《雲
中郡志》中對崇禎十七年以及順治五年兩個歷史時間裡的盡忠者，雖不乏描寫，但
問題是人數稀少，且姜瓖之變的盡忠者皆是朝廷的命官或者是滿人。這樣的描述也
許是最接近事實的記事，但也顯示動亂危亡之際，地方人士並未有明顯的忠節事蹟。
以下就《雲中郡志》與《大同府志》對於特定人物書寫的修改進行討論。《雲
中郡志》記載崇禎十七年為明殉死的地方人士，僅載生員李若葵一家赴義的故事：
李若葵，大同廩生。崇禎十七年聞變與兄象葵、弟生員心葵、侄柱國，
衣冠拜畢，題壁曰：「一門完節。」偕婦女五口俱縊死。嗚呼！烈哉！
萬里止水，於今再見矣。79
由於大同像李若葵的事例相對稀少，因此《雲中郡志》特別表彰李家的忠節，用南
宋江萬里投止水殉國的典故來讚揚李家。以江萬里作為感嘆的比附，實際上是為了
表達李若葵雖「不在位」，但卻有「與國為存亡」的忠心。80
78

79
80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
中「自我壓抑」的現象〉，頁 408-409。
胡文燁纂修，《（順治）雲中郡志》，卷 9，〈人物〉，頁 9b。
江萬里在元兵入城時，執門人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然後投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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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乾隆朝的當朝史觀下，李若葵的事蹟更是彌足珍貴，因此乾隆《大同府志》
把李若葵一家的事蹟搬移到新志當中。但需注意的是，乾隆朝的編纂者收錄傳記資
料時刻意刪除「嗚呼！烈哉！萬里止水，於今再見矣」之評論。81 這個編輯的刪
除動作，反映諸多現實層面的考量。雖然，將史事互相比附能夠讓讀者更理解人物
的價值，但是比附也存在風險。首先，江萬里的事蹟涉及南宋的史事，可能基於避
諱而刪除這段元兵入城滅宋的史事敘述，以免觸及影射明清易代的相關禁忌。再
者，《雲中郡志》之所以推崇李若葵一家的情操，是因為大同在李自成大軍來到
時，大同之眾是取得共識叛明歸降，82 幾乎沒有像李家的殉節者。在讚美李家的
忠節時，同時也昭告世人，那些「在位者」急著投降，「不在位」而盡忠者只不過
李家五口而已。基於這兩個理由，乾隆《大同府志》的編者做出新安排，刪除了比
附的部分。如此一來，既沒有因為影射而顯露地方無人盡忠的困窘，同時也避開當
時的政治禁忌。更重要的是，留下沒有比附評論的李若葵事蹟，完全符合乾隆時期
當朝論述的需求。
另一個方志編纂者必須解決的歷史書寫問題涉及姜瓖之變，當時地方上除了官
員殉死外，地方百姓是否有類似的忠節事蹟呢？這在《雲中郡志》中毫無記載。因
此，乾隆《大同府志》即針對前志的空白進行新的補充，在《府志》中增添四組人
物傳記都與姜瓖之變有關。其中常志強父子與周之屏父子不願意投降姜瓖陣營，於
抵抗中身亡。83 另一人為魯明，他在清初以功升至宣府守備，未響應姜瓖反清的
活動，因有功於清而載入志書。84 尚有一人是仝觀吉，其因廣靈被姜瓖的響應者
佔領，他夜奔清軍軍營告變，並且嚮導清軍收復廣靈。85
雖然乾隆《大同府志》增加順治五年為清盡忠的地方人士，但這些例子並不能
說明《雲中郡志》有意識忽略這些為清盡忠的例子。主要的原因有二：其一、順治
八年之時，尚在追查順姜瓖黨徒，許多死於兵災之人，其順逆都尚無定論，因此於
八年時未見記載，可能與當局尚不確定身死之人是何陣營有關；86 其二、魯明、
仝觀吉等人雖然有抵抗姜瓖之功，但從記載看來順治八年時這些人都尚在人間。一
般志書有不為生人立傳的習慣，故而這些人物不見於史書也是合情合理。

81
82
83
84
85
86

死。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418，〈江萬里傳〉，頁 12525。
吳輔宏修，《（乾隆）大同府志》，卷 22，〈人物中〉，頁 453。
錢海岳，《南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 70，〈姜瓖傳〉，頁 3358-3364。
吳輔宏修，《（乾隆）大同府志》，卷 23，〈人物三〉，頁 454-455。
同前引，頁 454。
同前引，頁 464-465。
張繼瑩，〈清初姜瓖之變與山西社會秩序的重建〉，頁 12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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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中郡志》的失載似乎都可以找到自圓其說的理由，但對於乾隆朝的讀者而
言，閱讀《雲中郡志》時直覺上仍會感到緊張。對於文光與雅德來說，「違礙」的
感受不僅來自於文字直接揭露清廷在姜瓖之變的醜態，更可能是因為他們發現地方
史中缺乏呼應當朝「忠」的價值，這讓他們感到無法與國家同軌，因而出現強烈的
「違礙」感。這種違礙感並不能僅靠刪除部分文字就得到改變，而是必須對方志內
容進行更多的重組與編排。
《大同府志》為了說明崇禎時期有地方人士忠於當朝的記載，於是更廣泛蒐集
因流寇而殉明的事蹟。比起《雲中郡志》，《府志》增加了十一名類似李若葵事蹟
的人物，但是從他們殉難的地點來看，除了大同代府儀賓王爾揚死於大同外，幾乎
都是在大同以外的地方犧牲。87 而姜瓖之變中，地方可列忠義之人也僅有常志強
父子等六人。這樣的結果在編者看來，人數仍舊稀少，無法消除缺乏忠義人物的緊
張。
記載中缺乏為勝朝或本朝犧牲的忠義人物，也因為方志的體例而更為明顯。方
志中有許多制式的目次，像地方人物即包括忠義、孝行、文苑、藝術與仙釋等項，
其用意即是希望透過人物的描寫，展現地方歷史的特色以及一地的價值。但是，對
乾隆時代的人來說，若照原先的分類，勉強將明清之際稀少的盡忠人物列入忠義項
下，似乎更增強違礙的感覺。因此，該志在編纂地方人物傳記時，採取修正的做
法。其〈例言〉中特別提到：
史家列傳之外，別標忠義、孝友、循吏、文苑名目，志人物者，往往因
之，不知史之與志，體例各別。史傳善惡並著，以示勸戒；志則隱惡揚
善。史家論爵位，故爵位不尊者，不得不列忠義、孝友、循吏、文苑
也。志則因地紀人，忠義、孝友、循吏、文苑，皆此邦人物，不必復分
名目也。其或一節之孝，一事之義，里巷稱說，間有足錄，別立孝義一
條。88

87

88

由乾隆《大同府志》檢出因流寇攻掠，盡忠而死之人分別如下：李茂森（於陝西犧牲）、孫可大
（於陝西犧牲）、曹文昭（於寧州犧牲）、曹文耀（於忻州犧牲）、安懋修（於肅寧犧牲）、吳
從義（於長安縣犧牲）、馬振麟（於寧武關犧牲）、張爾墊（於京師犧牲）、郭運昌（於山陰犧
牲）、劉永昌（於江淮地區犧牲）、王爾揚（於大同犧牲）。吳輔宏修，《（乾隆）大同府
志》，卷 22，〈人物中〉，頁 450-453。
同前引，〈例言十六條〉，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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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例言〉的內容出發，進一步觀察乾隆《大同府志》實際編排方式，也會發現值
得思考的問題。確實，該志卷 22、23 中的人物主要是以編年的方式進行編排，並
沒有特別區分出人物的類別。但〈例言〉中亦言「別立孝義一條」，這也在〈人物
志〉（卷 23）結束處，出現一組「孝義」的附傳。89 然而，並不是只有「孝義」
當附傳而已，同時也有「藝術」、「游寓」等項目出現在「孝義」之後。現今對於
這樣的現象其實很難解釋，因為今天並沒有留存乾隆《大同府志》的書版，單從這
部志書的書影也很難判斷違反編輯體例的原因，但是其刻意避開「忠」的類別是相
對明顯的。
乾隆《大同府志》是經過一次又一次文字檢查，形成毫無違礙的成果。而這個
成果在處理地方人物的時候，用變更書寫方式與方志體例，讓「忠」的議題不至於
那麼尖銳的出現。也因此，乾隆《大同府志》在乾隆朝後期重新詮釋南明、反清復
明的潮流中，即使曾為叛的起源地，仍可以站在清廷的立場，追隨朝廷的文化步
伐。
文光與雅德查核方志的行為顯現了政治的敏銳度，乾隆四十八年（1783，志書
刊行後一年），乾隆皇帝下詔編纂《逆臣傳》，這是繼《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
《貳臣傳》，再一次為降清明臣立傳的國家修史工作。《逆臣傳》中姜瓖成為北方
逆臣的代表人物，這件事情使得與姜瓖有關的人、事、物，由國家全面性地冠以叛
逆的罪名，並訴諸史冊。如此一來，毀棄與修正地方文獻「違礙」的部分更具正當
性。
乾隆朝清查地方志的作法，對於往後編纂志書有很大的影響。傳統志書編纂最
常出現的方法就是照錄前志，因此許多被清廷視為應該銷毀禁止的文字，在方志中
因照錄前志的編纂法則而繼續存世。經此清查後，即使方志編纂者仍用照錄前志的
方法編志，但是能夠照錄的前志已經是官府修整過的新內容了，地方史的傳承也於
焉更新。

五、找尋遺失的歷史
經過乾隆朝編纂《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貳臣傳》、《逆臣傳》諸書後所
形成的文字檢查標準，對某些文獻具有毀滅的作用，但也對某些文獻形成保護的作
89

同前引，卷 23，〈人物中〉，頁 460-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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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由於國家訂出褒貶明清之際人物的準則，使得許多抗清士人得以獲得政權肯
定，而其著作也能重現天日。雖然，重現天日的著作可能仍是受到刪改，但至少能
保存下來。王汎森教授認為這些文獻後來在文網漸疏之時，成為一般士人競相閱讀
的讀物，甚至時間越往清末，士人更是明目張膽地買賣、閱讀與生產相關清初抗清
者的著作。王教授同時也指出，在這個文獻復活的脈絡中，嘉慶以後社會的動盪讓
有志之士希望藉由記述明季死士與反清忠節來推動忠的觀念，明季文獻也就因此而
有更多在社會流通的活力。90
但，大同士人面臨的情況正好與上述趨勢相反，明清之際大同的各種選擇都與
乾隆朝的褒揚標準相異，因此清初大同的文獻即使躲過戰火波及，也很難在這個標
準下受到保護。因此，當時士人若想了解清初史事，除了官方說法外，很難有其他
的資料來源。這一點體現在道光《大同縣志》的編纂活動。
道光十年 (1830) 大同府附郭大同縣完成《大同縣志》的纂修。從這部志書可
以看到乾隆時期文字檢查的效果。《大同縣志》中言事必寫明典據何處，其文獻來
源的大宗是乾隆《大同府志》，全書完全看不到引用《雲中郡志》或更早的相關志
書。91 由此可以推知，乾隆時期毀棄《雲中郡志》等相關資料的影響甚大，徹底
改變方志編纂時參考與照錄前志的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道光《大同縣志》雖名為縣志，但因其為大同府的附郭，向來
被視為「大同首邑」與「雲中之要區」，92 其管理的範圍等同於過去的大同城，
處理的政務也與大同府息息相關，位置特殊的大同撰寫史事時無法迴避姜瓖之變。
只是當時所能找到的資料已經變得極其有限，道光《大同縣志》編者群在編纂「武
事」時，就不諱言點出前志文本模糊之處，以及文獻無徵的苦處：
按雲中兵革，以國朝順治戊子姜瓖之變為最創。細考《山西通志》、
《大同府志》，其起事之本末俱未之載，僅散見於宦績卷中各小傳，殊
令人致嘆於文獻之無徵也。其時大同令王度戡亂定變，另有本傳。以死
勤事之縣丞項一科，兵備道宋子玉、徐一范，各以忠烈著，亦載本傳。
然當時尚有大同西路同知張肇斌，渾源知州榮爾奇、吏目周官，山陰典
90

91
92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現象──
禁書復出及其意義〉，頁 605-645。
其資料來源多載「府志」。
黎中輔纂修，《（道光）大同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山西府縣志輯》第 5 冊（南京：鳳凰
出版社，2005，清道光十年 (1830) 刻本），崔允昭〈大同縣志序〉，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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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施邦政，得勝路參將管一舉，旗職佟養昇，皆兵圍城陷，百戰不屈，
罵賊殉難，爭光日月者也。而高山守備梁化鳳善撫軍士；懷仁典史李吐
馨深得民心，二人者危城獨保，績尤偉焉。故備誌於此。93
由這段話可知，當時士人所接觸的姜瓖之變，並沒有清晰的始末可言，因此無法獲
知事件的全貌。縣志的編纂方法是把姜瓖之變時大同縣殉死的官員與地方士人集合
起來，並述及堅守事蹟，統合於宦績與人物分類項下，94 只是這些人物傳記全數
繼承乾隆《大同府志》的內容，並無任何新增或潤飾。95 顯見縣志編者採用照錄
前志的作法，這使得他們更能感受到文獻的問題，因而有此感嘆。
道光編志的時間距離清初已經年深日久，且經過戰火以及乾隆朝對文獻的整
頓，許多資料可能真的已經消失，能看到與能徵引的資料大概也就只有乾隆《大同
府志》。由於文獻無徵，即使當時所見的資料並不完全，編者提醒讀者這些有限的
人物傳記仍可以見到當時事件的端倪。而且，縣志編者可能擔心縣志撰寫的範圍有
所限制，會使部分非大同縣的人物遭到排除，因此在「武事」的評述中把視角拉到
府的高度，將乾隆《大同府志》中關於姜瓖之變的官員與地方人士，以摘要的方式
「備誌」於「武事」之中。編者的用意很可能是想擴大資料的範圍，把過去相連的
事件，以人物的線索來連結。
有趣的是，即使清廷在乾隆朝已經改變了大同地方史的敘事基礎，但整個山西
的志書中仍有漏網之魚。縣志編者在人物摘要之後，為了進一步說明姜瓖之變當時
的狀況，特別照錄嘉慶《長子縣志》的內容來佐證姜瓖反清時的景象。《長子縣
志》的記載除了描述長子縣被姜瓖攻陷的緣由與情景外，還附有康熙時知縣郭守邦
以及學政霍燝寫的史論。郭守邦寫道：
亂賊之為禍烈也，以彼螳臂當車，身死名滅，自作之孽，無足惜者。惟
是煽惑群心，威脅長上。俾守土之臣肝腦塗地，妻孥同盡，而數萬生靈
駢首就戮。流毒至此，其罪可勝誅哉。余故直書其事，以表李侯之臣

93
94

95

同前引，卷 15，〈武事〉，頁 212。
寫入《大同縣志》的人物有王度、項一科、張肇斌、佟養升、管一舉、宋子玉、徐一范、常志
強。同前引，卷 13、16，〈宦績〉、〈人物〉，頁 191-192、232。
吳輔宏修，《（乾隆）大同府志》，卷 18、23，〈宦績下〉、〈人物三〉，頁 360-361、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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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且以暴衛、常諸賊不赦之罪云。96
長子縣在姜瓖反清時，由於內應的關係知縣李允昇被殺，長子縣加入姜瓖的反清行
列。數月後，姜瓖勢已傾圮，城中百姓想要歸順清廷，卻被主事的衛銀、常壽阻
止，繼續據城抵抗。最終城破而遭清軍屠城。97 所以康熙時的知縣郭守邦才會有
此感嘆，認為有許多無辜的人在戰爭中被牽連為反清者，城破之後無辜百姓也與真
正的反清者一起陪葬。另外的史論是學政霍燝之言，他說：
余雲中馬邑人也。姜瓖之變嘗聞其略矣。我朝初定燕京，以雲中為極邊
要地，特命親王勘閱，瓖疑將有事於己也，遂據鎮叛。倡言恢復前朝，
以鼓動人心。噫！瓖果忠於明者，當五年前周將軍遇吉於寧武關力戰却
賊時，何不與之戮力同心，東西各當一面乎。既貪生歸附，而反覆背
叛，至流言煽惑，遠邇響應兵戈之禍，且由雲中以及上黨焉。馬邑斗大
孤城，始亦人懷攜貳。逮大兵克取朔州，賴二三老成，力排異說，挺身
歸順，得以保全。若長子者，但以三五梟獍脅從牽制，遂奪無辜赤子，
悉就屠戮。嗚呼！向背之際，可不慎哉。98
霍燝是康熙時大同府馬邑人，且曾經歷其事，因此他的史論可以說是最直接的觀
察。他批評姜瓖舉旗反清其實是為了他的一己之私，根本不是為了反清復明，而此
人竟然讓整個山西陷入戰亂之中。從他的言論裡，或可看出戰爭中百姓的心聲：他
們對於晉北的反清行動實際上存有疑慮，也不一定支持反清。更重要的是，他以自
己的見聞，舉出自己家鄉馬邑的例子與長子縣的遭遇相互對比。他認為自己的家鄉
因為「挺身歸順」，最終得以全城保全，但是長子縣卻因為一兩人的堅持抗清，最
終全城皆亡。
這兩段描述姜瓖之變的文字，兼有敘史與說理的功能。顯而易見，兩段文字都
在敘述姜瓖之變即將結束時地方的情景，百姓因領導人物一念之差，可能全數遭到
屠殺。透過這些描述，郭守邦與霍燝試圖告訴讀者，只有堅持忠的價值，才能在亂
世中善終。

96
97
98

黎中輔纂修，《（道光）大同縣志》，卷 15，〈武事〉，頁 212。
徐颺廷修，《（康熙）長子縣志》，卷 1，〈兵革〉，頁 28-29。
黎中輔纂修，《（道光）大同縣志》，卷 15，〈武事〉，頁 21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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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則文字的源頭出自康熙《長子縣志》的兵革項下，原是針對姜瓖之變的評
論。99 乾隆四十三年重編的乾隆《長子縣志》將此二則評論去除，僅留下事件始
末，且將講述清軍克復城池後，「殺戮慘甚」的字句刪除。100 這個動作很可能是
編纂者自行對文字進行檢查，以免揭露屠城的事實，觸犯清廷的禁忌。只是嘉慶二
十一年 (1816) 長子縣又重修一次志書，將刪除的康熙版本內容再次恢復，重新收
錄郭守邦與霍燝的史論。101 嘉慶版志書重新收編的原因可能還需要進一步考察，
但與《大同縣志》相對照，可以確知《大同縣志》所引用的文字，應該是照錄嘉慶
《長子縣志》。
為什麼《大同縣志》要引用位在山西東南的長子縣來補充說明姜瓖之變的始
末？可能的原因是：郭守邦與霍燝是康熙時期的人物，距離事件較近，且文字是乾
隆朝以前的記錄，在《大同縣志》編者眼中可能是極為珍貴的資料。此外，為《長
子縣志》寫史論的學政霍燝是大同府人，親身經歷事變，故其說法更具報導性質。
這可能讓晉北的方志編者十分震驚，竟然在文獻無徵的狀況下還能看到親歷者的表
述。更重要的是《大同縣志》並沒有創造新的文字來描述姜瓖之變的始末，而是照
錄前志與他志的內容來恢復歷史事實。
《大同縣志》在記載姜瓖之變時雖未清楚地寫出事件始末，但是透過殉難、抵
抗的人物傳記摘要以及附錄兩篇康熙時期的史論，似乎也建構出姜瓖事變的面貌。
《大同縣志》想說的是：順治五年姜瓖反清後，大同有不少官員在事變中挺身而
出，並且做出犧牲。清軍平定亂事，對大同進行屠城，城中的百姓就如郭守邦與霍
燝所描寫的遭遇一樣，全因為一、二人的錯誤決定而遭到前所未有的災難。
這種假他人之口來表達屠城的方式，與《雲中郡志》的做法如出一轍。由這些
現象可知，當時人仍忌諱討論清軍屠城一事。正因為不能正面討論屠城，且《大同
縣志》之前的大同方志已經被刪禁一回，故而只能借用與照錄他志的歷史描寫與評
論，來映射大同的歷史遭遇。這樣的作法或許藏有深意，自姜瓖被編入《逆臣傳》
後，大同人也被貼上叛逆的標籤，但是黎民百姓真的是自願參與反清行動嗎？從縣
志中所引用郭守邦與霍燝的文字看來，道光朝士人對清初的姜瓖之變有了新的理
解，他們認為當時的情況下，全是姜瓖一人的決定造成大同長期以來承受反清的各
99

徐颺廷修，《（康熙）長子縣志》，卷 1，〈兵革〉，頁 28-29。
紀在譜修，黃立世纂，《（乾隆）長子縣志》，《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第 5 冊（北京：中國書
店，1992，清乾隆間刻本），卷 14，〈兵革〉，頁 390-391。
101
劉樾重修，樊兌纂，《（嘉慶）長子縣志》（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一年 (1816) 刊本），
卷 14，〈兵革〉，頁 5b-7a。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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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後遺症，包括遭受屠城之禍與不忠的歷史地位。
兩個時代的人，都用類似的方式留下清軍屠城的歷史，這也顯示大同人心中如
鯁在喉的不平，應該就是屠城的故事。所不同的是，順治時期的士人是讓讀者透過
閱讀〈藝文志〉而理解方志中正文刻意缺載清的內容，以此留存歷史事實。而道光
士人雖然突顯屠城之事，但是他們並不全然以恢復歷史事實為目的，從文字的脈絡
中看來更偏向藉著歸咎罪責於姜瓖來洗刷大同城反清的汙點。

六、結論
本文考察順治、乾隆以及道光三個時期關於大同府縣志書的編纂過程。隨著時
間的推移，志書中明清易代的體驗也隨之改變。順治八、九年間，在易代史事與姜
瓖之變的當下，志書雖言寫史，但更偏向於闡述當代的議題，解釋現狀是志書的任
務。既然是解釋現狀，編纂者必須推展出一套合情合理的脈絡，這樣才能既書寫叛
亂起源地的歷史，同時也能讓戰亂倖存者繼續當大清的順民。因此志書中記載試圖
抹去姜瓖在地方的影響力以及關鍵時刻發揮的作用，同時盡可能塑造姜瓖負面的形
象，為清軍平亂提供正當性。
矛盾的是，《雲中郡志》收錄文獻的標準並非立場一致。志書收錄的婦女傳記
與詩歌中，不約而同提出戰事慘烈與清軍殘暴的證據，似乎在粉飾太平的文獻裡加
入百姓最陰暗的記憶：清軍以屠城來對待歸降的大同。雖然有限的資料並不能解釋
產生立場矛盾的原因，但是親歷其事的順治士人一定了解當時眾人加入姜瓖陣營的
複雜理由，所以才會在同一份文獻中提供兩種立場的文字敘述，藉此提供讀者拼湊
歷史事實的線索，讀者憑藉著志書的片段可能做出各種的歷史想像。雖然今日的研
究很難重現這種閱讀經驗的結果，但可以確定的是下一個世代修史時，面對立場不
一致的敘述時，必定勞神費力地進行各種調整，包括刪改文字以及變動體例，以符
合政權對於歷史的詮釋。
乾隆中後期距明清易代已超過一世紀，易代歷史已經從自身體驗轉變成歷史記
憶的傳承。在政策的引領下，志書編者的任務並不是單純述史，更要回應乾隆皇帝
對於明清易代史觀以及強調忠的時代要求。重述姜瓖之變的過程中，不僅刪除了清
初志書的相異立場，斷去理解更全面史實的線索，且編者刻意重新蒐集對清廷有利
的材料，塑造符合清廷利益的清初史事。從官府試圖湮滅的敘述中可以發現，清廷
最在意的問題其實是姜瓖之變後的屠城報復，以及缺少為當朝盡忠的忠臣。在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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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下，理解歷史全貌的線索被認為是「違礙」的內容，因此乾隆朝官員對於
《大同府志》的加工，形成一套記載明清之際大同地方史的標準說法，這套標準說
法涵蓋了史實以及官方的意識形態。親歷者所見的歷史卻在這次重修方志時完全被
排除於記錄外，與此相關的文獻也在此次編修過程中遭到毀棄。
乾隆時期檢查與刪修地方志的政策，很可能徹底改變清代大同地方史的敘事形
式及內容。方志編纂中照錄前志是常見的方法，但是經過乾隆朝的干預後，編者能
夠照錄的內容相對限縮。在文獻無徵與國家政策的雙重影響下，方志編者在取材上
處處斟酌。正如森正夫教授指出清代中期後方志的特色是放棄編纂者親眼的觀察記
錄，將皇帝的敕諭與法令變成志書的內容。102 但為何會出現這樣的變化呢？本文
所指出的刪修現象或許提供了解答的可能：乾隆朝的文字控制已經改變了地方史的
書寫基礎，以至於中後期方志出現變化。
控制文字雖然成功，但是地方對歷史認知並未消失，反而因為文獻無徵的狀況
下「禮失而求諸野」，增強地方挖掘歷史的動力。道光以降，社會對於明清鼎革的
探索越來越盛，許多明清之際遭到禁燬的文獻紛紛重現於世人眼前。此時，大同文
獻雖然留存有限，但《大同縣志》的編纂者仍試圖重新梳理清初姜瓖之變的史事。
在史料受限的情況下，《大同縣志》編者也只能接受《大同府志》中呈現的地方
史。值得注意的是，這群編者並沒有全然以標準說法為尊，而是從其他地區的方志
找尋蛛絲馬跡。《大同縣志》的編者透過照錄《長子縣志》的文字，作為拼湊歷史
事實的線索。姜瓖叛清與清軍屠城的歷史又回到方志的記載當中。只是道光士人恢
復這段歷史的目的，可能已經不是單純恢復歷史事實或者突破文網的禁忌，更多的
是借用他志的史論來說明大同人的無辜，全是受姜瓖一人之累。這種論調與清初士
人理解歷史的角度已有不同。由此亦可知悉，當親歷事件者已經凋零，遠離事件發
生當下的士人就越難體會事件的複雜與人物的困境，即使寫史的精神仍是秉筆直書
恢復歷史事實，但他們所呈現的解釋脈絡卻大異於前輩。
然而，由於事涉叛亂，這些字裡行間流露的理念，實際上很容易被國家的意識
形態所掩蓋。光緒六年 (1880) 山西經歷丁戊飢荒後，人口大量死亡，社會動盪不
安，當時巡撫曾國荃認為應該重刊經典以及編修方志來重整文明，他奏報朝廷說：
三年大祲，戶口則流亡過半，賦稅則蠲緩頻頒，倉穀則悉數皆空，善後
則百廢未舉。正宜登諸記載，昭示後來。庶幾賢明之吏上下皆有稽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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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正夫，《森正夫明清史論集》第 3 卷，〈明末における秩序変動再考〉，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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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與力圖補苴，經理彌二十年方可望漸複元氣，此志書所亟宜重修者
也。103
他希望透過編修《山西通志》，重整大災之後散亂的秩序，這部志書因而得到朝廷
的支持，最後完成一百八十六卷的巨著。由於蒐羅詳盡，體例嚴謹，梁啟超對此志
的評價甚好。104 但由於這部書屬於省志，其參考的基準是雍正《山西通志》，因
此光緒時對馬節婦的書寫直接承襲雍正版本的馬節婦小傳，105 那位躲過屠城的節
婦不再出現於省志的記載中。
此外，州縣志書記載範圍相對較小，因此可以詳盡地蒐羅與收編地方文獻。但
雍正至光緒期間地方史事增加何止百倍，需要記錄的內容擴大，省志勢必對史事有
所刪要。106 在省志刪要的原則下，更多的地方人物與史事消失於新志書中。以貢
舉來說，舉人的收錄標準是「每科自解首外，凡已見進士及未仕者皆不書」， 107
在此標準下僅是舉人且未仕的馬東陽消失在光緒時編的山西歷史裡。記錄職官的方
式也有所改變，職官名姓不及州縣，因此岑紹祖、郭守邦以及霍燝等州縣官員自然
無法列名其中，加上他們並無特殊官聲，也無法在名宦中留名。就這樣他們都在歷
史的洪流中消失，能留在通志中的只有那些英勇對抗姜瓖的犧牲者。108 姜瓖之變
時，大同人的悲苦與血淚逐漸淡化而消逝，歷史只剩下一片碧血丹心。
（責任校對：李奇鴻）

103
10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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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曾國荃，《曾國荃全集》第 1 冊（長沙：岳麓書社，2006），〈設立書局疏〉，頁 447。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五南圖書，2013），頁 390。
馬節婦的傳云：「馬呈池妻孟氏，年二十夫亡，遺幼子。二姑病臥，氏自啜糟糠，啖姑以甘旨，
苦節五十餘年。教二子東伯、東陽，胥登鄉薦。順治九年建坊旌表，壽八十九。東陽妻雷氏亦早
寡，事姑以節孝聞。」覺羅石麟等監修，《（雍正）山西通志》，卷 154，頁 335；曾國荃、張
煦等修，王軒、楊篤等纂，《（光緒）山西通志》，《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646 冊（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2，清光緒十八年 (1892) 刻本），卷 173，〈列女錄十二〉，頁 165。
章學誠亦言：「然則州縣志書，下圍譜牒傳志持平，上為部府徵信，實朝史之要刪也。」章學
誠，《文史通義》下冊，卷 6，〈外編〉，頁 588。
曾國荃、張煦等修，王軒、楊篤等纂，《（光緒）山西通志》，《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641
冊，卷 16，〈貢舉譜三〉，頁 367。
同前引，《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644 冊，卷 109，〈名宦錄九〉，頁 247-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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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 Dynasty: A Case Study of Datong Gazett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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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I discuss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from a
local perspective, taking the gazetteers of Datong 大同 edited during the Qing period
as an example. In 1644, the people of Datong surrendered to the new regime
established by the Manchus. However, not long after their surrender, at the end of
1648, they rebelled. Unfortunately, their uprising was swiftly put down and they did
not succeed in overturning the Qing government. After the uprising, the Qing
conducted close political surveillance and intervened extensively in local affairs, even
to the point where officials collected historical data and edited local history. Local
elites, who were under surveillance and embarrassed by their past, could not write
directly about what they had experienced. However, in 1652 they managed to leave
behind some clues about what actually happened in an effort to circumvent the Qing’s
destruction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 As time went on, the Qing regime rigorously
suppressed any signs of intransigence, and officials in Datong destroyed all data that
reflected negatively on Qing rule, including some messages left behind in 1652. Rather
than writing from a local perspective, officials instead created standardized accounts of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After this whitewashing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 local elites
had no means of learning about the anti-war sentiment in Datong during the early Qing.
When re-editing the 1830 Datong gazetteer, the compilers discovered that trustworthy
historical data from the Ming Qing transition was scarce. They therefore decided to
search through gazetteers from other districts in Shanxi in order to find concealed
messages that expressed local points of view. The gazetteers of Datong, composed
over different periods in the Qing, thus reveal not only how the people of the time
engaged in historical writing; they also show how they responded to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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