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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本文首先會根據相關資料，論證況氏曾經學習彈奏古琴，故亦可

算是一位琴人。本文的第二部分將會論述況氏與傳世名琴：九霄環佩、

松風、綠綺臺三張名琴的一段文藝淵源；況氏與當時收藏松風琴的周

夢坡先生相熟，曾為松風琴撰詞四闋，而當時鄧爾雅先生所藏的綠綺

臺琴，也曾請求況氏撰詞一闋。況氏的這幾闋詞，大抵把松風和綠綺

臺這兩張琴的歷史和典故都以詞的形式作了充分的論述。本文第三部

分將會簡介況氏對琴曲、琴律的一些意見。最後會討論況氏詞作中有

關琴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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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近年來學術界研究古琴史，多集中精力於琴譜、琴籍和著名專業琴家的考

索，碩果纍纍。但筆者以為，這種現象從學術研究史的角度來看，是有所欠缺的。

古琴在中國文化史裏，與君子、士大夫、文人等的文化傳統密不可分。因此，假

如我們說清末以來的古琴界，著名專業琴家輩出，宗派林立，那麼屬另外一個琴

學系統的文人琴士，其實也大有人在，只是一向缺乏學術研究者的努力發掘而

已。筆者在這裏，希望拋磚引玉，提倡對歷代文人琴的研究；於是不避淺陋，以

況周頣與古琴的關係為題，與各位分享一下這位一代詞學宗師的古琴生活內涵。 

況周頤(1861-1926)，乃晚清四大詞人之一，也是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詞學理

論家，著有《蕙風詞》、《蕙風詞話》、《蕙風叢書》等等。但古琴史學者對況氏與

古琴的關係，向來缺乏注意，筆者有見及此，乃蒐集了一些相關的史料，撰成此

文，相信足以說明況周頤與古琴的關係，其實頗為深厚：他除了是一位詞人之外，

也是一位琴人。 

一一一一、、、、曾以琴曾以琴曾以琴曾以琴命名命名命名命名居所居所居所居所、、、、詞集詞集詞集詞集 

中國古代文人的齋名別號，向有寓意，多有所寄託。況氏也不例外。 

況周頤一生中曾使用過的齋名別號甚多，據筆者統計約有近半百種（筆者將

另撰文章探討）。目前所知的況氏齋名之中，只有一個與琴有關，名「劍為琴室」。 

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1900)五月，況氏曾為蔣玉稜的詞集《冰紅集》撰序 1，

末署「劍為琴室」。這是今存況氏曾經使用此一齋名的唯一直接證據。況氏序末

自署的全文為： 

 

光緒庚子重五前三日，臨桂況周儀識於武昌杏花天劍為琴室。2 

 

可知光緒庚子五月間，況氏身處當時的兩湖總督官署的所在地武昌。而「杏花天」

應為當地的一個地方名 3，至於「劍為琴室」，大概就是況氏的寓齋之名了。 

光緒二十五年(1899)，三十九歲的況周儀 4 由揚州經南京抵武昌，在武昌居

                                                 
1 《冰紅集》乃常州派詞人蔣春霖侄蔣玉稜之詞集，從未刊刻。以上據寒冬虹，〈稿本〈冰紅集〉

序跋輯錄〉；《文獻》（季刊），1993年第 2 期，總第 56 期（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年 4 月 13 日），

頁 265-267。另，現有《粟香室叢鈔》本之《冰紅集》鈔本藏於南京圖書館。以上據柯愈春著，

《清人詩文集總目題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卷 52「苦壺詩鈔」條，頁 1813-1814。 
2 見寒冬虹，〈稿本〈冰紅集〉序跋輯錄〉，頁 265-267。 
3 今湖北省武昌市，有一「杏花天社區」，在黃鶴樓街道轄下。 
4 當時宣統皇帝溥儀尚未繼位，況氏未需避諱，故仍名周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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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前後三年(1899-1901)，其間曾任教於張之洞所創辦的自強學堂 5。光緒二十五

年十月，況氏為其已故祖母朱鎮（字靜媛）刊刻《澹如軒詩》，況氏於跋中亦曾

記及他在武昌的居所為「武昌杏花天寓廬」6，當時似未有「劍為琴室」之名。

又程頌萬於光緒二十五年曾賦〈壽樓春〉一闋以贈況氏，詞序有云「夔笙過鄂，

僦居鶯坊」7。故可綜合上述資料作出假設：況氏於 1899-1901間在武昌的寓所，

位處杏花天（大概就是當地的煙花柳巷）一帶，初或是暫居而沒有齋名，後被況

氏命名作「劍為琴室」。至於此齋名的來由或典故，則還有待考究。 

十九年後，即民國戊午(1918)年，況周頤已五十八歲。他在這一年為自己編

訂了第一部自定詞（自選代表作），名為《蕙風琴趣》，與朱祖謀之《彊村樂府》

合刊為一冊，題曰《騖音集》8。 

以「琴趣」為詞集名，詞史上多有先例，如歐陽修(1007-1072)的《醉翁琴趣》

（武進陶氏涉園景宋本六卷；前三卷據毛氏景寫宋本，後三卷據南宋刻本）、黃

庭堅(1045-1105)的《山谷琴趣外篇》（南宋閩刻本）、晁補之(1053-1110)的《晁氏

琴趣外篇》（南宋閩刻本）等等。蓋宋人倚聲填詞，每有彈琴唱詞之舉，詞樂部

份亦不乏琴曲；故古人以「琴趣」命名詞集，在在顯示出詞這一種文體，與古琴

的密切關係。況氏以《蕙風琴趣》作為自己第一部自定詞集的名稱，其中不無深

意。 

二二二二、、、、筆記筆記筆記筆記中的古中的古中的古中的古琴故事琴故事琴故事琴故事    

況氏晚年在《申報‧自由談》連載的筆記《天春樓脞語》中，錄有〈鬼聽琴

二事〉一則： 

 

虞山趙雲所（應良），琴理為天下弟一；嘗獨夜對月，一彈再鼓，聞庭外鬼

聲淒絕，諦視之，有人長二尺許，皆古衣冠，雜坐秋草間，作聽琴狀。見《柳

南隨筆》。揚州梅蘊生（植之），方弱冠，琴已擅名，喜深夜獨坐而彈；一夕，

曲未終，見窗紙無故自破，覺有穴窗竊聽者，俄而花香撲鼻，已入室矣，乃

言曰：「果欲聴琴，吾為爾彈，吾不願見爾也。」急滅其燈，曲終乃寢。見

《竹葉亭雜記》。蘊生購藏唐田侁墓誌石，書勢精絕，吳讓之（熙載）為譔

楹言云：「家有貞元石，人彈叔夜琴。」蓋紀實也。滅燈終曲，非熟極不能。
9 

                                                 
5 參考鄭煒明著，《況周頤先生年譜稿》（香港：詩坊，2007），頁 93-99。 
6 《蕙風叢書》（上海：中國書店，1926），第 12 冊；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所藏本。  
7 見《定巢詞集》卷六葉三，《十髮居士全集》弟五；甲子(1924)元春武昌程氏鹿川閣刊本。  
8 參鄭煒明著，《況周頤先生年譜稿》，頁 212。 
9 夔笙撰，《天春樓脞語》；《申報‧自由談》，中華民國十五(1926)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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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況氏所記趙雲所事，見清王應奎（1683至約 1759-1760間）所撰《柳南隨

筆》卷六10。趙應良（雲所），其琴學得自江蘇常熟之陳崑源，陳氏又得自明萬

曆中沈大韶（即沈音）；後又傳琴學予陳禹道（錫賢，即陳蒼梧）。趙氏嘗與嚴澂

（天池）等合組琴會於松弦館，又合編《松弦館琴譜》行世 11。松弦館琴會，

或即琴川社。據此，趙氏應為虞山琴派（也稱琴川派）的開創人之一。 

而所記梅蘊生（植之）事，見清姚元之(1776-1852)所撰《竹葉亭雜記》卷五。
12 梅植之(1794-1843)13，江蘇揚州人，工書法，與吳熙載(1799-1870)同為包世臣

(1775-1855)弟子。亦善琴，得琴法於吳思伯(1719-1802)之女弟子顏夫人 14。屬

廣陵琴派 15。 

由況氏對上述兩則古琴故事的記述，可見他對琴史及文獻中琴人逸事異聞，

十分關注而且熟悉。況氏評梅植之「滅燈終曲，非熟極不能」，極其讚賞梅氏於

古琴技巧的熟練程度，應是知琴者之言。 

三三三三、、、、況周頤況周頤況周頤況周頤的的的的琴學淵源琴學淵源琴學淵源琴學淵源    

據筆者對況周頤的家世研究，發現他部分長輩與親人，皆善古琴。因此筆者

相信況氏的琴學或有受彼等影響之處。現略述如下： 

況周頤的祖母朱鎮是廣西著名的女詩人，有《澹如軒詩》一卷傳世；能彈古

琴，曾有六言詩〈漫興〉云： 

 

如此春日秋日，幾許分陰寸陰。那堪賞月無酒，常愛對花撫琴。16 

 

據此則朱鎮亦時有彈琴。朱鎮又有〈送春宇弟之任恭城〉詩，其中有句云：「澹

哉此癯僊，遐心忘好爵。琴書信足娛，苜蓿聊可嚼。」17 則朱鎮之弟朱春宇亦常

以琴自娛。朱鎮系出名門，嫻於吟詠，曾舉酒旗詩社於家，集臨桂閨秀詩人之作，

並評定甲乙，乃當時臨桂閨閣詩人之領袖；況氏自幼對這位詩人祖母十分尊敬，

他後來與古琴的關係，可能也源於他祖母對他在文藝發展方面的深遠影響。 
                                                 
10 清．王應奎著，《柳南隨筆》（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6，頁 116。 
11 同註 10，頁 116。 
12 與《簷曝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合刊；《竹葉亭雜記》之第 118頁。 
13 據「梅植之 中國古代名人錄 中華博物」網頁；下載自 http://cache.baidu.com/；下載日期：

20/2/2009。 
14 據「梅植之 – 黃頁 – 寶藏網」網頁；下載自 http://cache.baidu.com/；下載日期：20/2/2009。 
15 關於吳思伯之生卒年及廣陵琴派史事，筆者據秋鴻，〈廣陵琴學探源〉；見「【古琴派別介紹】

琴學派別介紹_文藝論壇_西祠胡同」網頁；下載自 http://cache.baidu.com/；下載日期：20/2/2009。 
16 臨桂女史朱鎮靜媛，《澹如軒詩》，見《蕙風叢書》，第 12 冊，頁 10。 
17 同 16 註，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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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氏所撰的筆記《眉廬叢話》，曾透露他的其中一位姊夫善彈古琴的事。筆

記全文云： 

 

余年十三四，不知詩為何物，輒冒昧屢為之，有句云：「薄酒並無三日醉，

寒梅也隔一窗紗。」姊丈蔣君梓材（名棟周，修仁人，癸酉拔貢，工琴善弈，

長余數齡），見而誡之曰：「童子學詩，胡為是衰颯語？」因舉似其近作，句

云：「有酒且拌今夕醉，好花不斷四時春。」自謂興會佳也。詎蔣君不數年

即下世，余雖坎廩無成，然而垂垂老矣。因憶及訶余之友，掔連記之。蔣君

雅人，其規我，其愛我也。18  

 
蔣氏對況氏文學的影響，可見一斑。但蔣氏工琴一事，於況氏與古琴的關係，或

屬間接影響，亦未可知。 

至於對況周頤的琴學有直接影響的，要算他的老師（後為其太岳丈）趙準，

和他的元配夫人趙氏兩位了。 

清同治庚午辛未年間(1870-1871)，況周頤在廣西臨桂縣學；當時的知縣趙準

以孔有德家廟佛殿內，經雷擊而斷墜的殿樑，斲琴若干張，並授況氏以這幾張琴

具有四美的理論 19。據況氏晚年所撰的筆記《餐櫻廡漫筆》云： 

 

孔有德家廟（俗呼大寺），在臨桂就日門內（即舊北門），歲久傾圮泰半，唯

佛殿僅存。同治庚午辛未間，殿之梁，經雷擊，斷而墜。時外王舅趙子繩先

生（準）官臨桂知縣，撰良木敬易之。其壞梁，桐也，斲為琴，得如干張，

發音醇厚而清越。先生詔余：「斯琴具四美：桐可為梁，非凡材矣，歷年復

逾二百，美一；為佛殿之梁，託清嚴之地，美二；方其為梁，有鐘鼓之音，

晨夕震盪之，美三；木經雷撃，性益定靜，美四。」曩室人籨贈中，新舊琴

各一，新即取材於梁，地以梓，佳製也。20  

 

趙準向況氏論述了斲琴所用的材料與古琴品質的關係，尤其重視製琴木材本身的

素質、經歷和氣質等方面，極可能是況氏古琴知識的啟蒙師。據此條筆記，更可

知道，趙準之孫女嫁予況氏時，嫁妝之中就包括兩張古琴，其一即趙準當年以孔

有德家廟佛殿桐樑所製成的琴。 

又據《況蕙風先生外傳》（作者或為朱祖謀，或為馮幵，待考），記載了況周

頤隨其夫人趙氏學習彈古琴的逸事： 

                                                 
18 見蕙風撰，《眉廬叢話》；《東方雜誌》第 12 卷第 7 號，1915年 7 月，頁 16-17。 
19 參《況周頤先生年譜稿》，頁 5。 
20 蕙風撰，《餐櫻廡漫筆》；《申報‧自由談》，中華民國十四(1925)年 4 月 22 日（乙丑年三月

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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蕙風先生姓況氏，……娶於趙氏，浚儀郡，伉儷綦篤。夫人擅雅樂，因並習

操縵，儼然理曲。21 

 

再據《餐櫻廡漫筆》： 

 

余自斷絃，不復操縵。甲申離家，琴書散佚，久已無從問訊矣。22 

 

因此可知況氏曾與其夫人趙氏一起學習彈奏古琴，能操縵理曲，更可以確證況氏

與其夫人趙氏，皆是琴人。可惜況氏於夫人逝世（時間下限為光緒甲申，即 1884）
23 後，就不再彈琴了。但這並不代表況氏從此就與古琴絕緣。 

四四四四、、、、與與與與傳世名琴傳世名琴傳世名琴傳世名琴的連繫的連繫的連繫的連繫    

況氏於辛亥革命後，居上海，所交皆一時名流，其中不乏著名的古琴收藏家，

如劉世珩和周慶雲等，因此與若干張傳世名琴結下了緣份，現略述如下： 

((((一一一一))))    劉世珩劉世珩劉世珩劉世珩所所所所藏唐雷威藏唐雷威藏唐雷威藏唐雷威雷霄雷霄雷霄雷霄製琴製琴製琴製琴    

1912-1913年間，況氏為劉世珩（蔥石）題因所藏唐代韓氏製大小忽雷而作

的《枕雷圖》，撰〈鳳凰臺上憶吹簫〉「別殿春雷」詞，於下片「知音少、珍琴更

攜」句下有自注「蔥石又藏唐雷威、雷霄製琴，斷紋髹漆，並與兩忽雷同」24。 

劉世珩（1875-1937；一作 1926），安徽貴池人，字聚卿，號蔥石，又號枕

雷道人、枕雷道士、楚園等等。光緒二十年舉人，歷官度支部參議；辛亥革命後

曾任北洋政府官員，後居上海，為一著名的收藏家、刻書家。其室名暖紅室者，

以收藏戲曲珍本豐富而著名。25 

 

 

                                                 
21 腹痛撰，《況蕙風先生外傳》；見《申報‧自由談》，中華民國十五年(1926)年 8 月 28 日。《況

蕙風先生外傳》之內容，後被錢基博大幅引錄；見錢基博著，《現代中國文學史》（香港：龍門

書店，1936），頁 255。 
22 蕙風撰，《餐櫻廡漫筆》；《申報‧自由談》，中華民國十四(1925)年 4 月 22 日（乙丑年三月

三十日）。 
23 參《況周頤先生年譜稿》，頁 15。 
24 見《二雲詞》，頁 5-6；《弟一生修梅花館詞》第 6；《蕙風叢書》第 11 冊。 
25 據陳玉堂編著，《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 5 月第 1 版；第 1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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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琴為劉世珩藏之唐「九霄

環偑」琴，現為故宮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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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氏所見的劉世珩藏唐雷威、雷霄製琴，或即現藏於北京故宫博物院唐琴「九

霄環佩」。據資料顯示，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九霄環佩」琴，為唐代西蜀雷氏

所斫，堪為傳世唐琴之最。清末，此琴曾為名琴家祝桐君弟子滿洲葉赫那拉佛尼

音布（亦名葉潛，佛鶴汀）所藏。後此琴又為遜清宗室紅豆館主（溥侗）所得，

最後攜至上海售與收藏家貴池劉世珩。新中國成立後，文化部文物局以重金購自

劉氏後人之手，撥交故宮博物院收藏。 

此「九霄環佩」琴通長 124.5釐米。原漆作黑色，琴面發小蛇腹間牛毛斷紋，

底上蛇腹紋大小不一。琴因殘損，有早年經修補多處的痕跡，又有經剖腹調音重

修之證。又據《五知齋琴譜》，其紫檀護軫裝飾為清康熙間廣陵徐祺所創，疑剖

腹調音亦徐氏所為。此琴為伏羲式，琴面渾厚呈半橢圓形，項腰作圓棱。螺鈿徽。

龍池鳳沼皆作扁圓形，其口沿鑲桐木條一根，介面於左側中部。琴面為桐木斫，

色黃質松古。納音作凹下圓溝，通貫於池沼之中。底為杉木制，於脫漆處可辨。

琴背池上方刻篆書「九霄環佩」，池下方刻細邊方印，篆「包含」二字。池旁左

刻「起跡蒼霄，逍遙太極。庭堅」黃體書二行十字；右刻「泠然希太古」、「詩夢

齋珍藏」行書二行十字及「詩夢齋印」一方。在琴足上方刻「靄靄春風細，琅琅

環佩音。垂簾新燕語，蒼海老龍吟。蘇軾記」蘇體書五行二十三字。鳳沼上方刻

小型橢圓印一，篆「三唐琴榭」；沼下方刻方印一，篆「楚園藏琴」。龍池內納音

左側刻有一行楷書腹款：「開元癸丑三年斫」。琴名與大印同為最早的鐫刻，題跋

及腹款均係後刻。此琴指叩琴背音鬆潤而有迴響，按彈音溫勁鬆透，號為「純粹

完美，九德兼全」。絲弦散彈發金屬弦音，為傳世唐琴之最 26。 

                                                 
26 見「古琴庫」網頁之琴品：〈唐琴「九霄環佩」（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下載自 http://cache.baidu.com/；

下載日期：18/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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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詩夢齋乃葉赫那拉佛尼音布的齋名；三唐琴榭、楚園等則為劉世珩的齋

名。據此亦可知況氏所見的劉氏唐琴，應即此「九霄環佩」。 

((((二二二二))))    周慶雲所藏松風琴周慶雲所藏松風琴周慶雲所藏松風琴周慶雲所藏松風琴    

1915年，況周頤加入舂音詞社；嘗賦社作〈風入松‧

宋徽宗琴名松風〉四首 27。舂音詞社，由周慶雲創立於 1915

年初夏（一說由王蘊章與陳匪石發起），推朱祖謀為社長，

先生於較後期加入 28。該社第三集社題《風入松》詠宋徽

宗琴名松風 29。況氏於乙卯年(1915)十二月刻成之《餐櫻

詞》中，已見〈風入松‧宋徽宗琴名松風〉四首 30。 

案周慶雲(1861-1931)，字景星，號湘齡，別號夢坡，

浙江吳興南潯人。近代琴人。曾任教諭，後經營鹽業，是

近代著名的企業家。平時愛好詩詞、書畫、文物、藏書，

以及著述。吳昌碩、朱祖謀、王文濡等均為他座上客。他

收藏琴書、古琴甚多，世稱「江

南第一」。由於好琴，他經常接待

各方琴客。1919年，他在上海晨

風廬邀集各地琴家，舉行了一次

盛大的聚會，會上散發了他主編

的《琴史補》、《琴史續》、《琴書

存目》等書。《琴史補》是補充朱

長文《琴史》中遺漏部分；《琴史

續》是把宋代的《琴史》繼續到

清代，收有六百多位琴人的有關

記載，並逐條注明出處，便於使

用者查閱原始資料。《琴書存目》

編於 1914年，彙集了歷代著見

琴書書目，和音樂書目共三百多

種。另有《琴操存目》，於 1929

年編成，收集了歷代著見曲目八

                                                 
27 參《況周頤先生年譜稿》，頁 15。 
28 周延祁，《吳興周夢坡(慶雲)先生年譜》（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頁 26。西神（即王

蘊章），《舂音餘響》；《同聲月刊》第 1 卷創刊號，1939年 12 月，頁 178。轉引自何泳霖〈朱

彊村先生年譜及其詩詞繫年〉，「學藝兼修‧漢學大師──饒宗頤教授九十華誕國際學術研討

會」，香港大學等九大院校聯合主辦；2006年 12 月 13 至 16 日於香港大學舉行。 
29 西神（即王蘊章），《舂音餘響》，頁 178-179。 
30 見《餐櫻詞》頁 12-14；《弟一生修梅花館詞》第 7；《蕙風叢書》第 12 冊。 

此琴未必是周慶雲

所藏之「松風」琴，

圖中之琴只是同名

之琴，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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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五十五首，為琴學研究積累了豐富的資料 31。 

周慶雲藏有宋徽宗松風琴，非常珍愛，曾屢次為該琴舉辦賞琴活動，又廣徵

題詠，因此況氏有〈風入松‧宋徽宗琴名松風〉四首之作： 

第一闋題為〈風入松‧宋徽宗琴名松風〉，詞及自注云： 

 

北來征雁帶魂銷，夕吹咽寒濤。

太清樓畔鵾絃歰，空回首、僊樂 

層霄。舊譜水雲舟夜，新聲國寶湖橋。 

杏花詞事翦仌綃，遺恨付桐焦。音官大晟飄蘦後，風和雨、送盡雲韶。今古

人天淒籟，霓裳一例蓬蒿。 

（《宋史》：宣和四年四月丙午，詔置宣和樓及太清樓祕閣。 汪水雲淮河舟中夜聞

宮人彈琴，賦〈水龍吟〉詞。 太學生于國寶題〈風入松〉詞於西湖斷橋酒肆屏風

上。 徽宗〈燕山亭‧杏花〉詞首句：「裁翦仌綃」。 《宋史》：崇寧四年八月辛卯，

賜新樂名。 大晟置府建官。 音官，樂官也。見《國語》。）   

 

詞末注中所言的汪水雲，即汪元量，南宋度宗時著名的宮廷琴師，宋亡之後作為

謝太后及宋顯帝的扈從，被元軍帶至燕京，卮留十年之久。汪氏親歷亡國之痛、

俘虜之恥。其詞悲愴沉鬱。他的琴技非常高超，在宮中時已享負盛名。被俘十年，

南歸後做了道士，此時已是飽歷滄桑，淡泊時世，其琴藝更入化境。他所彈奏的

琴曲〈胡笳十八拍〉，尤為感人，享譽於宋末元初 32。至於他的〈水龍吟‧淮河

舟中夜聞宮人琴聲〉，全詞如下： 

 

鼓鞞驚破霓裳，海棠亭北多風雨。歌闌酒罷，玉啼金泣，此行良苦。駝背模

糊，馬頭匼匝，朝朝暮暮。自都門燕別，龍艘錦纜，空載得、春歸去。   

目斷東南半壁，悵長淮、已非吾土。受降城下，草如霜白，淒涼酸楚。粉陣

紅圍，夜深人靜，誰賓誰主。對漁燈一點，羈愁一搦，譜琴中語。33 

     

汪元量以技藝超卓的宮廷琴師身份，於淮河舟中，夜聞宮人琴聲，有感而發，寫

成此闋名篇，寄託亡國之痛。而況氏則於清亡後不久，為周慶雲藏琴賦此〈風入

松〉詞，其中嵌入此典，既道出了宋徽宗松風琴的相關典故，也寄託了自己的遺

民之思。     

第二闋題為〈前調‧前題禁前調所用典〉，詞及自注云： 

                                                 
31 見「合智音樂百科」網頁之〈近代琴家周慶雲〉；下載自 http://cache.baidu.com/；下載日期：

18/2/2009。 
32 鄭曉韻，〈從宋詞看古琴音樂藝術的在宋代的狀況〉；見「四川大學古琴社」博客網頁

chuandaguqin.blog.tianya.cn；下載自 http://cache.baidu.com/；下載日期：18/2/2009。 
33 見唐圭璋編，《全宋詞》（香港：中華書局，1977），第 5 冊，頁 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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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風雨咽龍吟，法曲惜銷沈。獸香錦幄聞箏後，絲桐語、特地情深。十八

胡笳淒拍，九重仙樂遺音。   

玉笙雞塞夢重尋，客路各霑襟。瘦金蘦落霓裳譜，朱絃怨、茸母光陰。說與

宮聲不返，隴雲嗁損雙禽。 

（周美成詞：「錦幄初温，獸香不斷，相對坐調箏。」為徽宗幸李師師家作。 李

後主詞：「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 徽宗書，銀鈎鐵畫，細筋入骨，

名瘦金書。 徽宗〈北去遇清明詩〉云「茸母初生認禁煙，無家對景倍淒然」。茸

母，草名。 郭浩按邊至隴口，見紅白二鸚鵡在樹閒問：「上皇安否？」浩曰：「崩

矣。」鸚鵡悲鳴不已。 《樂府雜錄‧安公子》：隋煬帝游江都時，有樂工笛中吹

之，其父老廢於臥內，聞之，問曰：「何得此曲子？」對曰：「宮中新翻也。」父

乃謂其子曰：「宮為君，商為臣。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大駕東巡，必不回矣！汝可

託疾，勿去也。」精鍳如此。） 

 

案況氏「玉笙雞塞夢重尋」句，自注謂出自李後主詞，實屬況氏刻入《餐櫻詞》

時偶然失校。「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乃南唐中主李璟之〈浣溪沙〉

「菡萏香銷翠葉殘」之下片首二句，況氏於編撰《歷代詞人考略》時，將此詞繫

於中主名下 34。而秦瑋鴻《況周頤詞集校注》竟未校注出況氏《餐櫻詞》自注

之誤 35，亟宜更正。 

第三、第四闋題為〈前調‧前題弟三四詠，仍前禁體〉，第三闋及自注云： 

 

蒼官擁仗鳳鸞鳴，篤耨篆香清。百琴堂裏彈薰日，須不讓、黃鵠秋聲。別殿

春雷合奏，先朝靡玉齊名。   

霜瞳點漆海東鷹，溪絹也飄蘦。孤臣心事流泉激，知音少、絃斷誰聽。唯有

風煙喬木，黃昬吹角空城。 

（《五雜俎》：「宋宣和閒，宮中所焚異香，有篤耨、龍涎、亞悉、金顏、雪香、褐

香之類。」 《琴苑》：「宣和殿百琴堂，有琴名黃鵠秋。」 又云：「宣和多古琴，

今存者唯春雷。」 又云：「靡玉，宋太祖琴名。」 岳武穆〈小重山〉詞：「欲將

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蓋指主和議者多也。 姜白石〈揚州慢〉詞：

「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昬、清角吹寒，都到空城。」） 

 

第四闋及自注云： 

                                                 
34 況周頤編著（署名烏程劉承幹翰怡輯錄），《歷代詞人考略》卷 4 之「南唐中主」條；中國公

共圖書館古籍文獻珍本滙刊‧集部（據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

2003年 5 月；上冊，第 179-186頁。 
35 秦瑋鴻著，《況周頤詞集校注》（廣西大學碩士論文；2004）；下載自「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

全文數據庫」。見「校注」，頁 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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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樓倚翠萬松顛，清籟戛湘絃。玲瓏花石丹霄路，秋濤語、飛墮歌前。轉眼

驚飆揭地，斷腸衰草黏天。   

孟婆無計送歸船，別鵠不堪彈。當筵猶自呼方響，紅鸚鵡、心事殘鵑。淒斷

雙聲徵角，河清舊曲誰傳。 

（《楓窗小牘》：壽山艮嶽，徽宗所築，山之西有萬松嶺，嶺畔有倚翠樓。 徽宗北

行，戲作小詞云：「孟婆孟婆，你做些方便，吹箇船兒倒轉。」孟婆，風名。 《楓

窗小牘》：「高庿在建康，有大赤鸚鵡，自江北來，集行在承塵上，宦者以手承之，

鼓翄而下，足有小金牌，有宣和二字，因以索架置之，稍不驚怪。比上膳，以行在

草草無樂，鸚鵡大呼：「卜尚樂，起方響。」久之，曰：「卜娘子不敬萬歲。」蓋道

君時，掌樂宮人，以方響引樂者故，猶以舊例相呼，高庿為罷膳，泣下。 《鐵圍

山叢談》：「宣和初，雅樂新成，八音告備，因作〈徵招〉、〈角招〉，有曲名〈黃河

清慢〉。」） 

 

案姜白石〈徵招〉詞序云： 

 

……〈徵招〉、〈角招〉者，政和間，大晟府嘗製數十曲，音節駁矣。予嘗考

唐田畸《聲律要訣》云：徵與二變之調，咸非流美，故自古少徵調曲也。徵

為去母調，如黃鐘之徵，以黃鐘為母，不用黃鐘乃諧。故隋唐舊譜不用母聲，

琴家無媒調、商調之類，皆徵也，亦皆具母弦而不用。其說詳于予所作《琴

書》。然黃鐘以林鐘為徵，住聲於林鐘。若不用黃鐘聲，便自成林鐘宮矣。

故大晟府徵調兼母聲，一句似黃鐘均，一句似林鐘均，所以當時有落韻之語。

予嘗使人吹而聽之，寄君聲于臣民事物之中，清者高而亢，濁者下而遺，萬

寶常所謂宮離而不附者是已。因再三推尋唐譜并琴弦法而得其意。黃鐘徵雖

不用母聲，亦不可多用變徵蕤賓、變宮應鐘聲。若不用黃鐘而用蕤賓、應鐘，

即是林鐘宮矣。餘十一均徵調倣此。其法可謂善矣。然無清聲，只可施之琴

瑟，難入燕樂。故燕樂缺徵調，不必補可也。此一曲乃予昔所製，因舊曲正

宮〈齊天樂慢〉前兩拍是徵調，故足成之。雖兼用母聲，較大晟曲為無病矣。

此曲依《晉史》名曰黃鐘下徵調、〈角招〉曰黃鐘清角調。36 

 

據此，雖宋時曾以〈徵招〉、〈角招〉為宮廷燕樂曲，但詞調中的〈徵招〉、〈角招〉，

實皆與唐以來古琴曲、琴弦法等有極密切的關係。 

況氏這四闋〈風入松〉詞，固然有以北宋末年諸典故，間接表達了自己身為

清朝遺民的「亡國之哀」；更以「霓裳一例蓬蒿」、「宮聲不返」、「孤臣心事流泉

激，知音少、絃斷誰聽」等等語句，或自我開解，或寄託了他對自己的政治現實

                                                 
36 見《全宋詞》，第 3 冊，頁 2182-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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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境的哀怨和無奈。此外，同樣重要的是，上述的幾闋詞和作者自注，恰好證明

了況周頤對古琴史的熟悉程度。 

((((三三三三) ) ) ) 鄧爾雅所藏綠綺臺琴鄧爾雅所藏綠綺臺琴鄧爾雅所藏綠綺臺琴鄧爾雅所藏綠綺臺琴 

況周頤於 1925年 4 月 24 日，在《申報‧自由談》的《餐櫻廡漫筆》中發表

集外詞〈水龍吟‧為鄧爾雅題鄺湛若綠綺臺琴拓本〉37。詞云： 

宮遺恨休論，孤桐碧沁萇宏血。甄奇赤雅，解昔雲嚲，斯人卓絕。世事悠悠，

霓裳羽換，玉笙簧熱。祇名材爨下，英風絃外，堪繞指，成冰雪。   

守闕袌殘何憾，數完人、無多清物。情移海上，高山比峻，猗蘭芳潔。仙尉

梅花，暗香三弄，古懷千結。信陽春能和，同聲相應，似蕤賓鐵。38 

 

鄺湛若，即鄺露(1604-1650)，初名瑞露，字湛若，號海雪，廣東南海人。工

詩能琴，乃明末著名詩人，為嶺南前三大家之一，並精通古文駢文，擅各體書法，

草書尤其勁秀。著有詩集《嶠雅》、遊記《赤雅》等。藏有名琴兩張，一為唐琴

綠綺臺，另一為宋琴南風。南明唐王時任中書舍人，永曆帝時出使廣州，清兵入

粵，鄺露與諸將戮力死守凡十餘月，兵敗，絕食抱琴而死 39。 

鄧爾雅(1883-1954)，廣東東莞人（生於江西）。名號甚多，曾自署綠綺臺主，

並有堂號綠綺園、綠綺臺等。為著名篆刻家，善繪能詩。著有詩集《綠綺園詩》

等，另有著作《綠綺臺琴史》、《篆刻卮言》、《文字源流》、《曹溪南華寺史略》（與

李根源合著）等等。早年曾參加南社。著名古文字學家容庚及歷史學家容肇祖，

皆為其外甥，曾隨其學習 40。 

明末清初的鄺露與清末民初的鄧爾雅之所以結緣，完全因為一張唐琴「綠綺

臺」。綠綺臺琴是唐武德二年(619)製，琴形為仲尼式，髹黑漆，經歲月滄桑，已

漸變為褚色。琴底頸部刻有八分書（隸書）「綠綺臺」三字，龍池右側有楷書「大

唐武德二年制」七字。曾為明武宗朱厚照所用，後賜給一劉姓者。明末為鄺露所

得，視之為寶，出入必攜。永曆四年(1648)，清兵入粵，鄺與諸將守廣州，凡十

閱月，城破之時，鄺露在居所海雪堂內，將古器、圖書環置左右，抱綠綺臺琴，

嘯歌以待，從容就義殉國。清兵搜掠了他所有物品賣于市，惠陽葉猶龍以百金贖

得綠綺臺，後以琴招一代名流梁佩蘭、陳恭尹、屈大均、釋今釋（即澹歸）等泛

舟惠州西湖，眾人憶鄺露慷慨赴死，皆流涕賦長歌。其後，琴歸馬平楊氏。咸豐

戊午(1858)廣東洪兵之役，楊氏後裔子遂托友人保管，但友人卻私自把琴賣給東

                                                 
37 參《況周頤先生年譜稿》，頁 238。 
38 據況氏所撰筆記《餐櫻廡漫筆》所附錄之《蕙風集外詞》。見蕙風撰，《餐櫻廡漫筆》；《申

報‧自由談》，中華民國十四(1925)年 4 月 24 日（乙丑年四月二日）。 
39 參考〈鄺露＿百度百科〉網頁；下載自 http://cache.baidu.com/，下載日期：29/10/2008。 
40 參考陳玉堂編著，《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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莞可園（現為廣東四大名園之首）主人張敬修(1824-1864)。張氏於可園內建綠綺

樓以藏此琴，約傳了四代。1925 年為東莞鄧爾雅購得，數年前仍保存在鄧氏繼

室葉氏手中。鄧氏對鄺露抱琴殉國的事蹟尤為感動，故對其曾藏的綠綺臺琴神往

不已。1925 年，張敬修後人家道中落，鄧氏因知其所藏之綠綺臺琴必不能守，

遂往探訪，毅然以千金購下，希望琴以傳人，人以傳琴。得琴後即篆「十四年八

月得鄺湛若藏唐琴綠綺臺」、「綠綺臺」兩印，並作〈記得綠綺臺琴〉詩。又以上

等朱砂鈐綠綺臺拓本數份分贈知交。1928 年，鄧氏居香港，在新界大埔築「綠

綺園」，園內供奉此琴，以表敬慕鄺露的高風亮節。友人葉恭綽知其所好，偶於

市上見釋今釋的《綠綺臺琴歌卷》書法手卷，欣然購下相贈。1937 年 7 月，鄧

氏綠綺園為颱風所摧，他情急中只抱琴走避，其它藏書皆毀於風。1940 年，在

抗戰聲中，香港中國文化協進會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舉辦「廣東文物展覽

會」，鄧氏將所藏綠綺臺琴及釋今釋的《綠綺臺琴歌卷》借出展覽 41。這個展覽

會主旨是要「紀念廣東歷代保種衛國的民族英雄」42，充滿民族感情和愛國情懷；

展出文物的照片俱收錄於《廣東文物》三大冊內 43。 

況周頤為綠綺臺琴所賦的〈水龍吟〉詞，亦充分表現了遺民的哀感。所謂遺

民的哀感，包含了兩個層次：一是政治層面的所謂政權易替後的亡國之痛，或對

隨之而來的政治現實處境的不滿反應；另一是文化心理層面的，即面對新時代、

新文化、新價值等等的衝擊，擔心舊文化、舊風格、舊價值將日漸式微，終致被

徹底遺忘和揚棄，而引致種種格格不入的無奈傷痛之感。這闋〈水龍吟〉詞，應

屬於後者，故有對「守闕袌殘何憾，數完人、無多清物」所象徵的舊價值、舊文

化的稱頌，當然這種稱頌，依然為讀者帶來沉重的感覺。這第二層面的哀感，較

諸第一層面的哀感，應更為沉痛。況氏論詞，主重、拙、大，其中重這一項標準，

就可以況氏這一層面的遺民詞為例。 

 

 

 

 

                                                 
41 關於綠綺臺琴傳承的資料，筆者主要參考了鄧爾雅外孫（筆名大德）發表的〈嶺南風物：外

公藏稀世名琴〉一文；見「金羊網──羊城晚報」；發表日期：2002-04-17 12:42:16；下載自

http://cache.baidu.com/，下載日期：18/2/2009。又曾參考劍俠〈綠綺臺琴的來龍去脈〉；見網易

虛擬社區北京站；發表日期：2002.01.31, 10:52；下載自 http://cache.baidu.com/，下載日期：

1/8/2008。又曾參考姜舜源〈珠三角的世外閬苑──東莞可園〉；香港紫荊雜誌網絡版；下載自

http://cache.baidu.com/，下載日期：1/8/2008。 
42 參考廣東文物展覽會編，《廣東文物》；中國文化協進會刊行，1941年 1 月出版；上冊書名

頁後扉頁。 
43 廣東文物展覽會編，《廣東文物》；中國文化協進會刊行，1941年 1 月出版；其中有鄺露書

蹟六件，見上冊頁 80-82；澹歸的《綠綺臺琴歌卷》書法手卷，見上冊第 84 頁；綠綺臺琴，見

上冊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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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所見為鄧爾雅送給章太炎之拓片，鄧爾雅送給章太炎之拓片應與此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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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對對對對琴曲琴曲琴曲琴曲與詞與詞與詞與詞樂樂樂樂、、、、詞詞詞詞律關係律關係律關係律關係的的的的探索探索探索探索 

況周頤於 1915年的冬天，作了三闋〈醉翁操〉詞 44。其中的第一闋〈醉翁

操‧外國銀錢有肖像絕娟倩者，或曰自由神，亦有其國女王真像〉，詞云： 

 

嬋媛，苕顏，蓬仙，渺何天，何年？如明鏡中驚鴻翩，月娥妝映蟾圓，凝

佩環。典到故衫寒，得楚腰掌擎幾番。   

泛槎怕到，博望愁邊。玉（去）容借問，風引神山夢斷。冠整花而端妍，

鬒嚲雲而連蜷。東來蘭絮緣，西方榛苓篇。此豸秀娟娟，倩誰扶上輕影錢。

（風引句，東坡作「空有朝吟暮怨」，或以稼軒作「或一朝兮取封」證之，謂怨當

讀烏員切，音淵。桉：此琴曲也。鯫生觕諳琴律，以為作去尤婉美也。且弟七部

可叶之字多矣，東坡詎窮於一字，而必以去聲字作平叶耶？） 

 

況氏於詞末自注中，直接確認了自己懂琴律；他說「鯫生觕諳琴律」，意謂粗識

古琴的音律，應是自謙之辭。〈醉翁操〉，本為琴曲。蘇軾可算是首位作〈醉翁操〉

詞的詞人。蘇軾之後填此調的詞人，每以辛棄疾所作為正統，而對蘇詞聲律有所

質疑。況氏作為一位通琴律的詞人，他填寫了這闋〈醉翁操〉，於下片「風引神

山夢斷」句處，即依東坡體，用去聲韻；並於注中對質疑蘇詞聲律的人提出了有

力的反駁，從而也表現了他在詞與古琴音樂關係方面的認識和素養。 

茲附錄蘇東坡的〈醉翁操〉的詞序及詞如下： 

 
琅邪幽谷，山水奇麗，泉鳴空澗，若中音會。醉翁喜之，把酒臨聽，輒欣然忘歸。既去十

餘年，而好奇之士沈遵聞之往游，以琴寫其聲，曰〈醉翁操〉，節奏疏宕，而音指華輰，知

琴者以為絕倫。然有其聲而無其辭。翁雖為作歌，而與琴聲不合。又依楚詞作〈醉翁引〉，

好事者亦倚其辭以製曲。雖粗合韻度，而琴聲為詞所繩約，非天成也。後三十餘年，翁既

捐館舍，遵亦沒久矣。有廬山玉澗道人崔閑，特妙於琴。恨此曲之無詞，乃譜其聲，而請

於東坡居士以補之云。 

琅然。清圜。誰彈。響空山。無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

眠。荷蕢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泛聲同此）   

醉翁嘯詠，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童巔。水有時而

回川。思翁無歲年。翁今為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絃。（東坡後

集卷八）45 

 

案蘇詞序中所云「醉翁」，即歐陽修。蓋歐陽修有楚辭體〈醉翁〉幷序（他

本一名〈醉翁吟〉、〈醉翁述〉）。其序云： 

                                                 
44 參《況周頤先生年譜稿》，頁 190。 
45《全宋詞》，第 1 冊，頁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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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作醉翁亭於滁州，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也，聞而往遊焉。愛其山水，

歸而以琴寫之，作〈醉翁吟〉三疊。去年秋，余奉使契丹，沈君會余恩冀之

間。夜闌酒半，援琴而作之，有其聲而無其辭，乃為之辭以贈之。46 

 

歐陽修又有〈贈沈遵〉（一作〈贈沈博士歌并序〉，案序與楚辭體〈醉翁吟〉序幾

全同）一詩： 

 

群動夜息浮雲陰，沈夫子彈醉翁吟。醉翁吟，以我名，我初聞之喜且驚。宮

聲三疊何泠泠，酒行暫止四坐傾。……沈夫子，愛君一罇復一琴，萬事不可

干其心。自非曾是醉翁客，莫向俗耳求知音。47 

 

又有〈贈沈博士歌〉（一作〈醉翁吟〉）： 

 

沈夫子，胡為醉翁吟，醉翁豈能知爾琴。滁山高絕滁水深，空巖悲風夜吹

林。……嗟夫沈夫子，爾琴誠工彈且止。我昔被謫居滁山，名雖為翁實少

年。……攬衣推琴起視夜，仰見河漢西南移。48 

 

據此三條資料，則沈遵所作琴曲〈醉翁吟〉，其所謂「醉翁」，必指歐陽修無疑。 

又案崔閑，字誠老，自號無著道人，江西人，嘗游京師，後結廬於玉澗，號

睡足庵。蘇軾謂之玉澗山人。又名玉荊山人（《參寥子詩集》卷一）。卒年七十八 49。 

而歐陽修、沈遵、崔閑與蘇軾，皆為琴人；琴學界更有以之為北宋「江西

琴派」的代表人物 50。 

況周頤又曾在他的遺著《詞學講義》中，論及詞與和聲： 

 

唐人朝成一詩，夕付管絃，……往往聲希拍促，則加入和聲，務極悠揚流美

之致。凡和聲皆以實字填之，詩遂變為詞矣。…… 51 

 

又對琴曲的泛音有所討論： 

 
                                                 
46 見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第 2 册之《居士集》，卷 15 雜文 5
首之一，頁 260-261。 
47 見《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第 6 冊，頁 3633-3634。 
48 見《全宋詩》，第 6 冊，頁 3641。 
49 見〈崔閒_百度國學〉網頁；下載自 http://cache.baidu.com/，下載日期：22/2/2009。 
50 考王河、虞文霞著，〈宋代江西琴派考論〉《江西社會科學》（網上版）， 2008.6；頁 122-126。 
51 況周頤著，《詞學講義》；見龍沐勛主編，《詞學季刊》創刊號；民國二十四年初版；（澳門：

海外圖書出版社，1967）6 月再版發行，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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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必龤宮調，始可付歌喉。凡言某宮某調，……當其尚未有詞，皆是虛位。

填詞以實調，則用字必配聲。……唯是詞雖可唱，俗耳未必悅之；以其一字

僅配一聲，不能再加和聲，（觀白石旁譜可知）極悠揚之能事，亦祇能如琴

曲中有詞之泛音而已。 

琴曲〈陽關三疊〉泛音：「月下潮生紅蓼汀，柳梢風急度流螢。長亭短亭，

話別丁甯。梧桐夜雨，恨不同聽。」詞極婉麗。而旁譜一字配一聲，無所為

遲其聲以媚之者。非甚知音，難與言賞會矣。52 

 

總的來說，況周頤認為，詞樂與唐代詩樂不同處，在於凡詩的和聲處，詞皆填以

實字，換言之，詞不能再加和聲；最悠揚的詞，唱起來最多亦只能像琴曲泛音的

歌詞而已。況氏舉了琴曲〈陽關三疊〉的泛音為例，認為歌詞填得極為婉麗。琴

曲的泛音，基本上是聲音清脆、音節短促的；其歌詞如以一字配一聲之法填之，

則與填詞相類似。而據《白石旁譜》可知，詞必須是一字配一聲的，故不得故意

拉長某字某聲的唱腔，或填以虛字來作遷就，因此唱起來也未必悅耳。這是詞體

格上的限制，亦唯有知音者才懂得欣賞。 

況氏的弟子趙尊嶽（叔雍），通曉聲律，於詞樂素有研究。曾撰有〈讀魏氏

樂譜記〉，以該譜為笙或二笛之樂譜。文中亦曾對該譜〈陽關三疊〉的泛音問題，

多所闡發，主張須用掣法為泛音，並謂《魏氏樂譜》中〈陽關三疊〉的三疊句法

與七字兩泛音，必屬宋或以前的遺音舊俗 53。 

與〈陽關三疊〉有關的詞調有四種： 

（一） 有以唐代王維所製的〈渭城曲‧送元二使安西〉為詞，調名〈陽關曲〉，

屬平韻格，單調，二十八字，七言四句，三平韻。 

（二）有調名〈古陽關〉詞（與宋晁補之〈陽關引〉別名〈古陽關〉之調不同，

詳下），《詞律拾遺》名〈陽關三疊〉，屬平仄韻轉換格，由唐王維詩〈渭

城曲‧送元二使安西〉敷衍而成。所謂三疊，指的是其歌法；三疊，

一百字，第一疊七句三平韻，第二疊五句三部五仄韻，第三疊七句兩

仄韻、兩平韻，有宋無名氏詞可以為例。 

（三） 又有宋代柴望所製的〈陽關三疊〉，屬平韻格，詞凡三疊，一百三十一 

字，第一疊九句五平韻，第二、三疊各九句兩部五平韻。 

（四） 又有仄韻格的〈陽關引〉，別名〈古陽關〉，雙調，七十八字，前片八

句五仄韻，後片七句四仄韻，前後片末三句句式相同。此調以寇準所

作的〈櫽括唐王維陽關曲〉為正體。又一體為晁補之的〈陽關引〉別

名〈古陽關〉「衰草蛩吟咽」，其中下片第三、四句，由正體的三字句、

七字句，攤破為四字句、三字句、三字句。 

                                                 
52 同 51 註，頁 109-110。 
53 見饒宗頤、趙尊嶽、姚志伊合著，《詞樂叢刊》第一集（香港：坐忘齋，1958），頁 1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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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種與〈陽關三疊〉有關的詞調，其詞大抵皆敷衍自王維的〈渭城曲‧送元

二使安西〉詩句。由於王維乃唐代的著名琴人，因此我們懷疑，琴曲〈陽關三疊〉，

或亦可溯源於他的〈渭城曲〉54。 

現時找得到的琴曲〈陽關三疊〉，最早見於明代《浙音釋字琴譜》中的〈陽

關三疊殘譜〉，其詞明顯地由唐王維的〈渭城曲‧送元二使安西〉詩發展而成，

而殘譜更註明此曲乃王摩詰所作。此曲的第一段第四句作「西出陽關的那無故

人」，其中「的那」二字，正是況周頤所指的填入虛字，以「遲其聲」而遷就音

樂旋律的例子。況氏所稱讚的琴曲〈陽關三疊〉泛音，亦即是此殘譜中的第五段

「恨逐來潮」的前小半部分 55。這首琴曲版本甚多，旋律長短不一。較早期的

還有明嘉靖九年的《新刊發明琴譜》卷之下琴曲中的〈陽關三疊〉，只有三段，

而且曲詞中多重疊句 56。近人則多據清張鶴撰《琴學入門》（中華圖書館石印本）

卷下所載的祝桐君傳本〈陽關三疊〉57。 

據筆者上述各節研究所得，況周頤既曾習操縵，又諳琴律，更曾以其豐富

的琴史、琴學知識，填了不少為傳世名琴而賦的詞作，對琴樂與詞樂、詞律的關

係，也作過深入的探討。他一生與古琴關係密切，所以說，他除了是清末民初的

一位重要詞人之外，也是一位琴人。 

六六六六、、、、詞話中的古琴觀詞話中的古琴觀詞話中的古琴觀詞話中的古琴觀    

況周頤在他的《蕙風詞話》中，曾有一段文字，涉及古琴： 

 

劉改之詞格本與辛幼安不同。其《龍洲詞》詞中……激昻慨慷諸作，乃刻意

橅擬幼安。……《詞苑叢談》云：「劉改之一妾，愛甚。淳熙甲午赴省試，

在道賦〈天仙子〉詞。到建昌游麻姑山，使小童歌之，至於墮淚。二更後，

有美人執拍板來，願唱曲勸酒。即賡前韻：『別酒未斟心已醉』云云。劉喜，

與之偕東。其後臨江道士熊若水為劉作法，則並枕人乃一琴耳。攜至麻姑山

焚之。」（按：此事出宋洪邁《夷堅志》。）改之忍乎哉！是可忍也，孰不可

忍也！此物良不俗，雖曰靈怪，即亦何負於改之？世閒萬事萬物，形形式式，

                                                 
54 關於歷代〈陽關三疊〉疊唱方法的記載，饒師宗頤教授於其〈魏氏樂譜管窺〉一文中已有考

察。見饒宗頤、趙尊嶽、姚志伊合著，《詞樂叢刊》第一集；（香港）坐忘齋；1958年 10 月

初版；第 152-154頁。 

55 見《浙音釋字琴譜》（明弘治四年(1491)前刊本，天一閣藏本）卷之下琴曲；中央音樂學院中

國音樂研究所、北京古琴研究會編，《琴曲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一輯，上冊，頁

226-227。 
56 見《琴曲集成》第一輯，上冊，頁 347-348。 
57 見唐健垣編纂，《琴府》（臺北：聯貫出版社，1971），上冊，頁 615-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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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為非幻？改之得唱曲美人，輒忘甚愛之妾。則其所賦之詞，所墮之淚，舉

不得謂真。非真即幻，於琴何責焉？焚琴鬻鶴，傖父所為，不圖出之改之。

吾為斯琴悲，遇人之不淑！何物臨江道士，尤當深惡痛絕者也！龍洲詞變易

體格，迎合稼軒，與琴精幻形求合何以異？吾謂改之宜先自焚其稿。58 

 

在故事中，琴是單純而真情的化身，也是最終形神俱滅的受害者，她被虛情假意

者始亂終焚，下場悲慘，所以深獲況氏的同情與不忍。他對故事中劉過的用情不

真，乃至於最終的忍心絕情，深惡痛絕。況氏反對所有的虛情假意，於此可見一

斑。不過況氏也指出，琴精幻化人形，以求合於劉過，等同於變易本質以迎合他

者，這正是況氏在理論上所反對的。 

況氏以這個與古琴有關的靈怪故事，間接道出了他的詞學觀，以至於琴學

觀。在詞學上，他認為詞人不應為了迎合他者，而變易自我體格，否則便有失於

真；所以他極貶劉過的刻意模仿辛棄疾詞。而由此推論，他的琴學觀，應亦包括

不變易自我體格、不迎合他者、恪守一己固有的真摯性情與襟抱等等的基本要求。 

從這則詞話，我們也可以看到，況氏一向留心於古琴與詞的關係，連這些

涉及古琴的詞人故事，乃至於古琴的靈異故事，也不會放過；他甚至以這些故事，

來闡述自己的詞學理論和主張，在芸芸詞話作者中，實屬罕見的例子。而我們也

相信，他的這些詞學觀，其實與他的琴學觀，是相通的。 

七七七七、、、、詞詞詞詞作作作作中中中中「「「「琴琴琴琴」」」」的意象的意象的意象的意象 

況周頤一代大詞家，他的作品之中亦不乏琴的意象。大概可分為下列幾類： 

((((一一一一))))    以琴自況以琴自況以琴自況以琴自況    

況氏在他少年時代曾作〈如夢令〉，以琴自況： 

 

睡起寒窗獨坐，懸壁一琴和我。琴尚未安絃，各自吞聲且過。無那，無那，

琴也自知寡和。59 

 

從此詞可以得知，所謂「寒窗獨坐」、「懸壁一琴」、「自知寡和」等，乃況氏對古

琴宜靜，有遺世獨立之感的認識，然後自比於古琴；此乃古琴對況氏的移情作用，

                                                 
58 況周頤著，《蕙風詞話》卷 2，第 46 則；見王幼安校注，《〈蕙風詞話〉〈人間詞話〉》（北

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合訂本），頁 37-38。 
59 況周儀著、鄭煒明輯校，《存悔詞足本》第 027號作品（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2008），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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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況氏與古琴物我同一的感應。至於「尚未安絃」之琴，無奈與己一起「各自

吞聲」，總使人聯想到陶淵明的無絃琴，還有那種「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60 

的自甘寂寞況味；但其中最不同的是，況氏仍有少年意氣，若有所怨，尚未達陶

淵明豁達的境界。況氏天生琴人性格，最重視的是古琴的氣質，而不是技藝，於

此詞可見一斑。 

((((二二二二) ) ) ) 以琴以琴以琴以琴襯托襯托襯托襯托清靜清靜清靜清靜孤獨孤獨孤獨孤獨的意境的意境的意境的意境    

況氏後來的詞作，當提到琴的時候，常賦以「清琴」、「素琴」、「孤琴」等

稱謂，這大概就是源自他自幼對古琴清幽、素雅、寂靜與孤獨氣質的感受吧。如

〈徵招‧漚尹將之吳門……〉的「清琴各自憐孤倚，停雲總成消黯」61，〈玲瓏

玉〉「無恙危闌」詞的「便咽盡、孤琴促節，雅操貽誰」62 等等，皆可為例。 

況氏詞中常以琴、書並稱，如「琴書靜對」63、「倚清琴，鑽故紙」64 等語。

可見在他心目中，琴的意義，在某程度上可與書相比擬。況氏一生曾經閱讀和收

藏的書籍甚多，其中不乏珍罕本。他曾自喻為「書癡」、「蠹魚」，又曾輯藏書話，

著有〈補鈔書八弊〉、〈護書之法〉等。他的夫人卜娛所撰的筆記曾謂「蕙風愛書

根於天性」，對書籍「性命以之，手不忍觸」65。後來他出售藏書換米，異常傷

心，賦有〈秋宵吟‧賣書〉一詞，詞中亦曾以琴來襯托淒清孤寂之感： 

 

減山藏，黯閣火，坐擁虛帷寒嚲。憑消遣、奈伴損琴邊，興孤圖左。捨難拌

（平），事竟果，漸失百城嵬騀。腸迴處、似怨別侯門，玉（去）容深鎖。  

字裏珠塵，待幻作、山頭飯顆。半生蟲篆，萬軸琳瑯，總付泪飄墮。思憶渾

無那，舊約謨觴，尋夢暫可。薦藑茅、拜手長恩，螢雪淒寂賸念我。66 

 

由於對琴和書的眷戀，況氏認為二者皆是美好的事物，需要人們以素靜而閒

適的心境去領略和體會。如他為好友孫德謙所賦的〈百字令‧為隘庵先生題南 

窗寄傲圖〉： 

 

                                                 
60 《晉書‧隱逸傳》之「陶潛」條；參考吳士鑑、劉承幹同注，《晉書斠注》（仁壽本）第 47
册，卷 94，列傳第 64「隱逸」；仁壽本二十五史編刊館借聊城傅氏藏嘉業堂刊本影印；頁 53
下。 
61 《餐櫻詞》頁 18；《弟一生修梅花館詞》第 7；《蕙風叢書》第 11 冊。 
62 同註 59。 
63 此詞據《南窗寄傲圖》之況氏題跋。見楊儒賓教授所藏，孫德謙原藏，顧粦士《南窗寄傲圖》

手卷。筆者蒙楊教授惠贈手卷之照片。 
64 見〈祝英臺近〉，《蕙風詞》頁 8；《弟一生修梅花館詞》第 4；《蕙風叢書》第 11 冊。 
65 吳縣況卜娛清姒，《織餘瑣述》；（民國）己未(1919)十月之望，仿聚珍版印本；見況周頤序

及卷下葉。 
66 《餐櫻詞》頁 11；《弟一生修梅花館詞》第 7；《蕙風叢書》第 11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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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書靜對，共素心，除有孤松千尺，一角雲山風雨外，高致幼輿消得。浮海

蒼茫，問天沈醉，有恨憑誰識？據梧深坐，篆煙縈損寒碧。   

堪歎陶令當年，義熙題徧，總是傷心筆。萬一東籬尋舊約，吾骨嶙峋猶昔。

珍重秋期，料量清課，暫許紅塵隔。羲黃夢到北窗，無此閑逸。67 

 

此詞上片以「琴書靜對，共素心」起，正是這種認知的表現。而下片以「無此閑

逸」結，重點讚賞了孫德謙《南窗寄傲圖》清高閑適的旨趣。總之，這些詞作都

反映出，琴和書一樣，都是況氏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 

    ((((三三三三) ) ) ) 以琴寄托對以琴寄托對以琴寄托對以琴寄托對知音知音知音知音好友的思憶好友的思憶好友的思憶好友的思憶和惦念和惦念和惦念和惦念    

如況氏為黃侃詞集所題的〈減字浣溪沙‧題纗華詞〉四闋之三： 

  

憶昔梅邊失賞音（指半唐老人），十年淒絕據梧吟，為誰重理舊彈琴。   

青眼高歌望吾子，素心難得況而今。桃花潭水此情深。68 

 

此詞上片的「據梧吟」、「重理舊彈琴」等與琴有關的意象，明顯地寄托了況氏對

已故好友王鵬運（號半唐）的思憶之情。又如〈丹鳳吟‧贈漚尹〉（案：漚尹即

朱祖謀），「念我瑤情晚晼，素琴和曲花外咽」句下自注「半唐逝後同調甚稀」69，

明顯地也是以「素琴和曲」這個意象，來表達同一種的感情。 

除了王鵬運之外，況氏亦曾以詞中琴的意象，寄托對好友的惦念。如〈減

字浣溪沙‧期漚尹定詞不至〉中的「仿佛停琴佇月時，一簾疏雨更天涯」70。又

如為梅蘭芳而寫的〈鶯啼序〉中的「孤琴倦語」71 等等。 

從上述的詞作可知，況氏在情感的表達方面，每以彈琴作為填詞的代號。

而王鵬運、朱祖謀、黃侃這些詞人好友，實即況氏詞中的知音者。 

((((四四四四) ) ) ) 以以以以「「「「琴書散亂琴書散亂琴書散亂琴書散亂」」」」寫寫寫寫傷心傷心傷心傷心沉沉沉沉痛痛痛痛之情之情之情之情    

況氏在其筆記《餐櫻廡漫筆》中曾提到：「……余自斷絃，不復操縵。甲申

離家，琴書散佚，久已無從問訊矣。」72 寫的是他在喪偶（元配趙氏）、離家等

                                                 
67 同註 61。 
68 此四闋詞（包括詞題）據《纗華詞》之況周頤題詞。見蘄春黃侃季剛著，《纗華詞》；民國

壬子年(1912)排印本；「題詞」頁 1。據《纗華詞》題詞頁，首行刻「題詞」；次行詞名原題〈減

字浣谿沙〉，下署「臨桂況周儀阮堪」；第三行詞題「題纗華詞」。本編據此集之影印本。未見

他輯。 
69 同註 64。 
70 《菊夢詞》頁 8；《弟一生修梅花館詞》第 8；《蕙風叢書》第 11 冊。 
71 《菊夢詞》頁 8；《弟一生修梅花館詞》第 8；《蕙風叢書》第 11 冊。 
72 蕙風撰，《餐櫻廡漫筆》；《申報‧自由談》，中華民國十四年(1925)月 4 月 22 日（乙丑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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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心事之後，就會有「琴書散亂」這個意象的出現，而這個意象，每每在況氏經

歷同樣的悲痛之後，重複地出現在他感逝傷離的作品之中。如為悼念姬人桐娟而

寫的〈減字浣溪沙〉： 

 

重到長安景不殊，傷心料理舊琴書。自然傷感強歡娛。   

十二迴闌凭欲遍，海棠渾似故人姝。海棠知我斷腸無？73 

 

又如為女兒之夭折而寫的〈八聲甘州〉「裊珠歌」詞序有云： 

 

……蕙風是時，猝遘沈珠之痛；撫琴書之散亂，重骨肉之摧殘，未能達觀，

何忍尋樂？漚尹強拉顧曲，當時惘然，越日占此，不自覺情文之掩抑也。74 

    ((((五五五五) ) ) ) 以以以以琴琴琴琴寄托身世斷蓬之感寄托身世斷蓬之感寄托身世斷蓬之感寄托身世斷蓬之感    

況氏在辛亥革命之後，避地上海，當時他已年過五十歲，對自己大半生的

命運，不無斷蓬的哀感。他在初到上海的幾年間所作的〈臨江仙〉，有句云： 

 

老去相如猶作客，天涯跌宕琴尊。75 

 

況氏作為遜清遺老，他的琴，這時已成為陪著他天涯作客的夥伴了。像這樣的例

子，在況氏的詞作中還有不少。 

((((六六六六) ) ) ) 以琴象徵以琴象徵以琴象徵以琴象徵乾坤清氣乾坤清氣乾坤清氣乾坤清氣    

況氏又曾有〈臨江仙〉詞，賦以琴和書極高的文化品位。全詞如下： 

 

危坐促弦弦轉急，新愁舊恨難論，子巂嗁血到吳根。有樓皆蜃市，無地著桃

源。   

劫外琴書須位置，要它相守心魂，少留清氣在乾坤。珍珠休換字，金粉易成

塵。76  

 

                                                                                                                                            
月三十日）。 
73 《錦錢詞》頁 1；《弟一生修梅花館詞》第 3；《蕙風叢書》第 11 冊。 
74 此據況氏手書詞稿；見況周頤撰，《餐櫻詞》；乙卯(1915)十二月刻本；上海圖書館藏本之扉

葉（封面內空白葉）。 
75 《二雲詞》頁 7；《弟一生修梅花館詞》第 6；《蕙風叢書》第 11 冊。 
76 《二雲詞》頁 8-9；《弟一生修梅花館詞》第 6；《蕙風叢書》第 11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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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詞亦寫於辛亥革命之後，況氏以遺老身分避居上海最初的幾年間。在詞中他將

琴和書的地位，提升到「守心魂」、「留清氣」等形而上的層次。當然況氏所說的

琴，亦可轉化為詞；二者早已在詞人的情感裏，同化為一了。茲附錄以下詞話，

或可作為此詞的注腳： 

 

問：填詞如何乃有風度？答：由養出，非由學出。問：如何乃為有養？答：

自善葆吾本有之清氣始。問：清氣如何善葆？答：花中疏梅、文杏，亦復託

根塵世，甚且斷井、頹垣，乃至摧殘為紅雨，猶香。77 

 

無論如何，在那改朝換代之際，「新愁舊恨難論」之時，況氏的「琴」，已

由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天涯飄泊的夥伴，晉升為他心目中不受政治變遷影響的

傳統人文精神的象徵。此詞反映出況氏對中國傳統文化精髓部分的捍衛，當然也

一定程度地反映了他的遺老心態和志節。 

結結結結        論論論論 

雖然我們找不到任何資料，顯示況周頤曾跟隨著名琴師學琴，他甚至曾自

記於斷絃（約二十多歲）之後「不復操縵」，但況氏絕對稱得上是一位琴人。也

許他的琴技不很熟練，但對琴律並不陌生，在琴律與詞樂、詞律關係方面的探索

孜孜不倦。他在日常生活以至精神生活上，與琴的關係十分密切，貫徹了古代士

人「雖在窮閭陋巷，深山幽谷，猶不失琴」78 的風格。 

筆者以為，在況氏的認知以至潛意識之中，琴，代表著他的生活態度、他

對文人士子心靈素養的取態，也是他思想感情的投射。這些在況氏的筆記、詞話

和詞作中，已有充分的反映。    

況氏所體悟的琴道，不是在技法上的，而是在性靈上的，而且與他的詞學 

是互通的。饒師宗頤教授曾撰文指出，古人認為琴是雅樂，有靜深而安和的本質，

可正人心 79。而況氏論詞，標舉「厚雅」、「深靜」、「沉著」等，與古琴的要旨

是一致的。況氏的詞話中，又有「詞心」之說： 

 

填詞要天資、要學力。平日之閱歷，目前之境界，亦與有關係。無詞境，即

                                                 
77 況周頤著，《蕙風詞話》卷 1，第 29 則；見王幼安校注，《〈蕙風詞話〉〈人間詞話〉》，

頁 10。 
78 見應劭撰，吳樹平校釋，《風俗通義校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6 卷〈聲音篇〉「琴」，

頁 235。 
79 參考饒宗頤撰，〈古琴的哲學〉之三、琴與雅頌，之四、樂統與琴德；見《饒宗頤二十世紀

學術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卷四：經術、禮樂之「古樂散論」，頁

553-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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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詞心。矯揉而強為之，非合作也。境之窮達，天也，無可如何者也。雅俗，

人也，可擇而處者也。80 

 

又認為詞心應「由吾心醞釀而出，即吾詞之真也，非可彊為，亦無庸強求」81。

詞心即出自平素養成的真心，不能矯情而為之；正與琴學中的「琴心」之說脗合。

古人善琴者，能聽琴音而知悉彈者的心意。這說明了詞與琴皆崇尚情真，而詞心

與琴心，絕非虛情假意所能掩飾的。 

此外，況氏又認為詞乃「君子為己之學」82，前所未有地把詞提高到等同於

詩、琴等傳統「君子之學」的崇高地位，這是尊詞體的極致表現。 

總之，況氏的詞學理論中，不少與古琴的哲學 83 有相通之處，值得續作更

深入的研究。 

 
 
 

附記一附記一附記一附記一：：：：鄭文焯也是一位琴人鄭文焯也是一位琴人鄭文焯也是一位琴人鄭文焯也是一位琴人 

與況周頤同時，並列為晚清四大詞人之一的鄭文焯(1856-1918)，其實也是一

位琴人。但歷來研究琴史的學者，似乎都不曾注意到這兩位詞家與古琴的關係。

本文在探討況周頤與古琴的關係之餘，順便附記鄭氏相關資料一筆，以備異日治

琴史者參考。 

據金天羽所撰的〈大鶴山人傳〉所記，鄭文焯確曾學琴，師承關係清晰： 

 

……蓋山人夙擅樂府，又得浦城琴師祝鳳喈弟子李廷璧之傳，思心杳渺，契

靈樂祖，弦數管色，獨具神恉，而小試其識斷於宋張炎《詞源》，為之斠

律……84 

 

鄭氏除能操縵之外，並撰有《詞源斠律》，對燕樂、聲詩、詞與樂律的關係等，

皆有極深入的研究。總之，鄭文焯也是一位琴人無疑，值得治琴史的學者作進一

步的探討。 

    

                                                 
80 況周頤著，《蕙風詞話》卷 1，第 7 則；見王幼安校注，《〈蕙風詞話〉〈人間詞話〉》，頁

4-5。 
81 同註 75。 
82 見況周頤著，《詞學講義》；見龍沐勛主編，《詞學季刊》創刊號，頁 107。 
83 參考饒宗頤撰，〈古琴的哲學〉；見《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卷四，頁 551-568。 
84 金天羽著，〈大鶴山人傳〉；見金天羽著、周錄祥校點，《天放樓詩文集》 (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7），下冊，頁 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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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記二附記二附記二附記二：：：：金天羽琴學述要金天羽琴學述要金天羽琴學述要金天羽琴學述要 

金天羽(1873-1947)，字松岑，乃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時，在兩浙、上海等地著

名的四大國學大師之一，與章太炎、唐文治、錢基博齊名。所撰詩文，亦極負盛

名。金氏更自詡為有清一代詩壇的殿軍 85。金氏桃李滿門，其弟子中較著名的

有王欣夫、王佩諍、潘光旦、費孝通、顧廷龍等等。由此可見金氏的學術文化地

位。即以琴史研究而言，金氏也是清末以來一位重要的先行者，但不知何故，向

來乏人提及。故筆者附記其琴學述要如下： 

金氏最重要的琴學著述有〈琴史五宗述〉，分歷代琴派為五大宗：(一) 以中

州派為琴學之鼻祖，以山左派、太原派等為此宗的支脈。(二) 峨嵋派（即蜀派），

以秦隴派與此宗相近而附於此宗。(三) 武陵派（即浙派），並謂此宗不始於毛敏

仲，實始於宋朱長文及其所撰的《浙操琴譜》；又謂自清初以來杭州曹澹齋、蘇

琴、戴蘭等合纂的《春草堂琴譜》，盡刪古譜奇特之聲，遂與虞山派相近；並以

閩粵派有古浙操之遺音而附於此宗；又列清浦城祝鳳喈（桐君）、瓊海雲志高兩

位著名琴家於此宗。(四) 廣陵派（謂兼金陵、維陽、江西而言）。(五) 虞山派，

謂此派於五宗為後起，源於明季常熟嚴天池及所主編的《松弦館琴譜》；又指出

光緒中葉此宗的釋空塵所撰的《枯木禪琴譜》，雖號為虞山派，實則近廣陵派；

而同治朝上海玉清宮道士張鶴的《琴學入門》，受法於浙派祝鳳喈及虞山派王嘯

霞，則武陵、虞山兩派合一之勢，由此可見 86。金氏此文雖不甚長，但扼要而

詳盡，於各宗派的源流及其有代表性的人物和琴籍，皆有所介紹，間或有所考正，

實為琴學研究史上，特別在琴派史方面，一篇不可或缺的學術參考文獻。 

金氏對歷史上著名的文人隱士琴家亦有所著述，具見其〈四琴仙傳〉，述明

清以來精於琴而絕特者四人：鄺露、雲志高、江嗣珏和湯貽芬 87。金氏以忠孝

節廉、天地正氣、遺世獨立之心立論，以鄺露、湯貽芬為忠廉之臣，雲志高為孝

子，江嗣珏為不出世之隱士，要皆以鳴廉志義為養琴心的基本原則，並非流於只

求音聲之美以至塵世虛名的層次。 

金氏又有於庚申(1920)孟秋所撰的〈怡園會琴實紀序〉一文，記載了 1919

年葉璋伯邀集海內琴師，於蘇州怡園會琴、唱古調的史事，為近代一次重要的古

琴活動，保存了第一手的資料 88。這次琴會後來出版了《怡園會琴實紀》六卷。 

此外，金氏撰有涉及古琴的詩歌若干首，其中〈藝林九友歌〉長詩中，即

有一段是歌詠江陰鄭覲文這一位兼擅古琴的音樂家的詩句。〈藝林九友歌〉序中

有云： 

                                                 
85 參考周錄祥著，〈天放樓詩文集前言〉；見《天放樓詩文集》，上冊，前言，頁 1-12。 
86《天放樓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中冊；，頁 535-539。 
87《天放樓詩文集》，中冊，頁 757-760。 
88《天放樓詩文集》，中冊，頁 62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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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陰鄭覲文工琴，以琴譜改橫行，附西洋簡譜為合璧，自製壎篪、琴瑟、箜

篌、箏及諸管樂，釋樂理之沈滯，訂諸家之異同，以《三百篇》譜入風琴，

使青衿誦習。今年夏，避暑來余家，授諸弟子琴調，且鼓瑟為樂。89 

 

據此可知，金氏非常重視古琴教育，曾邀鄭覲文教授其弟子琴調。 

案鄭覲文(1872-1935)，字光裕，江蘇江陰縣人。曾習琵琶、古琴等，得古

琴名家唐敬洵真傳。所彈奏的〈平沙落雁〉、〈水仙操〉、〈胡笳十八拍〉、〈梅花三

弄〉等琴曲，皆古雅蒼勁，富有韻味。曾先後組織「琴瑟樂社」、「大同樂會」等。

曾任上海倉聖明智大學古樂教師。曾探索和改進古樂器的製造方法，有所成就，

曾仿製箜篌、五絃琵琶、忽雷、編鐘等古樂器計 164件。又曾致力於挖掘整理古

典樂曲，並溝通中西樂理，改編中國古典樂曲成現代樂章。著有《中國音樂史》，

記載了上自遠古雅樂，下至明清九宮的主要音樂，還收錄了祭祀樂、道家樂，滙

編了京、昆、秦腔等等傳統戲曲音樂內容，得到音樂學者極高的評價 90。 

金氏還有〈漢上琴臺〉、〈國樂家諸城王雨帆（露）留滯濟南，訪之於學藝館，

不值；因聽田英輝彈琴。時余將乘夜車南旋，賦詩留別〉、〈杭州葉璋伯（希明）

贈琴，走筆賦謝〉、〈聽王真女士彈琴，並送之歸閩（是日，女士隨石遺老人遊天

平歸，余本有閩行之約，以事中阻。）〉、〈喜晤東莞鄧爾雅即贈〉等等與古琴有

關的詩作 91。據此可見，他與民國時期的一些知名琴人，如鄭覲文、王雨帆、

田英輝、葉璋伯、王真等，都有交情。 

我們有理由相信，金天羽也是一位琴人；而他的琴學著述，也是很值得古

琴學者注意的。

                                                 
89《天放樓詩文集》，上冊，頁 221。 
90 見〈鄭覲文_百度百科〉和〈江蘇文化數據庫〉網頁；俱下載自 http://cache.baidu.com/，下載

日期：17/3/2009。 
91《天放樓詩文集》，上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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