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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視角下的重諧花燭： 

方汝紹個案研究 
 

 

劉詠聰 
 

 

論 文 摘 要 
 

“重諧花燭”指古人慶祝結婚六十周年，重新燃點花燭，再次舉

行婚禮。本文以《重遊泮水重諧花燭唱和詩存》為主要參考文本，對

安徽定遠方汝紹（1821-1898）在光緒二十二年（1896）之重諧花燭

進行個案研究。文中根據方氏原作以及數以百計的和作，分析男主人

翁如何以得享齊人福份為榮，並梳理由男性作者集體構建的賢妻順妾

風範，藉以探討中國傳統婚姻文化中較少為人注意的一面。 

 

關鍵詞：重諧花燭   方汝紹   定遠鑪橋方氏   重遊泮水   唱和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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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所謂“重諧花燭”，又稱“重逢花燭”、“重行花燭”、“重圓花燭”、“重行

合巹”、“重行嘉禮”等，是指古人慶祝結婚六十周年，重新燃點花燭，再次舉

行婚禮。古人長壽者遠較今人為少，有幸花燭重圓的夫婦只屬少數，因此形成大

事慶祝的習俗。 

有關重諧花燭的內容，徐珂（1869-1928）《清稗類鈔》有以下的敍述： 

楚俗，凡夫婦年六十以上而猶康強矍鑠者，即視為兩世伉儷。以其周

一花甲，而又及成婚之年也。其子孫每強老人飾為新郎新婦，重行合巹，

一切服飾禮儀，俱如成婚式，名曰重諧花燭。是日必大宴賓客，如新婚。1 

值得注意的是，重諧花燭習俗固然流行於廣東、江西、浙江、江蘇、河南、湖

北、湖南等楚南區域，尤以廣東為有名，2 但其他地區也有近似風俗，最明顯者

莫如東北朝鮮族“回婚”，基本上與重逢花燭大同小異，而且流行至今。3 說到

底，隨著婚姻制度的確立，結婚紀念也慢慢變成人類社會的共同經歷，而不同民

族、國家亦發展出各具特色，但又異中有同的慶祝形式。4 

中國方面，雖然有明代夫婦已被冠以“百歲齊眉”、“昇平人瑞”等榮譽，5 

 

本文為筆者研究計劃“百年嘉偶，兩結同心：十八至二十世紀中葉之‘重逢花燭’習俗研究”初步成果之

一。該項目得香港研究資助局（Research Grants Council）優配研究金（General Research Fund）慷慨資助

（編號 12606017），謹此申謝。又本文為拙作《晚清婚姻文化中的重逢花燭慶典：鄔啟祚夫婦個案研究》

（將刊於《人文中國學報》）之姊妹篇。後者初稿曾於馬來西亞漢學研究會“2018 近世意象與文化轉型

國際學術研討會”（2018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1 日）上宣讀。承會議主席余曆雄博士邀約，謹呈上該會

議文章之姊妹作見刊，敬希方家賜教。 

1  徐珂：《婚姻類·楚人重諧花燭》，《清稗類鈔》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1998。 
2  劉志文：《廣州民俗》，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2000，頁 102；張鐵文：《“花燭重逢”》，見劉志

文編：《廣東民俗大觀》，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1993，頁 411；劉燕萍、鄭滋斌：《花燭重逢》，見

其《語文縱橫——文·思·意》，香港：中華書局，2014，頁 172-174。 
3  富燕羽、張敏杰：《朝鮮族回甲節、回婚禮俗研究》，《黑龍江民族叢刊》2003 年第 4 期，頁 97-101。 
4  劉詠聰：《中西金鑽婚》，可於香港電台“大學堂”網站（https://www.rthk.hk/radio/radio1/programme/un 

iversity_knowledge_platform）重溫（2019 年 3 月 17 日及 24 日）。 
5  明代廣東番禺人鄔廷全（1430-1525）及其妻陳氏（1472-1518）為清人所建南圃鄔公祠祠主，牌坊石

刻正背面分別是“百歲齊眉”和“昇平人瑞”。其事見李福泰（1807-1871）修、史澄（1840 年進

士）、何若瑤（1797 ? -1856）纂：《同治番禺縣志》卷五十《耆壽列傳》，《中國地方志集成》本，上

海：上海書店，2003，葉二下；番禺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整理：《民國辛未年（1931）番禺縣

續志》卷四一《古迹志二》，番禺：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頁 746；另參光大堂理事會編修、鄔詠

雄總編輯：《鄔氏光大堂族譜（2011 年辛卯版）》第九章《鄔氏家乘——賚思堂》，廣州：光大堂理事

會，2011，頁 17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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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正以“重諧花燭”形容年老夫婦的花甲婚慶，則以清代的紀錄為主。個別地

方志曾列出民間經歷重逢花燭的“耆壽”夫妻，6 而士人群體之間亦有一些較為

人知的例子。金甡（雨叔，1702-1782）未待結婚花甲一周，即在五十歲時“偷

步”慶祝重逢花燭。7  至於馮成修（潛齋，1702-1796）、梁同書（山舟，1723-

1815）、王國（偉人，1725-1805）、李岱陽（廣文，1846-1927）、梁廉夫（子材，

1811-1894）、楊白元（子樓，？-1878）、鄔啟祚（繼蕃，1830-1911）、高白叔（雲

麟）、錢新甫（駿祥，1848-1931）、程良馭（紫縉，1857-1937）等人之花燭重諧，

也是較為有名的例子。8 

本文以安徽定遠方汝紹（1821-1898）之重諧花燭為個案，並以方氏所輯

《重遊泮水重諧花燭唱和詩存》為主要參考文本，分析樂享齊人之福的方氏所經

歷的花甲婚慶，並討論眾多與方氏唱和的男性作者所共同構建的賢妻順妾形象。 

 

 

一、方汝紹生平點滴及其“重遊泮水” 
與“重諧花燭”經歷 

 

方汝紹，字際唐，號芰塘，道光元年二月二十七日（1821 年 3 月 30 日）生

 
6  例如上引《民國辛未年番禺縣續志》即列出以下曾經歷花燭重逢的夫婦：黃昌籌及張氏、韓善汪及陳

氏、鄔承貺及植氏、鄔啟祚及周氏、陳敏登及黃氏、陳達廣夫婦、凌秀舒及嚴氏、凌雲五及李氏、凌雲

洲及招氏、凌北鵬及張氏、黃明序及謝氏、黃日進及黎氏、梁奇昭及李氏。（卷二四《人物志七·耆

壽》，頁 448-450） 
7  金甡：《三月二十日子孫輩以二老人重逢花燭之期治具奉觴解嘲志喜》，見其《靜廉齋詩集》卷二十，

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嘉慶二十五年（1810）姚祖恩刻本影印，《續修四庫全書》第 1440 冊，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葉五上。 
8  馮、梁、王、高、錢、程等人之重逢花燭，見朱彭壽（1869-1950）：《安樂康平齋隨筆》（與《舊典備

徵》合刊）卷六，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272-273。其中廣東南海馮成修重行花燭，自撰門聯，

有謂“夫豈能剛？妻豈能順？重諧花燭，幸邀天眷錫遐齡”，頗為有名。參梁章鉅（1775-1849）：

《楹聯叢話》卷九，據天津圖書館藏道光二十年（1840）桂林署齋刻本影印，《續修四庫全書》第

1254 冊，葉十二下-十三上。馮氏與妻陸氏（1702-1787）於乾隆四十四年（1779）重逢花燭，“遠近

親串畢集，一時稱慶”，見勞潼編：《馮潛齋先生年譜》，《乾嘉名儒年譜》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

版社，2006，葉二九下-三十上。李岱陽重逢花燭，見林昌彝（1803-1876）：《安福李岱陽廣文重逢花

燭詞》及《再咏重逢花燭詞二首（廣文夫婦年均七十三）》，俱見林氏《衣讔山房詩集》卷八，據上海

圖書館藏同治二年（1863）廣州刻本影印，《續修四庫全書》第 1530 冊，葉十三上下。梁子材重逢花

燭，見寶鋆（1807-1891）：《梁子材教授年近八旬重逢花燭之辰哲嗣瑞祥徵詩敬賦二律》，見其《文靖

公遺集·補遺》，據遼寧省圖書館藏光緒三十四年（1908）羊城刻本影印，《續修四庫全書》第 1536

冊，葉二上下。楊白元重逢花燭，據記載曾有《重諧花燭詩》乙冊，游藝書社印本（據孔夫子舊書

網，http://mbook.kongfz.com/86641/520171399/，2016.10.15 瀏覽）；孫橒：《餘墨偶談（節錄）》，《香豔

叢書》五集卷四，據 1911 年上海中國圖書公司本影印，上海：上海書店，1991，葉二四上（總頁

301）。程紫縉重諧花燭，又參此則報導：《百六鴛鴦重諧花燭，程紫縉夫婦大談養生術》，《南洋商

報》1936 年 7 月 6 日，第 23 版。鄔啟祚重逢花燭，參鄔慶時（1883-1968）輯：《南山佳話》，收入

《南村草堂叢書》，據耕雲別墅藏板民國年間刻本，記 1908 年，浙江大學 CADAL 數字圖書館。錢駿

祥之花甲婚慶，據說亦有《嘉興錢新甫先生暨德配周夫人八旬雙慶並重諧花燭壽言》（手稿本，見卓

克藝術網，www.zhuokearts.com/live/art/28856909.shtml，2016.10.15 瀏覽），可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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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安徽鳳陽府定遠縣，卒於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1898 年 1 月 8 日）。9 據

方氏自述，其原籍為徽州府休甯縣，至順治八年（1651），其六世祖方景蕃自休

甯鄣源村遷居定遠，10 此後“世居定遠縣西鄉爐橋鎮南街”。11 方汝紹在光緒二十

二年（1896）為其《重修鑪橋方氏家譜》作序，自署“八十六世孫”，譜內亦收

入遷居定遠前之《鄣源方氏舊譜》。12 

有關方汝紹的家庭背景，除上引家譜外，較為重要的原始文獻有方氏參與鄉

試及會試的硃卷。由於清代硃卷一般包括考生之履歷，當中詳述祖系源流，又兼

及受業師、問業師、受知師等以示學問淵源，13 所以據方氏兩份硃卷，也可對其

家世略知一二。案方氏在同治六年（1867）應順天鄉試，中式第二百名，保和殿

覆試後欽定二等第十二名，獲舉人資格。14 同治七年（1868），方氏會試中式第

五十七名，覆試二等第八十八名，最後殿試得第二甲第一百九名。15 只可惜，方

氏在鄉試及會試的應考文章已佚，並未有在現存硃卷文獻中保留下來。16 因此，

我們只能讀到會試考官的個別評語及全房總批。 

方氏中式進士之時，已經年近半百，而且是同科二百七十四名中式者之中按

 

9  見方汝紹之鄉試及會試硃卷，收入顧廷龍（1904-1998）編：《鄉試·同治丁卯科》，《清代硃卷集成》

第 107 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92，頁 209；《會試·同治戊辰科》，《清代硃卷集成》第 29 冊，頁

377。案：方氏應考時所書履歷表上明確表示他是“道光辛巳年二月二十七日吉時生”的，這是他出

生年份最可靠的證據。江慶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列方氏生年為嘉慶二十四年（1819），恐誤（北

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 84）。雖然江著聲言這個說法乃根據《會試同年齒錄》，但據筆者翻

閱核對張觀準等修《會試同年齒錄（同治戊辰科）》（同治七年〔1868〕京都文德齋刊本，藏於哈佛燕

京圖書館），乃知方汝紹履歷表見於元冊，共八葉，而首葉即書其生年為道光辛巳（1821），與硃卷所

書無異。故江著肯定有誤。又“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及“中央研究院人名權威資料”均以道光

十一年（1831）為方氏生年，恐亦無據，或係手民之誤。詳見 https://cbdb.fas.harvard.edu/cbdbapi/pers 

on.php?id=59169&o=html 以及 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cgi/ttsquerynew?0:0:mctauac:%282459%2 

9@NO。方汝紹生卒日期亦明確紀錄在他曾主持修輯的《重修鑪橋方氏家譜》卷四《今譜世系圖》，光

緒癸卯（1903）劉樹堂題署本，藏於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葉一三三下-一三四上。 

10 方氏鄉試硃卷，《清代硃卷集成》第 107 冊，頁 212-213；會試硃卷，同書第 29 冊，頁 380-381。方

煒《重修鑪橋方氏家譜舊序》亦云：“余家自曾祖景藩公始居鑪橋，入籍定遠。”見上引《重修鑪橋

方氏家譜》卷首上《譜序》，葉三上。 

11 方氏鄉試硃卷，《清代硃卷集成》第 107 冊，頁 224；會試硃卷，同書第 29 冊，頁 392。 
12 見上引《重修鑪橋方氏家譜》卷首上《序》，葉二上。 
13 顧廷龍編：《清代硃卷集成》卷首序文，頁 2。 
14 方氏鄉試硃卷，《清代硃卷集成》第 107 冊，頁 224。又據其堂兄所言，當時題名錄曾將方汝紹姓名

“誤列副榜第一”，累日始更正。詳見方濬頤（1815-1889）：《喜聞芰塘（汝紹）弟中京兆試寄以長

歌》，見其《二知軒詩鈔》，屈萬里（1907-1979）、劉兆祐編：《方忍齋所著書》，臺北：聯經出版事業

公司，1976，頁 1102-1103。 
15 方氏會試硃卷，《清代硃卷集成》第 29 冊，頁 392；張觀準等修：《會試同年齒錄（同治戊辰科）·方

汝紹》，元冊，葉八下。另參朱保炯、謝沛霖：《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第 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0，頁 21。 
16 顧廷龍在《清代硃卷集成》內註明方汝紹的鄉試硃卷“缺科份頁及文章”（頁 209），而會試硃卷則

“缺文章”（頁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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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排在第十二名者。17 正如考官所批，方氏的確是“卅年勵志，不負青燈”，

才等待到“一遇知音”的機會，18 晚至的仕進之門始得以開啟，並以“欽點即用

刑部主事”作為仕途的起點。19 用方氏自己的話說，他“起家寒素，幼歲入庠，

食餼訓蒙謀生，嗣隨父兄摒擋家計，舉業遂廢。中間遭髮捻之亂，流離播遷，備

嘗艱苦，至中年始獲一官。”20 及後，方氏歷任吏部驗封司郎中、湖廣道監察御

史、巡城御史、工科給事中等，官至鴻臚寺少卿。21 

 

圖一：方汝紹會試硃卷（見《清代硃卷集成》本） 

方氏任官期間，也曾數度發聲，均有迹可循。例如光緒十年（1884）閏五

月，方氏上奏指司坊官中有“書吏串通作弊，胥吏恐嚇取材，靡所不為”，因此

“請飭嚴禁”。22 同月又奏“部院資深先班次，辦理未合例章”，籲有所釐定。23 

 
17 上引《會試同年齒錄（同治戊辰科）》將中式者履歷按年紀長幼排序，在方汝紹之前，只有一名生於

乾隆年間者、九名生於嘉慶年間者及一名生於道光年間者。 
18 見方氏會試硃卷上的“本房總批”，《清代硃卷集成》第 29 冊，頁 394。 
19 方氏會試硃卷，《清代硃卷集成》第 29 冊，頁 392。 
20 方汝紹：《八十自壽序言》，《重修鑪橋方氏家譜》卷首下《壽序》，葉八九上-九十上。 
21 黃叔璥撰、戴璐（1739-1806）等續補：《國朝御史題名·光緒十年》，據山東省圖書館藏光緒刻本影

印，《續修四庫全書》第 751 冊，葉七下。又參上引中央研究院人名權威資料（ID2459）。又據《重修

鑪橋方氏家譜》卷首下《仕官·文職》所載，方汝紹“官至鴻臚寺少卿，歷任刑部奉天司主事、吏部

驗封司郎中、湖廣道監察御史、掌湖廣道御史、工部給事中、掌兵科給中、截取記名繁缺知府、記名

繁缺道巡、視中城北城事務兩次，稽察甲兵、稽查舊太倉事務、光緒己丑科順天鄉試內務監試官、考

試繙經謄錄、監試巡綽官。”（葉九三上下） 
22 朱壽朋（1868- ? ）編：《光緒朝東華錄·光緒十年閏五月庚午》，第 2 冊，北京：中華書局，1958，

頁 95（總頁 1747）。朱汝珍（1870- ? ）等纂：《德宗景皇帝實錄》卷一八六《光緒十年閏五月下（日

缺）》，《清實錄》本，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 603。 
23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光緒十年閏五月庚午》，第 2 冊，頁 95（總頁 1747）。朱汝珍等纂：《德

宗景皇帝實錄》卷一八六《光緒十年閏五月下（日缺）》，頁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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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同月底又奏請特開實學科，該檔件至今尚存。24 這項奏請之前，國子監司

業潘衍桐（1841-1899；案：潘氏與方氏同年進士）亦曾奏請特開藝科，25 故統治

者著令大學士、六部、九卿、總理衙門把方氏所奏“歸入潘衍桐摺一併妥議具

奏”。26 可惜經過幾番討論之後，有關官員認為“不必別立科目，致涉紛歧”，故

“請特開藝學、實學科之處，均著毋庸置議。”27 同年八月，方汝紹再奏“吏部

改定資深先班次顯背例意”，請再行覆核；28 又奏安徽署壽州知州沈慶立“不理

民事，延置盜案各款”。29 十二月，方氏又奏“津防緊要”，因聞名將周盛波

（1830-1888）已到天津，故“請飭令訓練舊部，并新募各營”。30 此後數年間，方

氏亦曾就城壕失修 31 、溝洫流通 32 、官員貪縱營私 33 、酌核推廣海防新捐 34 、

 
24 方汝紹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八日奏請特開實學科一摺，現存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參看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06/81/b0.html；案：網上目

錄誤標日期為五月二十八日，正確日期應是閏五月二十八日。案：鄭觀應（1842-1922）指工藝之學

為富強之根基，亦提及方氏奏請開實學科之事，見《盛世危言》卷八《工政·技藝》，北京：華夏出

版社，2002，頁 508。鄭氏《技藝》全文，收入陳良倚輯：《清朝經世文三編》卷六十一《工政》，臺

北：文海出版社，1979，葉一下-二上。鄭氏所言，亦局部收入杞廬主人等撰：《時務通考》卷十七，

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光緒二十三年點石齋石印本影印，《續修四庫全書》第 1257 冊，葉三上。 
25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光緒十年閏五月壬戌》，第 2 冊，頁 89（總頁 1741）。朱汝珍等纂：《德

宗景皇帝實錄》卷一八六《光緒十年閏五月下（日缺）》，頁 593。 
26 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九日《軍機大臣奉旨御史方汝紹之奏著大學士六部九卿總理衙門歸入潘衍桐摺一

併妥議具奏》，影像可於“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全文影響資料庫”瀏覽，http://npmhost.npm 

.gov.tw/ttscgi/ttsqueryxml?0:0:npmmetaxml:DN%3D127893。另見朱汝珍等纂：《德宗景皇帝實錄》卷一

八六《光緒十年閏五月下（日缺）》，頁 607。 
27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光緒十年六月癸未》，第 2 冊，頁 108（總頁 1760）。朱汝珍等纂：《德宗

景皇帝實錄》卷一八七《光緒十年六月上（日缺）》，頁 621。此事亦見載劉錦藻（1862-1934）：《清朝

續文獻通考》卷八九《選舉六》，《十通》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頁 8485。有人認為晚

清奏開實學、藝學的努力徒勞無功，而“不必別立科目，致涉紛歧”的決定是針鋒相對的討論之後的

“平衡折衷方案”。（關曉紅：《晚清議改科舉新探》，《史學月刊》2007 年第 10 期，頁 39-48；《停罷

科舉後的特科餘緒》，《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2 期，頁 106-111） 
28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光緒十年八月甲戌》，第 2 冊，頁 150（總頁 1802）。此事《實錄》未

載。 
29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光緒十年八月己卯》，第 2 冊，頁 152（總頁 1804）。朱汝珍等纂：《德宗

景皇帝實錄》卷一九一《光緒十年八月上（日缺）》，頁 697。 
30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光緒十年十二月乙酉》，第 2 冊，頁 233（總頁 1885）。朱汝珍等纂：《德

宗景皇帝實錄》卷二〇〇《光緒十年十二月下（日缺）》，頁 839。另參李鴻章（1823-1901）撰、吳

汝綸編：《李文忠公奏稿》卷五十三《周盛波總統前敵摺》（光緒十一年正月十八日），據民國十年

（1922）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續修四庫全書》第 507 冊，葉一上-二上。 
31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光緒十一年五月丁卯》，第 2 冊，頁 69（總頁 1961）。朱汝珍等纂：《德

宗景皇帝實錄》卷二〇七《光緒十一年五月壬子》，頁 941。另參王銘珍：《紫禁城的防汛》，《北京檔

案》2011 年第 11 期，頁 54-55。 
32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光緒十三年正月辛巳》，第 2 冊，頁 43（總頁 2259）。此事《實錄》未

載。 
33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光緒十三年正月甲午》，第 2 冊，頁 1（總頁 2217）；朱汝珍等纂：《德宗

景皇帝實錄》卷二三八《光緒十三年正月甲午》，頁 198。 
34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光緒十五年十月辛丑》，第 3 冊，頁 114（總頁 2670）；《光緒十五年十一

月癸丑》，頁 122（總頁 2678）。朱汝珍等纂：《德宗景皇帝實錄》卷二七五《光緒十五年十月壬寅》，

頁 683；卷二七六《光緒十五年十一月癸丑》，頁 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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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地開採銅礦 35 、編檢人員壅積 36 等事上奏發言，可見官運平平的方汝紹亦非

尸位之輩，而且“處事必計是非”。37 惟至光緒二十年（1894），方汝紹在一次皇

帝要整肅朝儀的事件中受到牽連。事緣光緒帝（愛新覺羅·載湉，1871-1908；

1875-1908 在位）“升殿傳臚”時，“鴻臚寺鳴贊官不候靜鞭鳴畢，輒即鳴贊排

班”，所以覺得“殊屬非是”，於是下令“查取職名，交部議處”，作為負責朝

會、禮儀的鴻臚寺副主管的方汝紹當然不能置身事外。38 不過此時與方氏之引退

已距離不遠了。39 

方氏在光緒二十三年底逝世。40 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有數件大事。首先，

方氏開始總結他重修家譜的工作，為整理家族的光輝記憶作出貢獻。41 當中他詳

 
35 光緒十九年二月十二日一則上諭提到給事中方汝紹嘗奏稱“甯遠府屬之鹽源縣等處，銅質極佳，遠道

尤便，請飭開採”，故著李鴻章等派員確查。（宋賡平：《礦學心要新編》卷中編下，據光緒二十八年

蜀西廣石山房刻本，《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3 輯第 19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葉二上）此事未

載於《光緒朝東華錄》，又見朱汝珍等纂：《德宗景皇帝實錄》卷三二一《光緒十九年二月甲子》，頁

157。 
36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光緒二十年四月丁巳》，第 3 冊，頁 91（總頁 3395）；朱汝珍等纂：《德

宗景皇帝實錄》卷三三八《光緒二十年四月丁巳》，頁 338。另參方汝紹：《編檢人員壅積擬請變通章

程以期疏通疏（附片）》，王延熙、王樹敏輯：《皇清道咸同光奏議》卷二三《吏政類·官制》，臺北：

文海出版社，1969，頁 1156-1157。有關清代翰林官人員愈益壅塞的問題，參閱夏衛東：《論清代翰

林官的出路問題》，《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 年第 6 期，頁 67-71。 
37 方濬師（1830-1889）《喜芰塘兄補湖廣道御史》一詩原注語。見其《退一步齋詩集》卷十五，據光緒

十八年（1892）鉛印本，《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71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葉七下。 
38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光緒二十年四月辛未》，第 3 冊，頁 95-96（總頁 3399-3400）。朱汝珍等

纂：《德宗景皇帝實錄》卷三三九《光緒二十年四月辛未》，頁 346。 
39 方汝紹自言“叨竊祿位三十二年”（上引《八十自壽序言》，葉八九上）。這三十二年可能是古人虛

算，其實只是三十一年左右或更少。若由方氏 1867 年中舉開始計算，三十一年即 1898 年左右。但方

氏又言自壽寫於戊戌（1898）前一年，即 1897，而當時他自己的情況是“迄今退休，囊無餘蓄，故

我依然”（同上）。他又說 1896 年的重遊泮水重諧花燭是“上年”之事，因此這篇自壽文字應該是寫

於 1897 年。由此推算，方氏應該在 1897 年或之前已經引退。 
40 同註9。上引方氏自壽寫於戊戌（1898）前，亦提到自身“老病侵尋，來日苦短”，不過“自揣肢體雖

憊，神明未衰”，還祈求上蒼“假我以年，越十稔而獲登大耋”（《重修鑪橋方氏家譜》卷首下《壽

序》，葉九十下），可惜這個願望沒有成真。 
41 上引《重修鑪橋方氏家譜》卷首有方汝紹所撰序，末題“光緒二十二年歲次丙申季春之朔日，賜進士

出身鴻臚寺少卿、譜次八十六世孫汝紹謹識”（卷首上，葉二上）。又該家譜卷首下有方汝紹另一篇

序，交代新、舊譜之整理編訂過程，末題“光緒丁酉冬臘月（1897.12.24-1898.01.21）汝紹記於宣武

門外門樓胡同”（卷首下《序》，葉一上下）。因為方氏在這個臘月的十六日已經逝世，這可能就是他

最後的文字。案：該譜總目錄上，方汝紹曾明確交代內含明隆慶二年（1568）所修舊譜、道光十七年

（1837）新版及光緒二十二年重修本（卷首上《譜目》，葉一上-二上），而方汝紹亦在凡例內說：“此

書由汝紹一手經理，三易藳而始成。此次由已成而復改作，又須重加修飾。汝紹以行將就木之年，兩

次大病後，精力尤憊，每日僅能繕寫二三頁，即須休息。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後世子孫其亦諒

老者之苦心可也。”（卷首下《凡例》，葉二上）凡此可見，這部家譜的重修工作，的確是方汝紹長年

以來精力所寄。又觀方臻峻（1841- ？）為家譜所撰序文，曾提及家譜之重修工作累代未果，“迨再

從叔芰塘公（即方汝紹）觀禮鴻臚，退食餘暇，手自編輯，凡三易稿而書成；先叔子聽公（即方濬

益，1836-1899）詳加校對。未及付梓，兩公先後遊道山”，而方臻峻就成為最後正式把家譜整理好

並付之剞劂的人。他又在序文中指出該譜之付印，亦“聊以慰芰塘公孜孜編輯之苦心”（卷首下《又

序》，葉一上-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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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方氏家族自遷鑪橋以來的進士、舉人、生員等，42 以耀目的數字彰顯定遠四大

家族之一、43 科名鼎盛的方氏一族自豪的歷史，向後人展示眾多方家名人學者及

其家世源流的同時，44 也為“懷詩、壽字、定文章”提供了最佳的註腳。45 

光緒二十二年（1896），方汝紹經歷了人生兩大喜事：重遊泮水以及重諧花

燭。新進生員入學稱“入泮”，46 是一種送學禮。47 “重遊泮水”指“有入學年周

一甲子者，學官禮請詣學，與新進諸生序禮”。48 方汝紹在道光丙申（1836）經

沈維鐈（鼎甫，1779-1849）錄取入學，迄光緒丙申（十二年）恰屆六十年一個周

甲，遂獲學憲所邀，得以重遊泮水。同年秋天，也是方妻宮氏于歸花甲一周，因

此方氏亦有幸經歷重諧花燭。面對這些人生喜事，方汝紹首先就重遊泮水“率成

七律四首，敬呈大吟壇誨政，並乞惠賜和章，拋甎引玉，冀聆咳唾珠璣，集腋成

裘，聊借光輝。”其後，又就“荊室來歸”花甲一周而“復勉成四律，仍用原

韻，以博諸君子一粲，如蒙賜和，益增榮幸。”由此可見，方氏本有意就此兩大

喜事廣泛徵和，而且有集腋成裘、見刊誌慶的打算。當他收到許多道賀和作之

後，又因感激“同人惠賜和詩，裒然成集”，於是“再疊前韻，賦以申謝”。49 

“裒然成集”的結果，就是一部收錄八百多首和作的集子《重遊泮水重諧花燭唱

 
42 見《重修鑪橋方氏家譜》卷首六，《科名》一節，內分進士、舉人、召試舉人、副貢、拔貢、優貢、

恩貢、歲貢、文庠、武庠、保薦諸類（葉九六上-一百二下）。方家從事舉業人數眾多，是世代聚族而

居的“科舉家族”。清代科舉家族甚多，參看張杰：《清代科舉家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3。 
43 此指陳、凌、何、方四大家族。參看《定遠四大家族的歷史由來》，見載《定遠新聞網·定遠文藝》

（http://www.dingyuannews.gov.cn/Micro/Content?cid=6541&id=10971）。方氏家族部份名人簡傳亦見定

遠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定遠縣志》第三十二章第二節《人物表·社會人物表》，合肥：黃山書

社，1995，頁 895-896。 
44 上引《重修鑪橋方氏家譜》卷首徐兆英序云：“定遠方氏為皖省望族，世居鑪橋，族裔繁衍，科名鼎

盛，與桐城方氏聲望相伯仲。”（葉一上下）方氏名人中，與方汝紹同期者以方濬頤、方濬師、方濬

益最為人注目，允稱三傑。詳閱牛繼清：《爐橋方氏三代著作述略》，《古籍研究》總 60 卷（2013 年

12 月），頁 186-200；尚鵬：《方濬頤、方濬師兄弟的詩歌唱和》，《湖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7 年第

4 期，頁 47-51；雒有倉、張春雷：《晚清學者方濬益的金文著作與成就》，《安徽文獻研究輯刊》第 6

卷（2014 年 11 月），頁 89-94；雒有倉：《清代安徽定遠鑪橋方氏金石書目略考》，《古籍研究》總 67

卷（2018 年 10 月），頁 235-243；王振忠：《“無徽不成鎮”圖說——休甯方氏定遠爐橋鎮》，《尋

根》2002 年第 2 期，頁 28-33。 
45 該語流傳於清代後期，指懷遠縣的詩、壽州的書法及定遠縣的文章。參黃家忠：《“懷詩、壽字、定

文章”》，《淮南師範學院學報》2011 年第 6 期，頁 88-90。 
46 關於《泮水》一詩，見鄭玄（127-200）箋、孔穎達（574-648）疏：《毛詩正義》卷二十《魯頌·駉之

什·泮水》，阮元（1764-1849）《十三經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342-346（總頁 610-

614）。 

47 毛曉陽：《清代送學禮芻議》，《石家莊學院學報》2016 年第 2 期，頁 66-76。 
48 楊激雲、顧曾烜修：《光緒泰興縣志》卷十三《經制志（第二之一）·學校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江

蘇府縣志輯 51》，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葉十三下（總頁 111）。 

49 以上引文，詳見方汝紹：《原作十二首》小序，見《重遊泮水重諧花燭唱和詩存》（以下簡稱《唱和詩

存》）卷首，葉一上下、二下、三下。有關該唱和集之版本及其存在問題，詳下文註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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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詩存》在光緒二十二年的刊行。50  

 

圖二：《重遊泮水重諧花燭唱和詩存》（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本） 

該集有宗人方其綸在“光緒二十二年丙申春三月”所撰敘，文中說： 

吾宗芰塘先生誕生之甲，閱一周歷十有七載；而發軔之歲，閱一周又歷

半載；而合巹之期，閱一周。從茲綿綿延延無所底，極天地之數，其無盡矣

乎？一時氣運之隆，國家累洽之治，將於是覘也。前後示以重遊泮水、重諧

花燭兩詩，都人士咸目覩而爭快焉，和者累百。徵詩於余，余步原韻成七律

八首，復以餘意成各體有韻之辭，共十四篇以歸之，工拙是所不計。51 

觀方序，即可知當時以和詩相投者數以百計，而方汝紹有意結集和作付梓，以誌

盛事，也不難理解。畢竟，古人遠不及今人長壽，所以能經歷“重遊泮水”、

“重諧花燭”，以至鄉試周甲“重宴鹿鳴”、會試周甲“重宴瓊林”（亦稱“重與

恩榮”）者均屬極少數，52 因此高調慶祝，亦合乎人之常情。53 

方汝紹原作共三組，每組有四首，共十二首七律。和作之中，除最後一卷有

 
50 筆者所見《重遊泮水重諧花燭唱和詩存》為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光緒二十二年（1896）鈔本。該本又被

收入樂怡、劉波輯：《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二齊舊藏珍稀文獻叢刊》第 74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

社，2019，頁 1-358（以下簡稱國圖《叢刊》本）。惟此版本現有編次甚為紊亂，卷、葉次序頗多顛

倒之處。筆者已盡力還原各卷各葉之正確次序，但需要說明和論證之處不少，將另文詳細交代。本文

徵引該冊，悉據筆者重訂葉次為準，惟亦附註國圖《叢刊》頁數，以便讀者據文末附表進行䅲查。 
51 方其綸：《芰塘宗兄重遊泮水重諧花燭各體詩詞敘》，見《唱和詩存》卷末，葉一下-二上（國圖《叢

刊》本，頁 118-119）。 
52 劉濤：《清代生員“入泮”概述》，《四川文理學院學報》2010 年第 3 期，頁 59-62；趙永翔：《清代

“重赴鹿鳴宴”制度》，《歷史檔案》2012 年第 2 期，頁 65-69；徐彬彬：《“重諧花燭”與“重宴鹿

鳴”之難易，張伯苓結婚紀念演詞有裨世道》，見其《晚清民國史事與人物——凌霄漢閣筆記》，臺

北：獨立作家，2016，頁 139；孫碧穗：《清代科舉禮儀制度概述——以重遊泮水、重宴鹿鳴、重與

恩榮為例》，《雲漢學刊》第 35 期（2018 年 4 月），頁 34-73。 
53 即使清朝覆亡後，仍有人在二十世紀以另類、非官方的形式紀念“重遊泮水”。參看羅百惟輯：《張季

裕先生重遊泮水唱和集》，廣州：宏藝公司，1940；林葆恆輯：《訒盦先生重遊泮水唱和詩錄》，序

1948，藏於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嘉善錢氏輯：《阶平老人（錢泰，1886-1962）重遊泮水紀念冊》，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本，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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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首雜體詩外，其餘各卷都是步原韻的七律和作，也是一組四首。方汝紹的

原作中，提及妻妾的有好幾處。其中一首云： 

洞房紅燭寶光浮，天定良緣那自由。牽足赤線彌月訂（原注：內子誕

生一月內即締姻事），齊眉白髮豈人謀。承歡能解堂前意，逮下無貽閫內

憂。記得香閨多韻事，掀髯一笑尚情留。54 

這首詩是十二首原作之中唯一一首全寫妻子的。頷聯交代雙方父母在他們嬰童時

期已為他們締結姻事，以印證首聯所強調的天定良緣。頸聯是對妻子的稱讚，作

者認為她既能孝事雙親，承歡堂前，又能恩及妾婢，使家室和睦，令自己無憂。

尾聯則抒發對多年來“香閨韻事”那份帶笑含情的回憶。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詩中

用“逮下”一詞，其實已經暗示方家妾侍的存在。毛序解釋《樛木》一詩說：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55 無嫉妒之心，當然是指

對妾侍的寬容，也是古代父系社會對正室的普遍要求。 

 

圖三：《重遊泮水重諧花燭唱和詩存》（國圖《叢刊》本） 

雖然方汝紹在其他幾首詩裏也有提到少數與妻子有關的浪漫話，例如“花燭

重諧老更親”56 、“燈前閒共山妻話”57 、“八十齊眉罕見經（原注：老妻小兩

歲，亦頗健壯）”58 等，但有所出的妾侍，也同樣在一首詩的頷聯佔上位置： 

更笑兩三年裏事，居然一再索添丁（原注：七十一歲，侍妾生一男；

七十六歲，又生一女。）59 

方氏一方面說老妻有不妒之德，另方面又說側室為他暮年添丁，足以顯示他是極

 
54 方汝紹：《原作十二首》之七，《唱和詩存》，葉三上（國圖《叢刊》本，頁 5）。 
55 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一《國風·樛木》，《十三經注疏》本，頁 10（總頁 278）。 
56 方汝紹：《原作十二首》之五，《唱和詩存》，葉二下（國圖《叢刊》本，頁 4）。 

57 方汝紹：《原作十二首》之六，《唱和詩存》，葉三上（國圖《叢刊》本，頁 5）。 
58 方汝紹：《原作十二首》之四，《唱和詩存》，葉二上（國圖《叢刊》本，頁 3）。 
59 方汝紹：《原作十二首》之四，《唱和詩存》，葉二上（國圖《叢刊》本，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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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享受齊人福份的。其實詩集內所錄和作，大多圍繞原作主題和內容加以發揮。

因此，方氏對一妻一妾的書寫，無形中定下了與其唱和者繼續鋪陳演繹的基調。 

 

 

二、和詩作者筆下的方妻宮氏 
 

方汝紹正室宮氏留下的資料不多。家譜上只記載方汝紹“娶懷遠宮氏，封恭

人”；而方汝紹的鄉試和會試硃卷內所載履歷，妻子姓名也見於最後： 

妻宮氏，歷官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廣西湖南貴州巡撫諱兆麟公

（1706-1781）元孫女、廩貢生貴州興義府知府諱綺岫公曾孫女、邑庠生諱

槐公孫女、邑廩生諱焜公女。60 

這是目前有關方氏妻子宮氏家世背景的基本資料。方汝紹在硃卷內的“業師”部

份，首列“岳丈宮耀如夫子諱焜（懷遠邑廩生）”，61 可知方汝紹的岳丈其實也是

他的第一位老師。 

時人投贈給方汝紹，祝賀他重遊泮水和重逢花燭的大量篇什中，提到方夫人

宮氏的當然有很多，但和詩始終是應酬文字，因此不難想像，其中一定少不了對

宮氏的稱讚。由於方汝紹原作中指妻子“承歡能解堂前意，逮下無貽閫內憂”，

所以不少和作亦刻意營造宮氏的賢良淑德，而其中一首詩的原注更直接寫“公德

配宮夫人素稱徽音，極多賛助”。62 

相對於只有兩首詩稱道宮氏“詠絮才華”，63 更多詩篇其實只側重歌頌宮氏

作為一名賢婦的德行。例如說她敬事長輩的有“承歡潔膳奉雙親”64 和“姑舅競

誇兒婦孝”65 。說她擅長家計的有“米鹽瑣碎關家計，魚酒殷勤賴婦謀”66 、“每

對書燈勤夜績”67 、“家計從無內顧憂”68 、“珥筆每存慈物念，典釵常佐賑饑

 
60 方汝紹等編：《重修鑪橋方氏家譜》卷四《今譜世系圖》，葉一三四上；方氏鄉試硃卷，《清代硃卷集

成》第 107 冊，頁 224；會試硃卷，同書第 29 冊，頁 392。案：宮兆麟本傳，見趙爾巽（1844-

1927）：《清史稿》卷三三七，北京：中華書局，1977，頁 11052-11053。 
61 方氏鄉試硃卷，《清代硃卷集成》第 107 冊，頁 218；會試硃卷，同書第 29 冊，頁 386。 
62 朱正本詩原注，《唱和詩存》卷一，葉四五上（國圖《叢刊》本，頁 309）。 
63 石鏡潢（1842- ？）詩句，《唱和詩存》卷三，葉五上（國圖《叢刊》本，頁 215）；李慕詩句，《唱

和詩存》卷四，葉二三下（國圖《叢刊》本，頁 156）。 
64 歐陽銜（1833- ？）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二九下（國圖《叢刊》本，頁 168）。 
65 崔國霖詩句，《唱和詩存》卷三，葉四上（國圖《叢刊》本，頁 213）。 
66 胡寶鐸（1844- ？）詩句，《唱和詩存》卷三，葉九上（國圖《叢刊》本，頁 223）。 
67 陳汝疇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二五下（國圖《叢刊》本，頁 160）。 
68 石鏡潢詩句，《唱和詩存》卷三，葉五上（國圖《叢刊》本，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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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時艱補救資相助，家政維持不用憂”等。69 不少詩篇均刻畫宮氏能盡婦職，

例如“蘋蘩共職頌妻賢”70 、“蘋蘩潔薦閫儀賢”71 、“眾詡徽音遵婦職”72 等

句。至於近似“徽音頌德”73 、“儀型母範”74 的公式化嘉許也不在少數。 

夫妻關係是唱和詩篇中著墨較多之處。誇讚宮氏內助賢德的文字就很多，例

如說她“內助能襄美舉謀”75 以及“賛襄內助久稱賢”76 。由於“烏臺內助勤思

補”77 ，所以方氏可“久宦曾無內顧憂”78 ，終至“鴻臚品秩中朝貴，象服委佗

內助賢”。79 東漢梁鴻妻孟光舉案齊眉的故事，80 業已成為後世歌頌夫妻相敬如

賓的經典美談。投贈方汝紹的和詩之中，引用梁孟故事來形容方氏夫婦的例子有

很多。有人說方氏夫妻“勵節高追梁孟侶”81 ，而好像“人稱舉案孟光賢”82 、

“齊眉共道孟光賢”83 、“齊眉舉桉稱偕老”84 、“鴻案齊眉內助賢”85 、“鴻案

相莊真德配”86 、“鴻案相莊伴道身”87 、“再修鴻案母儀賢”88 等詩句，更千篇

一律是對方夫人宮氏的抬舉。至於“宜家最樂如賓敬，老境尤須內助賢”89 ，則

道出宮氏的賢淑對兩老愉快地步入人生晚境的貢獻。 

誠然，祝賀他人重諧花燭的作品，也少不免要表達對該等福份的艷羨之情。

投贈給方汝紹的和詩中，為他們夫妻同享高壽，並有幸重諧花燭而喝采的聲音是

很強烈的。 

 
69 汪述祖詩句，《唱和詩存》卷三，葉七下（國圖《叢刊》本，頁 220）。 
70 郭文翥詩句，《唱和詩存》卷一，葉九三上（國圖《叢刊》本，頁 275）。 
71 龔壽昌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十一上（國圖《叢刊》本，頁 131）。 
72 李慕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二三下（國圖《叢刊》本，頁 156）。 
73 方斐林（1845- ？）詩句，《唱和詩存》卷三，葉十六上（國圖《叢刊》本，頁 81）。 
74 方維榦（1843- ？）詩句，《唱和詩存》卷三，葉十五上（國圖《叢刊》本，頁 79）。 
75 賈裕師詩句，《唱和詩存》卷一，葉五十上（國圖《叢刊》本，頁 319）。 
76 潘慶瀾（1846- ？）詩句，《唱和詩存》卷三，葉六下（國圖《叢刊》本，頁 218）。 
77 丁榮恩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三十下（國圖《叢刊》本，頁 170）。 
78 徐會灃（1837-1905）詩句，《唱和詩存》卷三，葉一下（國圖《叢刊》本，頁 208）。 
79 華金壽（1840- ？）詩句，《唱和詩存》卷一，葉二二上（國圖《叢刊》本，頁 43）。 
80 范曄（398-445）：《後漢書》卷八三《逸民傳·梁鴻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 2765-2768。

案：劉向（前 79-前 8）《列女傳》共七卷，後世續傳一卷，其中有孟光傳。參看王照圓（1763-

1851）：《列女傳補注》卷八《續傳·梁鴻之妻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頁 398。 
81 王金綬（1787-1869）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二四下（國圖《叢刊》本，頁 158）。 
82 王湘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三一上（國圖《叢刊》本，頁 171）。 
83 檀璣詩句，《唱和詩存》卷一，葉六下（國圖《叢刊》本，頁 12）。 
84 張英麟（1838-1925）詩句，《唱和詩存》卷一，葉七下（國圖《叢刊》本，頁 14）。 

85 崔國霖詩句，《唱和詩存》卷一，葉九上（國圖《叢刊》本，頁 17）。 

86 潘慶欄詩句，《唱和詩存》卷一，葉十二下（國圖《叢刊》本，頁 23）。 

87 歐陽銜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二九下（國圖《叢刊》本，頁 168）。 

88 徐熾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三二下（國圖《叢刊》本，頁 174）。 

89 鄭文翥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二六下（國圖《叢刊》本，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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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作者均道出婚姻花甲一周極其難得，因此有“八秩齊眉洵罕覯，兩番合

巹更相親”90 、“偕老真能到百年，鹿車對挽並絲鞭”91 、“人生樂事在家庭，花

甲逢周歲幾經”92 、“花燭重諧雙髩影，光陰擁護百年身”93 、“祥氛瑞靄繞門

庭，吉禮重重兩次經”94 等句。畢竟能經歷兩次嘉禮的夫妻太少了，值得人們一

再祝賀。重諧花燭過程的書寫，亦成為一些和作的內容。雖然男主角“不必親迎

似昔年”95 ，但夫妻倆“雙雙撶燭堂前拜”96 、“雙雙二老拜中庭”97 ，倒是重複

六十年前的既有動作。在“一樣禮成鐘鼓樂，兩情歡合漆膠堅”98 的同時，就是

“花燭重諧賓客滿”99 、“喜酒賓朋飲幾巡”100 、“朱履三千客滿庭”101 的場面，

熱鬧情景可以想見。 

在“紅燭高燒同誌慶”102 之後，當然是二次的洞房。和詩之中，也不乏這方

面的書寫。例如，“鳳簫重奉洞房春”103 、“洞房花燭室生春”104 、“洞房景福

自天申”105 、“閨房佳話洞房春”106 、“洞房天與百年春”107 、“洞房情好百年

春”108 、“洞房紅燭老雙親”109 和“白首洞房恩更厚”110 等句，似乎在捍衛一對

長壽老人的天賦權利。“房中雅奏從頭憶”111 、“新詩合補房中曲”112 以及“房

中一曲健身吟”113 則引領讀者步向這對老夫婦的私密空間。至於“魚水同諧六十

 
90 方汝謨（1841- ？）詩句，《唱和詩存》卷三，葉十三下（國圖《叢刊》本，頁 76）。 

91 程夢良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十五上（國圖《叢刊》本，頁 139）。 

92 陳汝疇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二六上（國圖《叢刊》本，頁 161）。 

93 郭文翥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二六上（國圖《叢刊》本，頁 161）。 

94 常球芬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三四下（國圖《叢刊》本，頁 178）。 

95 高廷棟（1822- ？）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二二上（國圖《叢刊》本，頁 153）。 

96 方燕年（1872- ？）詩句，《唱和詩存》卷五，葉七下（國圖《叢刊》本，頁 108）。 

97 文琦（1833- ？）詩句，《唱和詩存》卷三，葉十上（國圖《叢刊》本，頁 225）。 
98 常 芬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三四下-三五上（國圖《叢刊》本，頁 178-179）。 
99 孫傳豫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二十上（國圖《叢刊》本，頁 149）。 

100 許恩普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二一上（國圖《叢刊》本，頁 151）。 

101 常 芬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三五上（國圖《叢刊》本，頁 179）。 

102 鄭德基詩句，《唱和詩存》卷三，葉七下（國圖《叢刊》本，頁 220）。 

103 霍翔詩句，《唱和詩存》卷三，葉三上（國圖《叢刊》本，頁 211）。 

104 胡寶鐸詩句，《唱和詩存》卷三，葉八下（國圖《叢刊》本，頁 222）。 

105 文琦詩句，《唱和詩存》卷三，葉八下（國圖《叢刊》本，頁 222）。 

106 方嘉穀（1872- ？）詩句，《唱和詩存》卷三，葉十六下（國圖《叢刊》本，頁 82）。 

107 張肇鑣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九下（國圖《叢刊》本，頁 128）。 

108 常 芬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三四下（國圖《叢刊》本，頁 178）。 

109 梁聯芳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二七上（國圖《叢刊》本，頁 163）。 

110 崔國霖詩句，《唱和詩存》卷三，葉四下（國圖《叢刊》本，頁 214）。 

111 白菡詩句，《唱和詩存》卷五，葉四上（國圖《叢刊》本，頁 101）。 

112 霍翔詩句，《唱和詩存》卷三，葉三下（國圖《叢刊》本，頁 212）。 

113 “失名”詩句，《唱和詩存》卷三，葉十下（國圖《叢刊》本，頁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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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霓裳合舞房中樂”114 、“龍鐘氣象人雙健，魚水恩情老愈堅”115 、“酒

酌合歡情不寐，枕邊細數柝更巡”116 、“鸞鳳唱和聲相叶，魚水歡欣意自親”117 、

“兒童不解房中樂，笑說雙親夜會仙”118 等詩句，就更加呼之欲出地暗示重諧花

燭兩位主角的房中樂事。 

至於對“情”的描寫，當然比“性”更多。奉賀他人重諧花燭，也總不免會

傾向把兩位主角的愛情完美化。宮氏誕生一月便訂婚盟，遂被詮釋為“人間夫婦

有成謀”119 和“結髮喜從齠齔日”120 的天訂良緣。“一日絲蘿欣共結，百年琴瑟

更相親”121 、“淡掃娥眉君莫笑，絲披鶴髮老愈親”122 和“白頭同心真福分，紅

鐙對話倍情親”123 則寫白頭夫妻的恩愛。至於“畫眉妝換龐眉老，結髮情添皓髮

親”124 和“眉稜痕舊依然畫，體態圍寬分外親”125 ，就更加形象地描寫生活化的

恩愛表現，令人發出“如此夫妻如此壽”126 、“如此情懷如此福”127 和“如斯伉

儷誰修得”128 的讚歎。 

讚歎之餘，更多人傾注羨慕感情。眾多詩篇中，以牛郎織女、木公金母 129 、

 
114 戴延儒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二二下（國圖《叢刊》本，頁 154）。 

115 文琦詩句，《唱和詩存》卷三，葉十上（國圖《叢刊》本，頁 225）。 

116 姜應詔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十二下（國圖《叢刊》本，頁 134）。 

117 徐保桂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三一下（國圖《叢刊》本，頁 172）。 

118 文琦詩句，《唱和詩存》卷三，葉十上（國圖《叢刊》本，頁 225）。 

119 崔國霖詩句，《唱和詩存》卷三，葉四下（國圖《叢刊》本，頁 214）。 

120 徐保桂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三一下（國圖《叢刊》本，頁 172）。 

121 毓俊（1848- ？）詩句，《唱和詩存》卷三，葉五下（國圖《叢刊》本，頁 216）。 

122 方汝雨（1847- ？）詩句，《唱和詩存》卷三，葉十二下（國圖《叢刊》本，頁 74）。 

123 汪述祖詩句，《唱和詩存》卷三，葉七上（國圖《叢刊》本，頁 219）。 

124 “失名”詩句，《唱和詩存》卷三，葉十下（國圖《叢刊》本，頁 226）。 

125 王晉芳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十五下（國圖《叢刊》本，頁 140）。 

126 張捷南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十七上（國圖《叢刊》本，頁 143）。 

127 鮑恩綬（1847- ？）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三上（國圖《叢刊》本，頁 89）。 

128 許晉康詩句，《唱和詩存》卷五，葉三上（國圖《叢刊》本，頁 99）。 

129 木公金母即仙人東王公與西王母，有關他們較早的叙述，散見於（題）東方朔（前 154-前 93）《神

異經》及郭憲（ ？-220）《洞冥記》（《百子全書》第 7 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題）葛

洪（284-364）《枕中書》稱木公金母為“天地之尊神”，“元氣鍊精，生育萬物，調和陰陽，光明日

月，莫不由之”（《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 3）。杜光庭（850-933）《墉城集

仙錄》提到“木公生於碧海之上，蒼靈之墟，以生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日王公焉。……金母

生於神洲伊川，厥姓緱氏，生而飛翔，以主陰靈之氣，理於西方，亦號王母”（《墉城集仙錄》卷一

《金母元君》，羅爭鳴輯校：《杜光庭記傳十種輯校》，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575）。杜氏《仙傳

拾遺》又說：“木公，亦云東王父，亦云東王公，蓋青陽之元氣，百物之先也。……世人登仙，皆揖

金母而拜木公焉”（《墉城集仙錄》卷一《聖母元君》，頁 751）。木公金母的故事，至明人徐道《歷

代神仙通鑒》遂有以下鋪演：“木公至方諸，……與金母二氣相投，生九子五女”（徐道撰、程毓奇

續：《歷代神仙通鑒》卷一第四節《東皇西母同開化，白石金虹並遇師》，瀋陽：遼寧古籍出版社，

1995，頁 21）。後世祝壽，每愛以木公金母比擬慶壽者。如張元幹（1091-1170）詞云：“長生大

藥，彩鸞韻，風簫鶴。對木公金母，子孫三世，婦姑為壽滿酌。看千齡，舉家飛升，玉京更樂”（張

元幹：《瑞鶴仙·壽》，《張元幹詞全集》，武漢：崇文書局，2017，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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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鴻孟光等比擬方氏夫婦之處，多不勝數，亦有直指方氏夫婦為神仙、謫仙、地

行仙等，不一而足。例如“眉壽雙雙望若仙”130 、“不殊華屋艷神仙”131 、“鴛

鴦畢竟屬神仙”132 、“始信人間兩地仙”133 、“洞府雙排耄耋仙”134 、“介眉雙

慶即神仙”135 、“夫婦真成陸地仙”136 、“又見人間兩謫仙”137 等。作者欽羨之

情，亦溢於言表。 

眾多唱和篇什中呈現的宮氏，還擁有一種男性社會極其重視的美德，就是方

氏原詩所提及的“逮下無貽閫內憂”。跟隨著方汝紹原句的思維，和詩中每每把

方家的和睦喜樂歸功於大方得體的正妻宮氏，說她“最是慈和能逮下”138 、“墻

南樛木能容眾”139 、“御下惟寬德播馨”140 ，所以出現“家庭雍睦徵通德”141 、

“滿堂吉慶喜盈庭”142 、“一家禮樂鳩關句”143 的美好局面。有寫“側室歸來承

逮下”144 、“大婦情歡能逮下”145 ，都是對宮氏器量的讚賞，而“能逮下”的結

果之一，就是添丁廣嗣。因此，有人嘉許宮氏“訓倣熊丸勤課子，詩歌螽羽屢添

丁”146 ，刻意比擬古代后妃不妒之德，令血脈綿延，以臻“百年共享天倫樂”147

的大和諧境地。 

 

 

三、和詩作者筆下的方家側室張氏 

 

相對於方妻宮氏，方妾的資料更少。家譜內紀錄方妾是張氏，沒有記載她的

 
130 陳煥文詩句，《唱和詩存》卷一，葉九十下（國圖《叢刊》本，頁 270）。 

131 毓俊詩句，《唱和詩存》卷三，葉五下（國圖《叢刊》本，頁 216）。 

132 張肇鑣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十上（國圖《叢刊》本，頁 129）。 

133 方斐林詩句，《唱和詩存》卷三，葉十六上（國圖《叢刊》本，頁 81）。 

134 程夢良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十五上（國圖《叢刊》本，頁 139）。 

135 孫傳豫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二十上（國圖《叢刊》本，頁 149）。 

136 高廷棟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二二上（國圖《叢刊》本，頁 153）。 

137 潘慶瀾詩句，《唱和詩存》卷三，葉六下（國圖《叢刊》本，頁 218）。 

138 石鏡潢詩句，《唱和詩存》卷三，葉五上（國圖《叢刊》本，頁 215）。 

139 施慶修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六上（國圖《叢刊》本，頁 121）。 

140 高廷棟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二二上（國圖《叢刊》本，頁 153）。 

141 龍殿陽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三下（國圖《叢刊》本，頁 90）。 

142 許恩普詩句，《唱和詩存》卷一，葉六二上（國圖《叢刊》本，頁 343）。 

143 張捷南詩句，《唱和詩存》卷一，葉六三下（國圖《叢刊》本，頁 346）。 

144 姚延祺（1853- ？）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七上（國圖《叢刊》本，頁 123）。 

145 許恩普詩句，《唱和詩存》卷一，葉六二上（國圖《叢刊》本，頁 343）。 

146 崔國霖詩句，《唱和詩存》卷三，葉四下（國圖《叢刊》本，頁 214）。 

147 張捷南詩句，《唱和詩存》卷一，葉六三下（國圖《叢刊》本，頁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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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貫，又提到正室宮氏有四子（毓林〔1838-1860〕、蔚林〔1851- ？〕、秀林

〔早逝〕、藻林〔1860- ？〕）而側室出一子（英林〔1889- ？〕）。這也符合家譜

義例所言，“男子多書生卒年月，婦人多不書者”及“婦人書嫡不書妾，妾之有

子者則書之”等原則。148  

由於方汝紹在原作中喜言“更笑兩三年裏書，居然一再索添丁”，並自注七

十一歲妾生一男，七十六歲又生一女，諸多和作也自然加入賀添丁的文字。雖則

添丁本不是老人重諧花燭的內容，但既然男主角在廣泛徵求和詩的作品裏主動提

及側室為他晚年添丁，而根據古代禮制，庶生兒女也應稱嫡妻為母，所以數百首

和詩之中，實在也有不少選擇在方氏夫婦晚年得子方面著墨。 

方氏暮年添丁，當然是妾侍的“功勞”，但重諧花燭的女主角始終是正妻，

所以投贈和詩者下筆之際，多少會有一番斟酌考量。誇讚正妻有逮下之德，是第

一種做法；只向男主角祝賀，是第二種做法；同時祝賀兩老添丁，是第三種做

法；正面書寫側室添丁，是第四種做法。 

有關第一種做法，本文上節已詳言。至於第二種做法，例子很多，如“七旬尚

報宜男喜”149 、“番番白髮得新丁”150 、“再看花髮抱添丁”151 、“風姿矍鑠更添

丁”152 、“老嘗蔗境又添丁”153 、“時方五載兩添丁”154 、“于公積善合添丁”155 、

“更羨連珠生老蚌”156 、“蚌珠佳話老宜子”157 、“老年珠玉種門庭”158 、“錦繃

娛老喜甯馨”159 等句，都集中寫男主人翁的福分和喜悅。 

第三種做法則刻意把添丁喜事與兩老重諧花燭相提並論。如“鴻案齊眉顏尚

壯，蚌珠繞膝質彌堅”一聯及其原注所言“公近八旬，夫婦相莊，七十一歲媵生

一子，七十六歲又生一女”160 ，清晰呈現了在“夫婦相莊”的大前提下妾媵有所

 
148 方汝紹等編：《重修鑪橋方氏家譜》卷四《今譜世系圖》，葉一三四上；同書卷首上《舊譜凡例》，葉

八上下。 

149 魯鵬（1850- ？）詩句，《唱和詩存》卷一，葉十九上（國圖《叢刊》本，頁 37）。 

150 左逢源詩句，《唱和詩存》卷一，葉七七上（國圖《叢刊》本，頁 243）。 

151 方濬益詩句，《唱和詩存》卷二，葉三下（國圖《叢刊》本，頁 186）。 

152 孫傳豫詩句，《唱和詩存》卷一，葉八六下（國圖《叢刊》本，頁 262）。 

153 莊洪烈詩句，《唱和詩存》卷一，葉九五下（國圖《叢刊》本，頁 279）。 

154 李迺琳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二一上（國圖《叢刊》本，頁 151）。 

155 戴延儒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二三上（國圖《叢刊》本，頁 155）。 

156 石鏡潢詩句，《唱和詩存》卷一，葉十七下（國圖《叢刊》本，頁 34）。 

157 郭宗幹詩句，《唱和詩存》卷一，葉六四下（國圖《叢刊》本，頁 348）。 

158 鄭德基詩句，《唱和詩存》卷三，葉八上（國圖《叢刊》本，頁 221）。 

159 方希孟（1839-1913）詩句，《唱和詩存》卷二，葉二下（國圖《叢刊》本，頁 184）。 
160 李昭煒詩句，《唱和詩存》卷一，葉八上（國圖《叢刊》本，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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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事實，儘管尊卑有別。至於“眉齊舉桉稱偕老，目注懸弧喜進丁”161 、“鼓

瑟鼓琴稱並壽，設弧設帨喜添丁”162 、“眉案壽齊原見丙，牙牀歡洽漫添丁”163 、

“更欣彭祖屬添丁，眉齊耄耋家餘慶”164 數聯，也似乎假設方妻對於晚近妾侍添

丁一事所感受到的雀躍與丈夫無異。有首詩更透露了一個重要的信息： 

……贏得鄉閭推上客，願叨福蔭效添丁（原注：同鄉事吉禮者咸推公

與夫人專席，冀霑福庇焉。）165 

原來方氏晚年添丁，使他們夫婦被視為福星，可以為新婚者帶來庇蔭。 

第四種做法，就是正面書寫側室添丁。方汝紹的堂弟方汝謨在和詩中有“祥徵

燕姞再添丁”句，原注指“兄於稀年納妾，又生一子一女”；下句“齊眉介壽琴鐘

樂”，原注稱“兄嫂年近八旬，並稱康健”。166 方汝謨一方面說他的兄嫂雖年近八

旬，但身體健康（案：方維榦亦曾以“八秩康強真壽母”句來形容宮氏 167 ）；另

方面又交代方汝紹是在夫婦“並稱康健”的情況下“稀年納妾”。納妾的目的是

否想要再度生育，不得而知，不過方汝紹的從姪孫方燕年（1890年進士）卻為他

的叔祖暮年納妾，有這樣的解釋： 

公行似耿介，公心實仁慈，待人與接物，抑抑仰威儀。汪洋千頃波，

和藹三春飔，凡此諸大節，皆我所見知。更有難能可貴者，請復為公贅一

辭。公年已晉古稀壽，百家披吟神不疲，祇因無人常侍側，廼置簉室理房

帷。古云為善無不報，果然天賜麒麟兒。168 

根據方燕年的理解，方汝紹稀年納妾是因為“無人常侍側”，而置簉室的本意是

“理房帷”，由於方氏行善積德，因此天賜麟兒。那麼，是否“侍側”和“理房

帷”已非身體康健的宮氏所能承擔？後人當然可以有各種無法驗證的解讀。但我

們最低限度可以根據方家子姪後輩所言，知道方汝紹妻子宮氏的“逮下之德”，

確曾在方氏晚年有所發揮。另有一首由徐熾所撰和作則如此寫道： 

 
161 張英麟詩句，《唱和詩存》卷一，葉七下（國圖《叢刊》本，頁 14）。 

162 韓煜詩句，《唱和詩存》卷一，葉七四下（國圖《叢刊》本，頁 238）。 

163 李昭煒詩句，《唱和詩存》卷三，葉三上（國圖《叢刊》本，頁 211）。 

164 孫傳樸詩句，《唱和詩存》卷一，葉八六上（國圖《叢刊》本，頁 261）。 

165 潘慶瀾詩句，《唱和詩存》卷三，葉六下（國圖《叢刊》本，頁 218）。 

166 方汝謨詩句，《唱和詩存》卷二，葉六下-七上（國圖《叢刊》本，頁 192-193）。 

167 方維榦詩句，《唱和詩存》卷三，葉十五上（國圖《叢刊》本，頁 79）。 

168 方燕年：《六叔祖重遊泮水重諧花燭倡吟徵和敬上五七言長歌三十五韻以誌慶》，《唱和詩存》卷五，

葉六下-七上（國圖《叢刊》本，頁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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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身不必頌《黃庭》，大老多情補《禮經》。花燭有期仍擇戍，㰖珠香

祝側生丁（原注：先生詩自注七十一生一子，七十六生一女，皆側室所

生。）169 

多情的老人在“花燭有期”，即將重行合巹的歲月裏仍選擇立庶室，正室真實的

感受恐怕是我們無從得知的。不過在詩人筆下，婦德完備的宮氏完全樂意分享側

室添丁帶來的喜悅：“此日令妻兼壽母，更欣側挺屢添丁”。170 另方面，詩人們

也似乎認為側室添丁其實可以為重諧花燭這樁喜事平添繽紛色彩。如謂“燕爾新

婚周到甲，螽斯和處萃成丁”171 ，側室的生育被視作螽斯相和的行為，似乎為周

甲婚姻送來賀禮與共鳴。“偕老梁鴻猶舉桉，在陰鳴鶴屢添丁”172 和“晚歲梁鴻

猶對案，邇年雛鳳更添丁”173 所顯示的，就是一種“怡怡和氣靄家庭”174 、“一

室良緣傳雅韻”175 的三人婚姻關係。又有“已羨萱花齊紀甲，那知桃葉再添丁”

一聯的原注，亦言“公夫婦八十齊眉”，以及“如夫人”生一男一女事。176 此

外，許恩普的一首和詩，確實對這段三人婚姻關係提出有趣的解讀： 

滿堂吉慶喜盈庭，八十齊眉壽少經。大婦情歡能逮下，小星意樂屢添

丁（原注：公七一生一男，七六生一女，足仰夫人賢德能逮下矣。《內經》：

男歡女愛，情投意洽方可定胎。若有窒碍，不受妊矣。……老夫少妻，陰

陽調和，期頤之年，尚可生育，仰公以後螽斯之盛，未可限也。）177 

許氏認為“大婦”和“小星”（指妾侍）178 和諧相處，“小星”並非只是傳宗接

代的工具，而是與方氏“情投意洽”的人。在許多提及側室添丁的詩句中，這一

首似乎比較願意從“小星”的角度去書寫。當然，這是否實情，也不得而知。 

另有少數詩句，似乎可以說明這位“小星”在兩老重諧花燭中的角色，從而

進一步印證詩人筆下方家的大和諧局面。姜應詔說： 

 
169  徐熾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三三上（國圖《叢刊》本，頁 175）。 

170  梁聯芳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二七下（國圖《叢刊》本，頁 164）。 

171 “失名”詩句，《唱和詩存》卷三，葉十一上（國圖《叢刊》本，頁 227）。另參《毛詩正義》卷一

《國風·周南·螽斯》，頁 11（總頁 279）。 

172  葛傳繹詩句，《唱和詩存》卷一，葉六三上。 

173  胡寶鐸詩句，《唱和詩存》卷一，葉十二上（國圖《叢刊》本，頁 23）。 

174  胡寶鐸詩句，《唱和詩存》卷一，葉十二上（國圖《叢刊》本，頁 23）。 

175  孫傳豫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二十上（國圖《叢刊》本，頁 149）。 

176  鄭德基詩句，《唱和詩存》卷一，葉五五上（國圖《叢刊》本，頁 329）。 

177  許恩普詩句，《唱和詩存》卷一，葉六二上（國圖《叢刊》本，頁 343）。 

178《毛序》：“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

矣。”見《毛詩正義》卷一《國風·召南·小星》，頁 23（總頁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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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流韻事付䢜春，重屆佳期喜令申。添得小星承使指，共將明月證前

身。179 

言下之意，這名“承使指”的小星，其實已為籌備方氏夫婦的重諧花燭盛事貢獻

了力量。此外，陳壽椿有“嘉耦天高原作合，良宵星小敢參謀”句，180 所謂“敢

參謀”，大抵也是說小星在張羅周甲婚禮一事上的積極參與。又趙德襄詩云： 

話到椿陰群獻壽，佩來萱草共忘憂。小星時復從旁笑，牛女雙雙白髮

留（原注：公有如夫人。）181 

小星在白髮老人重行嘉禮之際，不時在旁分享喜悅，也一再呼應作者心目中方家

妻妾和睦融洽的共處。許恩普又有詩云： 

憶得輪周喜色浮。合歡重飲有誰由。羅幃密敘當年話，鴛枕者番豈自

謀？畢竟后妃能逮下，方為君子樂無憂。明朝相對菱花笑，鎮婺雙星世久

留。182 

詩中寫重諧花燭夜的鴛枕羅幃不是“自謀”的，又說“后妃能逮下”，因此“小

星”的“參謀”角色，可說是呼之欲出了。徐會灃“木公金母東西對，記否曾觀

媯汭型”一句，183 更是耐人尋味。此句用《尚書》所言“釐降二女為媯汭，嬪於

虞”一典，184 借虞舜娶娥皇女英以喻方家二婦共事一夫，妻妾和睦無爭。詩人這

句話的意思，是指世人在祝賀兩位主角，並把他倆比擬為木公金母的同時，也不

要忘記方家妻賢妾順的儀型典範。言談之間，仿佛已把方家“小星”寫入歷史。 

 

 

結語：三人婚姻關係中的花燭重逢 

 

綜觀《重遊泮水重諧花燭唱和詩存》所呈現的方汝紹花甲婚慶畫面，其實是

一樁三人婚姻關係中的喜事。值得注意的是，《唱和詩存》的作者似乎全都是男

 
179 姜應紹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十二下（國圖《叢刊》本，頁 134）。 

180 陳壽椿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九上（國圖《叢刊》本，頁 127）。 

181 趙德襄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十八下（國圖《叢刊》本，頁 146）。 

182 許恩普詩句，《唱和詩存》卷四，葉二一下（國圖《叢刊》本，頁 152）。 

183 徐會灃詩句，《唱和詩存》卷三，葉一下（國圖《叢刊》本，頁 208）。 

184 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二《堯典》，《十三經注疏》本，頁 11（總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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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這也許近乎常態，但我們知道晩清這類作品中其實也有一些是最低限度包含

了族內女性聲音的。185 詩集所見投贈給方汝紹的和作基本上都是以男性視角為本

位的。《唱和詩存》的文本集體構建出來的方家正室和側室，也是男性筆下理想

化的賢妻順妾。透過男性的叙述，讀者或者只能接觸兩人被他者塑造出來的儀

型。方家妻妾無從發聲，她們是失語的共同體，襯托著盡享齊人之福的男主人翁

那份意氣和自滿。 

或者《唱和詩存》之付梓，最令人疑惑不解之處就是為什麼方汝紹的直系家

屬未有明顯的參與。為詩集撰序的是方汝紹的宗弟方其綸；而詩集中的方姓作者

亦不外乎是方汝紹的從弟、堂弟、族姪、從姪、從姪孫等；外姓親戚則有外甥、

姪婿、外孫婿，以及全書唯一出現的宮姓內姪，亦即方妻宮氏族人。186 方汝紹既

然有兒有孫，187 而父母重諧花燭又是天大喜事，為什麼方氏的兒孫既未有承擔徵

詩、編集的任務，也沒有留下一首半首賀作？188 看似一室和諧的方家，內裏是不

是有一些未為人知的角力和矛盾呢？這是我們無從猜測的。 

再者，方氏妻妾相處的真實情況，恐怕亦非文本所能全面、真實地反映。方

妻在丈夫暮年納妾一事上，有多少話語權？方妾在兩位老人重諧花燭一幕的參與

和投入，又到底是事實還是詩人的想像和增華？“大婦情歡能逮下，小星意樂屢

添丁”這種詩人筆下的昇華境界，也許今人無法理解和接受，甚至會視為是對人

性的扭曲。然而，三人或以上的婚姻關係，也的確是許多古人的生活情態。時至

今日，歌頌愛情、相信婚姻及堅持捍衛一夫一妻制的人或者不能想像妻妾並存的

鑽婚紀念，不過這就是歷史。 

 

  

 
185 例如上引《南山佳話》，就有九位女性作者，包括當事人鄔啟祚的媳婦、兩名孫婦、孫女、外甥女、

內姪女和三名沒有血緣關係的女詩人。詳參上引劉詠聰《晚清婚姻文化中的重逢花燭慶典：鄔啟祚

夫婦個案研究》。 

186 題“懷遠內姪宮汝鼎（小農）”之和作，《唱和詩存》卷一，葉八七上（國圖《叢刊》本，頁 263）。 

187 據家譜所載，方汝紹五名兒子之中，長子毓林只活到二十多歲，三子秀林亦早逝。家譜修成之時，

二子蔚林、四子藻林及幼子英林均在世，孫兒除煥奎早逝外，有煥翼、煥軫、煥樞在世。見《重修

鑪橋方氏家譜》卷四《今譜世系圖》，葉一三四上-一三五上。 

188 例如上引《南山佳話》，既由當事人孫兒鄔慶時親力編集，而書中不但有“兄弟志喜之作”，亦有

“子孫申謝之作”，後者共有四十一篇。詳參上引劉詠聰《晚清婚姻文化中的重逢花燭慶典：鄔啟祚

夫婦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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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重遊泮水重諧花燭唱和詩存》（光緒二十二年〔1896〕鈔本）編次訂誤表 

劉氏重訂本 

（五卷） 
哈佛燕京本 
（六冊） 

國圖叢刊本 
（不分卷） 

劉氏重訂本 
（五卷） 

哈佛燕京本 
（六冊） 

國圖叢刊本 
（不分卷） 

卷一 

原作十二首 

葉十四下 冊一，葉十四下 頁 28 

葉十五上 冊一，葉十五上 頁 29 

葉一上 冊一，葉一上 頁 1 葉十五下 冊一，葉十五下 頁 30 

葉一下 冊一，葉一下 頁 2 葉十六上 冊一，葉十六上 頁 31 

葉二上 冊一，葉二上 頁 3 葉十六下 冊一，葉十六下 頁 32 

葉二下 冊一，葉二下 頁 4 葉十七上 冊一，葉十七上 頁 33 

葉三上 冊一，葉三上 頁 5 葉十七下 冊一，葉十七下 頁 34 

葉三下 冊一，葉三下 頁 6 葉十八上 冊一，葉十八上 頁 35 

葉四上 冊一，葉四上 頁 7 葉十八下 冊一，葉十八下 頁 36 

重遊泮水和詩（一） 葉十九上 冊一，葉十九上 頁 37 

葉四下 冊一，葉四下 頁 8 葉十九下 冊一，葉十九下 頁 38 

葉五上 冊一，葉五上 頁 9 葉二十上 冊一，葉二十上 頁 39 

葉五下 冊一，葉五下 頁 10 葉二十下 冊一，葉二十下 頁 40 

葉六上 冊一，葉六上 頁 11 葉二一上 冊一，葉二一上 頁 41 

葉六下 冊一，葉六下 頁 12 葉二一下 冊一，葉二一下 頁 42 

葉七上 冊一，葉七上 頁 13 葉二二上 冊一，葉二二上 頁 43 

葉七下 冊一，葉七下 頁 14 葉二二下 冊一，葉二二下 頁 44 

葉八上 冊一，葉八上 頁 15 葉二三上 冊一，葉二三上 頁 45 

葉八下 冊一，葉八下 頁 16 葉二三下 冊一，葉二三下 頁 46 

葉九上 冊一，葉九上 頁 17 葉二四上 冊一，葉二四上 頁 47 

葉九下 冊一，葉九下 頁 18 葉二四下 冊一，葉二四下 頁 48 

葉十上 冊一，葉十上 頁 19 葉二五上 冊一，葉二五上 頁 49 

葉十下 冊一，葉十下 頁 20 葉二五下 冊一，葉二五下 頁 50 

葉十一上 冊一，葉十一上 頁 21 葉二六上 冊一，葉二六上 頁 51 

葉十一下 冊一，葉十一下 頁 22 葉二六下 冊一，葉二六下 頁 52 

葉十二上 冊一，葉十二上 頁 23 葉二七上 冊一，葉二七上 頁 53 

葉十二下 冊一，葉十二下 頁 24 葉二七下 冊一，葉二七下 頁 54 

葉十三上 冊一，葉十三上 頁 25 葉二八上 冊一，葉二八上 頁 55 

葉十三下 冊一，葉十三下 頁 26 葉二八下 冊一，葉二八下 頁 56 

葉十四上 冊一，葉十四上 頁 27 葉二九上 冊一，葉二九上 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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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二九下 冊一，葉二九下 頁 58 葉四四上 冊六，葉四四上 頁 307 

葉三十上 冊一，葉三十上 頁 59 葉四四下 冊六，葉四四下 頁 308 

葉三十下 冊一，葉三十下 頁 60 葉四五上 冊六，葉四五上 頁 309 

葉三一上 冊一，葉三一上 頁 61 葉四五下 冊六，葉四五下 頁 310 

葉三一下 冊一，葉三一下 頁 62 葉四六上 冊六，葉四六上 頁 311 

葉三二上 冊一，葉三二上 頁 63 葉四六下 冊六，葉四六下 頁 312 

葉三二下 冊一，葉三二下 頁 64 葉四七上 冊六，葉四七上 頁 313 

葉三三上 冊一，葉三三上 頁 65 葉四七下 冊六，葉四七下 頁 314 

葉三三下 冊一，葉三三下 頁 66 葉四八上 冊六，葉四八上 頁 315 

葉三四上 冊一，葉三四上 頁 67 葉四八下 冊六，葉四八下 頁 316 

葉三四下 冊一，葉三四下 頁 68 葉四九上 冊六，葉四九上 頁 317 

葉三五上 冊一，葉三五上 頁 69 葉四九下 冊六，葉四九下 頁 318 

葉三五下 冊一，葉三五下 頁 70 葉五十上 冊六，葉五十上 頁 319 

葉三六上 冊一，葉三六上 頁 71 葉五十下 冊六，葉五十下 頁 320 

葉三六下 冊一，葉三六下 頁 72 葉五一上 冊六，葉五一上 頁 321 

葉三七上 冊六，葉三七上 頁 293 葉五一下 冊六，葉五一下 頁 322 

葉三七下 冊六，葉三七下 頁 294 葉五二上 冊六，葉五二上 頁 323 

葉三七上 冊六，葉三七上 頁 293 葉五二下 冊六，葉五二下 頁 324 

葉三七下 冊六，葉三七下 頁 294 葉五三上 冊六，葉五三上 頁 325 

葉三八上 冊六，葉三八上 頁 295 葉五三下 冊六，葉五三下 頁 326 

葉三八下 冊六，葉三八下 頁 296 葉五四上 冊六，葉五四上 頁 327 

葉三九上 冊六，葉三九上 頁 297 葉五四下 冊六，葉五四下 頁 328 

葉三九下 冊六，葉三九下 頁 298 葉五五上 冊六，葉五五上 頁 329 

葉四十上 冊六，葉四十上 頁 299 葉五五下 冊六，葉五五下 頁 330 

葉四十下 冊六，葉四十下 頁 300 葉五六上 冊六，葉五六上 頁 331 

葉四一上 冊六，葉四一上 頁 301 葉五六下 冊六，葉五六下 頁 332 

葉四一下 冊六，葉四一下 頁 302 葉五七上 冊六，葉五七上 頁 333 

葉四二上 冊六，葉四二上 頁 303 葉五七下 冊六，葉五七下 頁 334 

葉四二下 冊六，葉四二下 頁 304 葉五八上 冊六，葉五八上 頁 335 

葉四三上 冊六，葉四三上 頁 305 葉五八下 冊六，葉五八下 頁 336 

葉四三下 冊六，葉四三下 頁 306 葉五九上 冊六，葉五九上 頁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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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五九下 冊六，葉五九下 頁 338 葉七五上 冊五，葉七五上 頁 239 

葉六十上 冊六，葉六十上 頁 339 葉七五下 冊五，葉七五下 頁 240 

葉六十下 冊六，葉六十下 頁 340 葉七六上 冊五，葉七六上 頁 241 

葉六一上 冊六，葉六一上 頁 341 葉七六下 冊五，葉七六下 頁 242 

葉六一下 冊六，葉六一下 頁 342 葉七七上 冊五，葉七七上 頁 243 

葉六二上 冊六，葉六二上 頁 343 葉七七下 冊五，葉七七下 頁 244 

葉六二下 冊六，葉六二下 頁 344 葉七八上 冊五，葉七八上 頁 245 

葉六三上 冊六，葉六三上 頁 345 葉七八下 冊五，葉七八下 頁 246 

葉六三下 冊六，葉六三下 頁 346 葉七九上 冊五，葉七九上 頁 247 

葉六四上 冊六，葉六四上 頁 347 葉七九下 冊五，葉七九下 頁 248 

葉六四下 冊六，葉六四下 頁 348 葉八十上 冊五，葉八十上 頁 249 

葉六五上 冊六，葉六五上 頁 349 葉八十下 冊五，葉八十下 頁 250 

葉六五下 冊六，葉六五下 頁 350 葉八一上 冊五，葉八一上 頁 251 

葉六六上 冊六，葉六六上 頁 351 葉八一下 冊五，葉八一下 頁 252 

葉六六下 冊六，葉六六下 頁 352 葉八二上 冊五，葉八二上 頁 253 

葉六七上 冊六，葉六七上 頁 353 葉八二下 冊五，葉八二下 頁 254 

葉六七下 冊六，葉六七下 頁 354 葉八三上 冊五，葉八三上 頁 255 

葉六八上 冊六，葉六八上 頁 355 葉八三下 冊五，葉八三下 頁 256 

葉六八下 冊六，葉六八下 頁 356 葉八四上 冊五，葉八四上 頁 257 

葉六九上 冊六，葉六九上 頁 357 葉八四下 冊五，葉八四下 頁 258 

葉六九下 冊六，葉六九下 頁 358 葉八五上 冊五，葉八五上 頁 259 

葉七十上 冊五，葉七十上 頁 229 葉八五下 冊五，葉八五下 頁 260 

葉七十下 冊五，葉七十下 頁 230 葉八六上 冊五，葉八六上 頁 261 

葉七一上 冊五，葉七一上 頁 231 葉八六下 冊五，葉八六下 頁 262 

葉七一下 冊五，葉七一下 頁 232 葉八七上 冊五，葉八七上 頁 263 

葉七二上 冊五，葉七二上 頁 233 葉八七下 冊五，葉八七下 頁 264 

葉七二下 冊五，葉七二下 頁 234 葉八八上 冊五，葉八八上 頁 265 

葉七三上 冊五，葉七三上 頁 235 葉八八下 冊五，葉八八下 頁 266 

葉七三下 冊五，葉七三下 頁 236 葉八九上 冊五，葉八九上 頁 267 

葉七四上 冊五，葉七四上 頁 237 葉八九下 冊五，葉八九下 頁 268 

葉七四下 冊五，葉七四下 頁 238 葉九十上 冊五，葉九十上 頁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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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九十下 冊五，葉九十下 頁 270 葉四上 冊四，葉四上 頁 187 

葉九一上 冊五，葉九一上 頁 271 葉四下 冊四，葉四下 頁 188 

葉九一下 冊五，葉九一下 頁 272 葉五上 冊四，葉五上 頁 189 

葉九二上 冊五，葉九二上 頁 273 葉五下 冊四，葉五下 頁 190 

葉九二下 冊五，葉九二下 頁 274 葉六上 冊四，葉六上 頁 191 

葉九三上 冊五，葉九三上 頁 275 葉六下 冊四，葉六下 頁 192 

葉九三下 冊五，葉九三下 頁 276 葉七上 冊四，葉七上 頁 193 

葉九四上 冊五，葉九四上 頁 277 葉七下 冊四，葉七下 頁 194 

葉九四下 冊五，葉九四下 頁 278 葉八上 冊四，葉八上 頁 195 

葉九五上 冊五，葉九五上 頁 279 葉八下 冊四，葉八下 頁 196 

葉九五下 冊五，葉九五下 頁 280 葉九上 冊四，葉九上 頁 197 

葉九六上 冊五，葉九六上 頁 281 葉九下 冊四，葉九下 頁 198 

葉九六下 冊五，葉九六下 頁 282 葉十上 冊四，葉十上 頁 199 

葉九七上 冊五，葉九七上 頁 283 葉十下 冊四，葉十下 頁 200 

葉九七下 冊五，葉九七下 頁 284 葉十一上 冊四，葉十一上 頁 201 

葉九八上 冊五，葉九八上 頁 285 葉十一下 冊四，葉十一下 頁 202 

葉九八下 冊五，葉九八下 頁 286 葉十二上 冊四，葉十二上 頁 203 

葉九九上 冊五，葉九九上 頁 287 葉十二下 冊四，葉十二下 頁 204 

葉九九下 冊五，葉九九下 頁 288 葉十三上 冊四，葉十三上 頁 205 

葉百上 冊五，葉百上 頁 289 葉十三下 冊四，葉十三下 頁 206 

葉百下 冊五，葉百下 頁 290 卷三 

重諧花燭和詩 葉百一上 冊五，葉百一上 頁 291 

葉百一下 冊五，葉百一下 頁 292 （葉一上） 冊四，葉數缺 頁 207 

卷二 

重遊泮水和詩（二） 

（葉一下） 冊四，葉數缺 頁 208 

（葉二上） 冊四，葉數缺 頁 209 

葉一上 冊四，葉一上 頁 181 （葉二下） 冊四，葉數缺 頁 210 

葉一下 冊四，葉一下 頁 182 （葉三上） 冊四，葉數缺 頁 211 

葉二上 冊四，葉二上 頁 183 （葉三下） 冊四，葉數缺 頁 212 

葉二下 冊四，葉二下 頁 184 （葉四上） 冊四，葉數缺 頁 213 

葉三上 冊四，葉三上 頁 185 （葉四下） 冊四，葉數缺 頁 214 

葉三下 冊四，葉三下 頁 186 （葉五上） 冊四，葉數缺 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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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五下） 冊四，葉數缺 頁 216 （葉三上） 冊二，葉數缺 頁 89 

（葉六上） 冊四，葉數缺 頁 217 （葉三下） 冊二，葉數缺 頁 90 

（葉六下） 冊四，葉數缺 頁 218 （葉四上） 冊二，葉數缺 頁 91 

（葉七上） 冊四，葉數缺 頁 219 （葉四下） 冊二，葉數缺 頁 92 

（葉七下） 冊四，葉數缺 頁 220 （葉五上） 冊二，葉數缺 頁 93 

（葉八上） 冊四，葉數缺 頁 221 （葉五下） 冊二，葉數缺 頁 94 

（葉八下） 冊四，葉數缺 頁 222 （葉六上） 冊三，葉數缺 頁 121 

（葉九上） 冊四，葉數缺 頁 223 （葉六下） 冊三，葉數缺 頁 122 

（葉九下） 冊四，葉數缺 頁 224 （葉七上） 冊三，葉數缺 頁 123 

（葉十上） 冊四，葉數缺 頁 225 （葉七下） 冊三，葉數缺 頁 124 

（葉十下） 冊四，葉數缺 頁 226 （葉八上） 冊三，葉數缺 頁 125 

（葉十一上） 冊四，葉數缺 頁 227 （葉八下） 冊三，葉數缺 頁 126 

（葉十一下） 冊四，葉數缺 頁 228 （葉九上） 冊三，葉數缺 頁 127 

（葉十二上） 冊二，葉數缺 頁 73 （葉九下） 冊三，葉數缺 頁 128 

（葉十二下） 冊二，葉數缺 頁 74 （葉十上） 冊三，葉數缺 頁 129 

（葉十三上） 冊二，葉數缺 頁 75 （葉十下） 冊三，葉數缺 頁 130 

（葉十三下） 冊二，葉數缺 頁 76 （葉十一上） 冊三，葉數缺 頁 131 

（葉十四上） 冊二，葉數缺 頁 77 （葉十一下） 冊三，葉數缺 頁 132 

（葉十四下） 冊二，葉數缺 頁 78 （葉十二上） 冊三，葉數缺 頁 133 

（葉十五上） 冊二，葉數缺 頁 79 （葉十二下） 冊三，葉數缺 頁 134 

（葉十五下） 冊二，葉數缺 頁 80 （葉十三上） 冊三，葉數缺 頁 135 

（葉十六上） 冊二，葉數缺 頁 81 （葉十三下） 冊三，葉數缺 頁 136 

（葉十六下） 冊二，葉數缺 頁 82 （葉十四上） 冊三，葉數缺 頁 137 

（葉十七上） 冊二，葉數缺 頁 83 （葉十四下） 冊三，葉數缺 頁 138 

（葉十七下） 冊二，葉數缺 頁 84 （葉十五上） 冊三，葉數缺 頁 139 

卷四 

重遊泮水重諧花燭合和詩 

（葉十五下） 冊三，葉數缺 頁 140 

（葉十六下） 冊三，葉數缺 頁 142 

（葉一上） 冊二，葉數缺 頁 85 （葉十七上） 冊三，葉數缺 頁 143 

（葉一下） 冊二，葉數缺 頁 86 （葉十七下） 冊三，葉數缺 頁 144 

（葉二上） 冊二，葉數缺 頁 87 （葉十八上） 冊三，葉數缺 頁 145 

（葉二下） 冊二，葉數缺 頁 88 （葉十八下） 冊三，葉數缺 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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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十九上） 冊三，葉數缺 頁 147 （葉三五上） 冊三，葉數缺 頁 179 

（葉十九下） 冊三，葉數缺 頁 148 （葉三五下） 冊三，葉數缺 頁 180 

（葉二十上） 冊三，葉數缺 頁 149 卷五 

重遊泮水重諧花燭雜體詩 （葉二十下） 冊三，葉數缺 頁 150 

（葉二一上） 冊三，葉數缺 頁 151 （葉一上） 冊二，葉數缺 頁 95 

（葉二一下） 冊三，葉數缺 頁 152 （葉一下） 冊二，葉數缺 頁 96 

（葉二二上） 冊三，葉數缺 頁 153 （葉二上） 冊二，葉數缺 頁 97 

（葉二二下） 冊三，葉數缺 頁 154 （葉二下） 冊二，葉數缺 頁 98 

（葉二三上） 冊三，葉數缺 頁 155 （葉三上） 冊二，葉數缺 頁 99 

（葉二三下） 冊三，葉數缺 頁 156 （葉三下） 冊二，葉數缺 頁 100 

（葉二四上） 冊三，葉數缺 頁 157 （葉四上） 冊二，葉數缺 頁 101 

（葉二四下） 冊三，葉數缺 頁 158 （葉四下） 冊二，葉數缺 頁 102 

（葉二五上） 冊三，葉數缺 頁 159 （葉五上） 冊二，葉數缺 頁 103 

（葉二五下） 冊三，葉數缺 頁 160 （葉五下） 冊二，葉數缺 頁 104 

（葉二六上） 冊三，葉數缺 頁 161 （葉六上） 冊二，葉數缺 頁 105 

（葉二六下） 冊三，葉數缺 頁 162 （葉六下） 冊二，葉數缺 頁 106 

（葉二七上） 冊三，葉數缺 頁 163 （葉七上） 冊二，葉數缺 頁 107 

（葉二七下） 冊三，葉數缺 頁 164 （葉七下） 冊二，葉數缺 頁 108 

（葉二八上） 冊三，葉數缺 頁 165 （葉八上） 冊二，葉數缺 頁 109 

（葉二八下） 冊三，葉數缺 頁 166 （葉八下） 冊二，葉數缺 頁 110 

（葉二九上） 冊三，葉數缺 頁 167 （葉九上） 冊二，葉數缺 頁 111 

（葉二九下） 冊三，葉數缺 頁 168 （葉九下） 冊二，葉數缺 頁 112 

（葉三十上） 冊三，葉數缺 頁 169 （葉十上） 冊二，葉數缺 頁 113 

（葉三十下） 冊三，葉數缺 頁 170 （葉十下） 冊二，葉數缺 頁 114 

（葉三一上） 冊三，葉數缺 頁 171 （葉十一上） 冊二，葉數缺 頁 115 

（葉三一下） 冊三，葉數缺 頁 172 （葉十一下） 冊二，葉數缺 頁 116 

（葉三二上） 冊三，葉數缺 頁 173 方其綸序 

（葉三二下） 冊三，葉數缺 頁 174 （葉一上） 冊二，葉數缺 頁 117 

（葉三三上） 冊三，葉數缺 頁 175 （葉一下） 冊二，葉數缺 頁 118 

（葉三三下） 冊三，葉數缺 頁 176 （葉二上） 冊二，葉數缺 頁 119 

（葉三四上） 冊三，葉數缺 頁 177 （葉二下） 冊二，葉數缺 頁 120 

（葉三四下） 冊三，葉數缺 頁 178    

案：哈佛燕京本有部份內容沒有葉數，故筆者重訂後補上的葉數一律加上括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