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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竹枝词出现过一个创作繁盛时期。它的重要标志是
将重心转到对大众层面上的生活文化的歌咏。这种转型，不仅回归了竹枝词作为俚俗形
态的本位，而且从形式及内容上反映并迎合了近代化过程中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属于
韵文学创作的竹枝词，经历了千余年的创作，能在近代形成新的创作热潮，并且转型成
为都市文学的一部分，与它所拥有的民歌属性和诗学中的乐府传统有关。从传统韵文学
的现代转型与生存的角度，来看竹枝词的文化承载及其意义，并把竹枝词看作都市文学
和都市文化的组成部分，从文化基因和文化要素的存在的角度，重新审视竹枝词的文化
承载及其意义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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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枝词》的研究，特别是将之作为史料加以重视及运用，只有十余年的历史。相关研究的

重要成果是文献整理，例如，顾炳权编 《上海洋场竹枝词》 ( 1996) 、 《上海历代竹枝词》
( 2001) ，王利器等辑《历代竹枝词》 ( 2003) 等等。而作为史料的运用，除了地方志的修撰和修

订之外，大部分的成果是与地域文化的研究有关，例如中国城市近代化及现代化转型的研究，曾

经大量引用文学的素材作为论据，“以诗证史”。上海史或上海学的研究中也经常引用 《竹枝词》
的创作来反映社会的变革及新气象。但是，却很少见到将 《竹枝词》的创作作为都市文学或都

市文化的一部分来看待的研究。对近代竹枝词创作这一文化现象的忽视，实际上反映了当代都市

文化研究中，对文化基因和文化要素形成的忽视。
如果我们仔细翻检已经整理出来的文献，就会发现，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竹枝词，这种传

统韵文学形式的创作，出现过一个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王利器等所辑 《历代竹枝词》收录作

品 25000 多首，90%是清代以后的作品。顾炳权编的两种收录上海地区的竹枝词，即《上海洋场

竹枝词》和《上海历代竹枝词》，数量也在一万首左右，情况十分相似。其中，《上海洋场竹枝

词》的选辑，正是 1870 年前后描写上海开埠以后城市化的作品。此外，上海及江浙一带为高产

区，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中华竹枝词全编》 ( 2007) 收录作品 7 万首，其中江南的作者及作品

过半。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作为传统的文学样式，在近代都市形成的过程中，竹枝词的创作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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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新的契机，这种文化现象以及它所取得的成就和意义，必须放在近代化的大背景下来解读，

同时，也应当将竹枝词的创作及其演变，立足于文学本身的发展来研究，而不是让它们仅仅作为

史料而存在。

作为都市文化的 《竹枝词》创作及其转型

《竹枝词》创作可以溯源至唐代的中期，是文人民歌拟作的一种形式，早期作者有顾况、刘

禹锡等。虽然唐以后至宋代，不断有诗人创写《竹枝词》，但并未出现规模性的热潮，诗歌的内

容和形式基本上变化不大。到了元代末年，则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即杨维桢编纂的 《西湖竹枝

集》。
杨维祯 ( 1296—1370) 字廉夫，号铁崖，浙江诸暨人。元泰定四年 ( 1327 ) 进士。曾任天

台尹、儒学提举等职。因“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在元代文坛独领风骚四十余年。他长于乐

府诗，至正初年作《西湖竹枝词》九首，一时间竟有五十余人唱和。于是，至正八年 ( 1348 )

杨维桢便将这些唱和之作结集，编成《西湖竹枝集》。此后，竹枝词的创作日渐繁盛，仅西湖竹

枝词的创作在明清两代也有两千首之多。直到近代竹枝词创作时，作者作序仍常常提及①。
《竹枝词》创作在明清两代出现了创作热潮，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诗学本身的发展来看，具

有民歌特征的乐府诗歌以及 《竹枝词》，不仅具有音乐性，而且通俗易懂，有助于明代的诗歌创

作摆脱宋诗的影响，以及宋代理学带给诗歌的 “头巾气”。因此，从明代前期开始，诗坛就对唐

代的《竹枝词》创作，以及杨维桢的作品有很高的评价。如李东阳的《麓堂诗话》: “质而不俚，

是诗家难事。乐府歌辞所载《木兰辞》，前首最近古。唐诗，张文昌善用俚语，刘梦得 《竹枝》
亦入妙。”② 又说: “杜子美 《漫兴》诸绝句，有古 《竹枝》意，跌宕奇古，超出诗人蹊径。韩

退之亦有之。杨廉夫十二首，非近代作也。盖廉夫深于乐府，当所得意，若有神助。”③

明代官场诗坛，竹枝词创作十分盛行，以明代后七子为例，李攀龙、王世贞等结诗社，就有

竹枝词的创作。后谢榛与李攀龙交恶，“然榛游道日广，秦、晋诸王争延致，大河南北皆称谢榛

先生”。据记载，万历元年冬，谢榛在一次招待他的宴会上听歌姬演出，弹唱的全部是他的竹枝

词④。
以西湖为题的作品也很多。明代许多著名的诗人如高濂、李流芳、胡应麟等都写过西湖竹枝

词。明代后期咏西湖的创作，依然与杨维桢的影响有关，田汝成 《西湖游览志余》曾多次提到，

说“和之者数百家”⑤，可见，西湖作为歌咏的对象，也与余杭逐渐城市化的倾向有关。因此，

明清两代咏西湖的竹枝词渐渐从游冶的随意歌咏，慢慢发展到专题歌咏; 篇幅也从原来的十数首

七言四句的组诗，演绎成上百首的煌煌巨篇，如明代徐之瑞的 《西湖竹枝词》，已有百余首组

成⑥。
除了西湖主题之外，江苏的扬州老城、吴江一带逐渐城市化的生活，也激起文人对竹枝词创

作的热情。清代中叶的林苏门有《邗江三百吟》⑦ ( 350 首) 以及《续广陵竹枝词》 ( 99 首)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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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刘炯公序刘豁公《上海竹枝词》云: “诗始于三百篇，三百篇中，尤以国风为能描绘风俗。赋兴所指，言皆有物。
厥后诗之体裁益多，而去古益远，唯竹枝词以文言道俗情，犹得国风之遗，此铁崖《西湖》、吴下竹枝词所以流传南
北也。”参见刘豁公《上海竹枝词》卷首，雕龙出版社 1925 年版，第 12 页。
李东阳: 《麓堂诗话》，载《历代诗话续编》，丁福保辑，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375 页。
李东阳: 《麓堂诗话》，载《历代诗话续编》，第 1377 页。
《明史·文苑传》载: “复游彰德，王曾孙穆王亦宾礼之。酒阑乐止，命所爱贾姬独奏琵琶，则榛所制竹枝词也。榛方
倾听，王命姬出拜，光华射人，藉地而坐，竟十章。榛曰: ‘此山人里言耳，请更制，以备房中之奏。’诘朝上新词十
四阕，姬悉按而谱之。明年元旦，便殿奏伎，酒止送客，即盛礼而归姬于榛。榛游燕、赵间，至大名，客请赋寿诗百
章，成八十余首，投笔而逝。”载张廷玉《明史》卷 287，第 24 册，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7376 页。
田汝成: 《西湖游览志余》卷 11，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99 页。
徐之瑞: 《西湖竹枝词序》，载《玉润斋杂抄》手抄本，转引自丘良任、潘超等编《中华竹枝词全编》 ( 四) ，北京出
版社 2007 年版，第 155 页。
林苏门: 《邗江三百吟》，扬州地方文献丛刊本，广陵书社 200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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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井生活，生动鲜活。如写扬州的澡堂: “混堂天下原难并，通泗泉通院大街。八个青蚨人

一位，内厢衣服外厢鞋。”后来有学者认为，这些作品“在地方性的《竹枝词》中，是很有特色

的一种。不像别的作者，只将兴趣集中在古迹、名人上面，他关心的却是当代事物，特别是与城

市平民有关的平凡琐事。这就很是难得”①。这种倾向，实际上已经说明，竹枝词虽然仍属于传

统韵文学，但非常适合描绘城市化进程中社会风俗的新变，大量出现竹枝词的创作，可以视为传

统文学形态向适应近代都市文化需求的转变。
竹枝词的创作，从游历山水名胜及异地风光时的即兴歌咏，到有意识地历数地方名胜及风

俗，作品地域性的特色逐渐增强，是一种非同小可的变化。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王士禛的

《都下竹枝词》、《汉嘉竹枝词》、《江阳竹枝词》、《西陵竹枝词》、《广州竹枝词》、《邓尉竹枝

词》等等。王士禛认为，“竹枝词咏风土，琐细诙谐皆可入，大抵以风趣为主，与绝句迥别”②。
因而他每到一地，便用竹枝词的形式，描写各地风土人情。正因他在诗坛上的影响，于是，清代

咏风土的竹枝词创作大盛。但是，“琐细诙谐皆可入”的特点似乎并不能满足诗人们对竹枝词的

期望值，前面提到的咏西湖主题的竹枝词也开始发生变化，并且通过大量创作实践，提高竹枝词

的诗学地位和“言志”功能。
纵观清代的作品，可以找到许多例子来证实竹枝词创作日渐严肃的趋势。如清代许承祖的

《雪庄西湖渔唱》，专门吟咏西湖地方历史事件，每首以地点为题，并且将 “凡可供游历资考证

者，辄于题外就近附载”，“仿田叔禾 《游览志》例，依地径铺叙……，厘为七卷，合诗三百六

十五首”③。许承祖是海宁人，他的竹枝词创作，已经有比较明显的 “修史”意识。如其中 《宋

林和靖处士墓》自注中引《武林纪事》和《南村辍耕录》，详细记载宋代至清代雍正年间修墓之

事。许承祖的《雪庄西湖渔唱》曾精抄后呈给乾隆皇帝作为 “御览本”④，这也是竹枝词创作在

诗学范畴内，渐渐为主流评价所承认的反映。诗人修史意识的增强，也是推动清代竹枝词创作的

重要原因。许多名不见经传的文人，以地方和家乡的风土人情为题，悉心创作竹枝词组诗，大多

与这种心态有关。清乾隆年间的陈祁有《清风泾竹枝词》一百首，自序云: “《诗》三百篇，大

都里巷歌谣之什，今且尊之为经矣。竹枝词歌咏时事，搜奇揽胜，发潜阐幽，采而辑之，于以补

志乘之缺，又何尝无裨世教也耶?”⑤

当竹枝词创作渐渐向正统诗歌靠拢，并且成为纪实和咏史严肃作品的同时，长篇巨制的普遍

出现，也使得竹枝词创作在诗坛上的份量陡然加重。文人们愿意将竹枝词的创作当作正经事，同

时运用这种相对容易的格律形式来咏叹历史遗迹和社会的新变。歌咏的范围则逐渐扩展，如

《外国竹枝词》、《都门竹枝词》等。但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歌咏社会新变的作品，渐渐超过了咏

史，这是竹枝词创作作为都市文学的一次重要转型，它的重要标志是将重心转到对大众层面上的

生活文化的关心。这种转型，不仅回归了竹枝词作为俚俗形态的本位，而且从形式及内容上反映

并迎合了近代化过程中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
上海在近代化过程中渐渐城市化，这在竹枝词中就形成了长江三角洲地区 “海上竹枝词”

的专题，许多对普通大众的生活描写，新意迭出，俗中见雅。如沈衡的 《海上竹枝词》: “城中

几日送梅雨，海上连朝舶棹风。报说洋船齐进口，便开关局看称铜。”⑥ 朱炎 《海上竹枝词》写

舶来品带来的新鲜:“巫子峰双双髻丫，牙梳新样月初斜。郎从乍浦航船到，买得波斯抹丽花。”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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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裳: 《榆下说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2 年版，第 48 页。
王士禛: 《带经堂诗话》卷 29，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 849 页。
许承祖: 《西湖渔唱》，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6 － 17 页。
参见清乾隆间许承祖精写进呈乾隆帝御览本卷首《进书表》，2011 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介绍及影印书页，
中国收藏网。
陈祁: 《清风泾竹枝词序》，载丘良任等《中华竹枝词全编》 ( 二) ，北京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82 页。
沈衡: 《海上竹枝词》，载丘良任等《中华竹枝词全编》 ( 四) ，北京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05 页。
朱炎: 《海上竹枝词》，载丘良任等《中华竹枝词全编》 ( 四) ，北京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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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晚清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 《竹枝词》创作已达数万首之多，创作内容和方法

已经突破了传统，应当视作传统韵文学的现代转型。

《竹枝词》传统的传承和新变

属于韵文学创作的竹枝词，经历了千余年的创作，能在近代形成新的创作热潮，并且转型成

为都市文学的一部分，与它所拥有的民歌属性和诗学中的乐府传统有关。
竹枝词从文人有拟作开始，就渐渐脱离音乐，成为徒诗。虽说仍可入乐演唱，但诗歌属性益

发显著。因此，诗歌创作的主旨和意图会进一步地凸现出来。可以说，早期巴蜀地区的民歌竹枝

本色则渐渐隐去，而与乐府诗相同的诗学特质，则慢慢成为竹枝词创作所遵循的传统。正如郭茂

倩所云，所谓乐府，“自风雅之作，以至于今，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世之审音者”①。而后

世对于文人拟乐府诗作的重视，也在于“采诗”和 “言志”传统。所谓 “古之言乐者，必本于

诗。诗者，乐之词而播于声者也。太史采之，太师肆之，世道之盛衰，时政之治乱，盖必于诗之

正变者得之”②。后世许多竹枝词作者，说起写作的目的，仍然会强调这一传统，例如清代黄霆

有《松江竹枝词》，自序云: “国风男女之什，类皆骚人逸士之所托乎，言婉而微，民隐毕见，

比有取太师之陈诗也。……暇将风土人情，述之吟咏，被之管弦，以俟夫风者得焉。”③ 清代史

学家王鸣盛也有以竹枝词形式与钱大昕等唱和的 《练川杂咏和韵》，自序中也提到了竹枝词的价

值: “其中援引，多邑志所未载，后之采风者或有取焉。”④

可见，地方风俗的采集，是竹枝词遵循的乐府传统重要特征之一。这一点，在前一章中已经

阐述。明清以后，这一传统的传承，是和社会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上海城市形成过程中，

上海社会近代化的过程中，各种从未见过的新鲜事物和社会风俗的变迁，都会被诗人采用竹枝词

的形式津津乐道。当社会的新变越是加快，生活形态与生活方式变化越是突出，竹枝词的创作也

就越是热闹。据统计，1870 年至 1890 年之间，仅 《申报》刊出的这类竹枝词，就有 4 千首之

多⑤。
与此同时，诗人已经不能满足七言四句的单篇创作，因为新鲜事物层出不穷，放眼望去，比

比皆是，因此，竹枝词的创作，几乎都是长篇巨制，似乎要用竹枝词来系统地描绘都市近代化后

带来的前所未见的变化。原先所谓的“风土人情”，演变成了各式各样的新鲜事物。
值得一提的是，1874 年上海《申报》连载了颐安主人的 《沪江商业市景词》约八百首，可

见作者对新鲜事物的新奇和赞叹。运用竹枝词长篇组诗，以正面的视角歌咏上海都市中商业的兴

盛，反映出作者对传统的重农抑商观点的不同看法，凸显出当时竹枝词作者用欣赏的眼光看待社

会新变的价值取向。作者自序云: “我朝向不重商，自互市以来，见泰西首重商政，国日以富，

于是朝立商部，市立商会，殷殷仿效，无微不至。近又拟立商标注册局，凡有能创新业者，皆予

以专利，限以年岁，我国商务遂蒸蒸有日上之势。轻视商业者如宦家、如儒家，今亦闻风生慕。
……有买地建栈房局厂者，有租屋开店铺庄号者，又备船只转运各货者，有雇车具装载各件者，

有肩挑手挈呼卖各物者。……夫人各自有业，无业则不能养身。”⑥

《沪江商业市景词》均为七言四句，洋洋洒洒，将近世西风东渐后工业和商业兴起后的新事

物一一描述，如《工部局》二首: “局名工部创西人，告示频张劝我民。注意卫生街道洁，随时

洒扫去纤尘。”“几条马路屡举修，细石泥沙到处收。备有砑平机器具，街衢坦荡胜瀛洲。”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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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郭茂倩: 《乐府诗集》卷 90，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1262 页。
吴莱: 《乐府类编后序》，载《渊颖吴先生文集》卷二一，《四部丛刊》本。
黄霆: 《松江竹枝词序》，转引自丘良任等《中华竹枝词全编》 ( 二) ，北京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30 页。
王鸣盛: 《练川杂咏和韵序》，转引自顾炳权《上海历代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90 页。
徐恭时: 《上海洋场竹枝词序》，转引自顾炳权《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 页。
颐安主人: 《沪江商业市景词序》，转引自顾炳权《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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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注册局》: “为防鱼目混真珠，各绘商标利永图。设局颁章招注册，好贪假冒可无虞。”①

翻检《沪江商业市景词》的目录，可以了解到当时上海市政建设和管理上的变化，现代市

政建设和管理的西方经验，给上海城市建设带来的许多新气象: 例如关于航运业的热闹局面，有

《各国公司大轮船》、《三公司大轮船》、《东洋各公司轮船》、《日本邮船会社》、《行船问答旗》、
《内河各小轮船局》、《快船局》、《各阜航船》、《商船公会》、《耶松船厂》②、《拖船公司》、《趸

船储土》、《礁上更换灯旗》、《行船打水浅深尺》、《行船拖缆立表》、《报关装船行》等; 写沪上

商行的，则有《烛店》、《香烛店》、《信局》、《砖灰行》、《窑户》、《瓷器号》、《铜锡器号》、
《铁器号》、《木器嫁妆号》、《寿器号》、《剃头店》、《眼镜店》、《香粉店》、《丝线店》、《冰厂》、
《制冰厂》、《料泡厂》、《草帽辫行》、《外国馒头店》等; 写生活中各式新鲜玩意的，则有 《各

力表》、《寒暑表》、《风雨表》、《月份牌》、《风扇》、《自来风》、《火漆》、《剪草机器》、《牮屋

器具》、《掘泥机器》、《打包机器》、《救命圈》、《鸭绒枕褥》、《气枕气垫》……
这些作品中，明显地表现出作者对城市事物的关注和对生活细节变化的关注，对于西方机械

工业的先进技术带给中国工业的新变，充满着好奇和赞美。例如，《行船拖缆力表》描写行船拖

缆时由西方传进来的科学操作方法: “驶船拖缆水中央，迟速程途制表量。迂缓半由潮势逆，如

飞力大为风狂。”③ 又如，对于商业形态的变化，也有许多细致的描写，这些作品中描绘的新行

业和城市化的集聚，正是上海近代化后都市商业的繁兴: “造成西式大楼房，聚作洋场卖菜场。
蔬果荤腥分位置，双梯上下万人忙。”( 《西式大卖菜场》) ④

在社会变迁与竹枝词创作相互促进的过程中，竹枝词的题材不断地扩大，并且改变了明末清

初以吟咏地方史迹见长的传统，逐渐偏向对当代新事物的吟咏，正可谓 “便宜才子风流笔，多

少新闻唱竹枝!”⑤

作者关注都市商业的发展和都市工业的发展，在八百多首竹枝词组诗中，又形成一组组短系

列的专题，如写“银行”，就有《各国银行》、 《户部银行》、 《中国通商银行》、 《日本银行》、
《储蓄银行》、《各省立沪银号》、《南北钱行》、《南北汇划钱庄》、《各小钱庄》; 然后顺着银行的

话题又涉及到金融业，有《各国金元名称》、《先令》、《市价》、《钞票》、《规元》、《查仓》、
《道库》等等。再如描写洋行的，有《各洋行》、《五金杂货洋行》、《匹头杂货洋行》、《军装洋

行》、《卖土洋行》、《机器洋行》、《钟表洋行》、《洋琴乐器洋行》、《水火保险洋行》、《人寿保

险洋行》、《缝衣机器洋行》、《拍卖洋行》、《罐头牛奶行》、《日本各杂货洋行》、《德律风洋行》
等。其中《德律风洋行》是描写电话的普及和应用: “东西遥隔语言通，此器名称德律风。沪上

巨商装设广，几如面话一堂中。”⑥ 这些细致生动的描写，记载了西方工业化的成果和城市建设

管理的方式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对上海近代化的影响，描绘出这些生活条件的变化给上海市民生活

带来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和影响也是互动的，当文学作品热情地反映并描写这些新奇的变化的

同时，传统的竹枝词也完成了自己的近代化转型。
与采集民歌民谣的乐府传统相似，竹枝词在历代的创作中，还有一个不被重视的传统，却是

男性作者十分偏好的题材，即以歌咏女性见长。例如传唱甚广的刘禹锡 《竹枝词》: “山桃红花

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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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安主人: 《沪江商业市景词》，转引自顾炳权《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0、109 页。
耶松船厂，为上海船厂和沪东造船厂的前身，英商在中国设立的船舶修造厂。1865 年在上海成立。开始时是租用上海
与浦东两船坞公司的设备并加以修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扩充规模，改良设备，增强修造船舶的能力。1892 年改组
成股份有限公司。1900 年，与英国在上海的另一家大船厂祥生船厂联合，改组为耶松船厂公司，资本增至五百五十七
万两。1906 年改名为耶松有限公司。从此，垄断中国船舶修造业三十余年，为英国在华工业投资中最大的企业之一。
参见孟燕堃《上海机电工业志 ( 总纂稿)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
颐安主人: 《沪江商业市景词》，转引自顾炳权《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2 页。
颐安主人: 《沪江商业市景词》，转引自顾炳权《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7 页。
蔡宠九: 《和沪北竹枝词》，转引自顾炳权《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87 页。
颐安主人: 《沪江商业市景词》，载顾炳权《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54、157、1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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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描写男女之间的情爱，模仿女性的口吻写相思之

意，都是早期文人拟作中非常富有生活气息的作品。后世的竹枝词作品仍然保持这一来自民歌的

特色。如明代胡应麟的《兰江竹枝词》: “溪上浮梁春涨平，蒙蒙烟雾懒回程。风秋潭上踏歌去，

水远山高无限情。”“郑村渡口风浪多，渔船来去疾如梭。相邀女伴到梁下，一时同唱采菱歌。”①

可见，歌咏女性题材，则是竹枝词遵循乐府传统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后世包括近代的发展中，

这一传统不仅继续保留，而且由此延伸到对生活层面上大众文化的关注和歌吟。
晚清以后的竹枝词，也有相当一部分描写女性及女性生活的篇章。虽然男性文人笔墨多在妓

女现象上，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描写职业女性的队伍正在形成，依然能见出早期女性对社会经济、
文化、教育和大众娱乐的参与。如《沪江商业市景词》中的 《女学堂》: “蒙学堂开教已施，闺

门礼仪亦须知。秀才博士原无分，要待他年作女师!”《缫丝厂》和 《织布厂》则写大量女性工

人进入纺织工业的盛况: “厂开十亩大围场，丝茧成包数万藏; 招得女工千百辈，朝收暮放管声

扬。”“厂房高竖大烟囱，递转机关大小同。亦有女工千百辈，职司分任各西东。”《毛巾花格布

厂》则写出当时小型织布厂工人参与资本投入的情况: “毛巾花布渐通行，纺织纷纷利自盈。近

世工人多发达，集资设厂竞谋生。”② 虽然资本原始积累中对工人的盘剥时时存在，但集资的方

式以及谋求生存方式的多元化，揭示了都市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也揭示了普通都市女性渐渐职业

化的趋势。朱文丙的《上海竹枝词》也写女工下班的场景: “或是缫丝或纺纱，斜阳工散各回

家。手提饭盒梳妆俭，七八娇娃一小车。”③ 这一趋势也代表了上海地区大多数普通女性在家庭

之外拥有城市新生活方式的趋势。
随着上海城市近代化的推进，上海都市生活从物质到精神的层面，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这使得竹枝词的创作题材进一步扩大，一切市井的生活都被作者攫出，洋洋洒洒地通过这种七言

四句的诗歌形式来充分展现。也以 《沪江商业市景词》为例，通过商家铺面来描写都市生活层

面的内容也不少，例如，写公共澡堂，有《浴堂》、《盆汤》: “备人沐浴也开堂，白石温泉炷异

香，涤荡全身如玉洁，喜新厌旧换衣裳。” ( 《浴堂》) “分间沐浴唤盆汤，热气熏蒸汗似浆。揩

拭毛巾香皂具，烟茶供给又周详。” ( 《盆汤》) 又如描写家常洗涤用品的，有《肥皂公司》、《香

皂号》、《新出肥皂粉》，其中 《新出肥皂粉》的描写，充满着新奇和赞扬: “洗衣肥皂粉初成，

去渍无痕制独精。颜色如恒光不变，法参化学巧谁争!”组诗中还有普通市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

《老虎灶》: “灶开双眼兽形成，为此争传老虎名。巷口街头炉遍设，卖茶卖水闹声盈。” 《牛奶

车》则描绘清晨送瓶装牛奶的场景: “瓶装牛奶送人家，绷布成蓬亦备车。更为价廉驴代马，每

晨环绕路三叉。”这些作品不仅记载了上海都市日常生活的一个个生动的细节，而且还反映了早

期城市生活与生活产品工业化给市民生活方式带来的变化。如 《外国馒头店》: “均调麦粉做馒

头，气味多膻杂奶油; 外实中松如枕大，装车分送各行收。”④ 读到这里，不禁莞尔。那外国馒

头自然是面包的俗称，作者称面包为外国馒头无可非议，但 “装车分送各行收”一句，似乎透

露了当时西点行已有连锁销售的概念，每天工场里做好的面包送到各个销售点去。当然，有些新

事物也是旧文人看不惯的，例如，女性时装裁剪修身合体，就有人说: “新式衣衫孰裁剪? 这般

窄小不应该。尚逢腹内孩儿大，纽扣全然纽不来!”⑤

从近代竹枝词创作中，寻求竹枝词所遵循的两大传统的传承和新变，可以看到新兴的都市文

化构成中，文化基因和文化要素的存在以及这些文化基因和文化要素的重要作用，这是一个值得

重视和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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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应麟: 《少室山房全集》，卷 79，光绪 22 年广州广亚书局刊本。
颐安主人: 《沪江商业市景词》，载顾炳权《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4、120 页。
转引自丘良任等《中华竹枝词全编》 ( 二) ，北京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6 页。
颐安主人: 《沪江商业市景词》，载顾炳权《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4、120 页。
朱文丙: 《上海竹枝词》，转引自丘良任等《中华竹枝词全编》 ( 二) ，北京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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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枝词》的文化承载及其意义

如何看待和评价自唐代流传至今的数量众多的竹枝词创作? 笔者认为，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方

面是应当考虑的，第一是从传统韵文学的现代转型与生存的角度，来看竹枝词的文化承载及其意

义，第二是把竹枝词看作都市文学和都市文化的组成部分来对待，重新审视竹枝词的文化承载及

其意义。从诗学发展的角度看，传统的韵文学，特别是诗歌，有如何扩大接受群体的问题，传统

韵文学的现代转型，也是韵文学是否能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生存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在不同的

历史时期都与诗歌的发展纠结在一起。从唐代文人对民间竹枝词的拟作开始，直至明清两代竹枝

词创作出现新的高潮，几乎都与特定时期的诗人企图突破传统诗歌作法樊篱的主观愿望相联系。
在中国传统文学乃至诗学的传承中，韵文学和雅文学的传统更容易得到主流价值的认同。中国的

诗歌发展到格律诗，并且在唐代完成了格律诗定型，格律诗创作几乎达到了传承韵文学和雅文学

传统的极致。由于诗歌创作的主体是文人士大夫，因此，诗歌的接受主体也在这个群体之间。而

求新求变的意识，成为诗人们从民间的创作中汲取新鲜诗歌素材的动力。力主创作通俗化的诗学

主张，在中唐元和时期，已成为文人士大夫诗歌创作中积极贯彻的主观意图，其中比较突出的典

范，便是元稹、白居易、李绅等人的新乐府创作实践; 另一个比较突出的典范，则是刘禹锡和白

居易的竹枝词创作，而这两者之间蕴藏着的诗歌大众化通俗化旨趣是一脉相承的。白居易也有

《竹枝词》四首，作于元和十四年 ( 819) 忠州 ( 今四川忠县) 刺史任上。近代已有研究者注意

到正统诗歌创作转向通俗化的趋势，同时指出这种贴近民生的创作，对于诗学发展的意义: “竹

枝者，真正之诗歌也，民间文学之大收获也。若以历史眼光衡之，其地位一与国风等，可无疑

义。”“至所谓竹枝者，先本巴渝俚音，夷歌番舞，绝少人注意及之。殆刘、白出，具正法眼，

始见其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乃从而传写之，拟制之。于是新词凡曲，光芒大白，于文学史上

另辟境界，其功绩诚不可没焉。”① 而明清两代竹枝词创作的兴盛，也与传统诗歌创作转向通俗

化的趋势有关。从李东阳的 “宋诗深，却去唐远; 元诗浅，去唐却近”的看法②，到李梦阳的

“真是乃在民间”的感叹，几乎都是希望通过民间新声的汲取，给当代诗坛及文人诗歌创作带来

新的生机。
竹枝词的基本形式是七言四句，但并不严守七绝的格律，有一定的随意性，有类古绝句。明

董文焕《声调四谱图说》: “至竹枝词，其格非古非律，半杂歌谣。平仄之法，在拗、古、律三

者之间，不得全用古体。若天籁所至，则又不尽拘也”③。清人宋长白 《柳亭诗话》也说: “竹

枝，人多作拗体。”④ 任半塘《唐声诗》中也认为， “多数竹枝之特点在拗体，去绝句较远”⑤。
可见，竹枝词的拗体特色，有别于规范的七言绝句。对于创作者而言，七言四句的格式，在传统

诗歌中易记易学，既遵循韵文学的规律，讲究平仄和押韵，却又不完全拘泥于格律。一首诗说不

完的，可以用数首乃至上百首组诗来表现，收放自如，铺陈随意; 而对于接受者而言，竹枝词通

俗易懂，俚俗相间，集资谈笑，妙趣横生。打破了传统格律诗严肃而正经的一统天下，也为一般

读者喜闻乐见。
明清以后竹枝词创作繁盛，与文学的通俗化大众化的趋势相一致，这种趋势有助于诗歌创作

者群体进一步扩大，并且让传统韵文学的现代转型与生存有了可能性和可操作性。诗集的编纂者

也开始正视士大夫以外的作者。如朱彝尊《明诗综》曾以“杂流”收录商人的诗作: “明以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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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称诗者众矣。若歙州之郑作、程诰，龙游之童珮，皆贾也。然郑、程皆受学于李空同，童执经

于归太仆，则不得以贾人目之。”① 虽然朱彝尊的分类有些自相矛盾，但商贾成为诗歌的创作者，

而师从名人的商贾诗人已经不被轻视，成了不争的事实。这些变化，都为传统韵文学的现代化转

型打下了基础。
将竹枝词看作都市文学和都市文化的组成部分，重新审视竹枝词的文化承载及其意义，是在

上述基础上展开的。应当承认，近代竹枝词创作的再次繁盛，是传统格律诗在迎合城市近代化以

后的文化需求中，一次成功的转型。特别是新文学运动尚未到来之前，竹枝词的创作在相当程度

上反映社会新变的广泛性。这一时期的竹枝词创作所涉及的社会生活面极广，同时也说明，中国

韵文学的优势，并没有因为近代化而失去。相反，通过选择和变化，传统诗歌能够找到与时代相

适应的形态，来满足大众的精神需求。这一现象同样也说明，传统的高雅的主流的文学，从形式

到内容的新变，是如何走向大众的。与都市近代化并存的竹枝词创作，应当成为都市文学和都市

文化的组成部分。
竹枝词创作的转型，包含了诗歌结构形态、运转模型和观念的转变过程，也包括竹枝词创作

主体与客观环境的适应程度。在此之前，中国传统诗歌的创作、结集和刊刻，尚未达到现代商业

介入的程度。而竹枝词的转型，与《申报》的推动有关，与都市的新型 “消费文化”的形成有

关，而这一层面上竹枝词现象所承载的意义，则是文化经济发展的端倪。
上海地区所存的近代竹枝词，有不少刊于 1872 年创刊初期的 《申报》。《申报》在 1800 年

以前曾大量刊登诗文作品，是上海第一家刊登诗文的报纸。《申报》最初为双日刊，从第五期开

始改为日刊 ( 周六刊) ，需要大量的文字稿和广告，于是文字稿的来源，就直接与经济手段的运

作有关。《申报》公开宣称办报是为了获得利益，所以特别重视广告和发行。当时 《申报》共 8
个页码，其中 3 页刊登广告，刊登文稿，起初也要付广告费，而不是向作者支付稿费。为了与

《上海新报》竞争，《申报》决定给副刊篇幅，刊登诗词，吸引具有传统阅读习惯的读者来买报。
为了开辟副刊稿源，丰富报纸的内容，《申报》曾在创刊号的 《本馆条例》中明确宣告: “如有

骚人韵士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记事之类，概不取值。”② 因为投稿

刊稿要收“版面费”，而诗词特别是竹枝词稿件则可以不收费，自然就会有人趋之若鹜。1872 年

到 1876 年间，《申报》刊出大量竹枝词，说明这种运作方式的有效性。《申报》的登载，也促进

了这一类竹枝词的创作，如果换一角度来观察，《申报》报刊登载 《竹枝词》，是以经济利益为

前提，已经形成了文化经济的雏形，诗歌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存在，这就是竹枝词文化承载另一个

层面上的意义所在。
与中国早期的小说一样，《申报》刊载的竹枝词，大部分作者都不署真名。如 1872 年 5 月

29 日刊出的《沪上西人竹枝词》，无署名; 1872 年 9 月 9 日刊出的《沪北竹枝词》，署名 “花川

悔多情生”; 1872 年 12 月 11 日刊出的 《申江竹枝词》，署名 “青溪月圆人寿楼主”; 除了民间

俚曲不登大雅的心理，大部分的作者仍然将在 《申报》发表竹枝词，当作一种 “游戏”和茶余

酒后的“闲情逸致”。这种一方面是“娱乐”的心态，另一方面又希冀作品刊出仍然具有成功感

觉的矛盾，流露在《沪上游女竹枝词》后之跋语中: “右词十八首，不知何人所作。描写红闺习

尚，绿鬓闲情，尽相穷形，无微不至，深合风人之志。虽曰谈琐，未必无裨风化也。”③ 但是，

无论如何，《申报》和竹枝词，伴随着上海都市的近代化，一起载入史册，成为那个时期都市文

化的一部分。
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在 《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认为，“使用消费文化这个词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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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商品世界及其结构化原则对理解当代社会来说具有核心地位。这里有双层的涵义: 首先，

就经济的文化维度而言，符号化过程与物质产品的使用，体现的不仅是实用价值，而且还扮演着

‘沟通者’的角色; 其次，在文化产品的经济方面，文化产品与商品的供给、需求、资本积累、
竞争及垄断等市场原则一起，运作于生活方式领域之中”①。《申报》运用经济手段来促进竹枝词

的创作，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从创意经济的角度来评价，都是具有时代意义的。
( 责任编辑: 李亦婷 王恩重)

Discussion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Zhuzhi Ci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Zhu Yi an

Abstract:During China s urbanization in modern times， Zhuzhi Ci reflourished for a period of time
which featured its shift to singing for the mass culture. This shift not only recovered the original function
of Zhuzhi Ci as a genre of vulgar and popular singings but also met the cultural need of the citizens in the
modernization with its form and content. As one genre of verse， Zhuzhi Ci s success in reflourishing in
modern times and transforming itself into urban literature depended on its essence of being folk songs and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tradition of Yuefu ballads.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the cultural
meanings and functions of Zhuzhi C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verse， placing Zhuzhi Ci as one part of urb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Keywords: Zhuzhi Ci; Urban Culture; Tradition of Yuefu Ballads;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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