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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京畿诗人刘钟英的文学创作与成就

许振东

（廊坊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北 廊坊 ０６５０００）

摘　要：刘钟英是清末民初京畿地区的著名学者与诗人，生于书香门第，年轻时曾游历祖国的大江南北，

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他一生笔耕不辍，著述总数达３０余种。除去数量众多的诗歌与散文作品，还有

赋、词、诗话、史志、经籍辨正等著作。所创诗歌总数不少于５０００首，多感时伤世、寄寓深远之作。追慕

杜甫、苏轼的诗风，并兼善各体，风格多样，既具有慷慨悲怆的英雄之气，又有自然清新、畅达明快的特

色，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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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诗的国度，自古及今，有作品传世的诗人

就如恒河沙数，难以胜计。在清末民初，京畿地区曾

出现一位杰出的学者和诗人刘钟英，他的著述等身，

成就卓著，但至今仍未被人们充分重视，甚至知道他

的人都很少。

一

刘钟英（１８４３１９１８），字紫山，号仙石、别号芷

衫，晚号十洲外史，顺天府大城县小流飘村人。据

《各直省选拔同年明经通谱》（光绪乙酉科）所记，刘

钟英的曾祖名本，字复初，乐善好施，在乡里有德望。

祖父名煦，字春甫，道光八年（１８２８）举人，大挑二等，

曾任河间府宁津县教谕。父亲名开弟，字銮坡，道光

二十四年（１８４４）恩科乡魁，亦大挑二等，曾任天津府

庆云县训导。母为张氏，胞弟有钟俊、钟桂、钟莲，子

有寿恺、寿昌、寿成、寿金。

刘钟英的家庭世代书香，他的祖父和父亲均终

身笃学，授业不辍，而且都有个人著述。据清光绪二

十三刊《大城县志》卷九载，刘煦生有异秉，幼受业于

同邑王涤源精研锐学，弱冠补博士弟子员，试辄冠

军。初授宁津县教谕，以母老辞任。后于同治二年

（１８６３）坐补原缺，谈道论文抑扬合度，不一年而使士

气大振，经指授者多中科第。晚年归里主讲于文安

广陵书院，造士之心老而弥坚笃，虽卧病呻吟，也从

不停歇。曾训诫子孙说：“读书则人敬之，为善则鬼

神敬 之”［１］（卷九上）；论 文 则 主 张 “言 有 序、言 有

物”［１］（卷九上）。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卒，享年八十二，著

有《德馨堂诗文集》。刘开弟幼承家训，工书法，有翰

苑之才，年十七补博士弟子员。尤擅书法，家藏金石

最富，上自钟繇、王羲之，下至赵孟瞓、董其昌，都心

摹力追，无不得其神髓。所书大字雄奇独绝，购求者

先后接踵，视为至宝。曾任天津府庆云县训导十二

年，教士有方，循
)

善诱，待人乐易平和，从游者如坐

春风中。致仕后，主讲于青县永安书院，本邑刘庆

鸿、刘翰屏、陈恩宝、任邱孔宪墀、庆云刘统畴等都从

其学，一时桃李盈门，科第连连。积劳成疾，光绪二

十三年（１８９７）冬卒，享年七十八岁，著有《青照草堂

诗稿》。

二

刘钟英幼有夙慧，十岁能诗，相传当时有人指堂

壁所挂《渔村夕照图》相试，他操笔立就七言古风一

首。年稍长从祖父读书，熟读诸子百家之文，博览各

种野史秘本、诗赋杂章。二十岁考中秀才，成为县学

生员，非常受县宰的赏识。常向本邑名儒任联弟、宋

绍濂、王植楠问学，德业日进。后受知于桐城派名家

吴汝伦，授以古文法，始知古学的门径。他早岁即怀

有“骧首皇路”“欲以功名显”［２］的志向，并想做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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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济苍生、“兴道而化民”的大事业。然而，他科名蹭

蹬，直至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才始选拔贡生。面对动

荡时局和腐败朝政，他深感壮志难酬，遂放弃功名仕

进，将志趣转移到读书著文和陶冶情性上。

成为拔贡生后的第二年，刘钟英就由山东庆云

（其父刘开弟时任庆云县训导）出发，先后到天津、北

京、大同、太原、正定、济南、扬州、南京、苏州、杭州、

长沙、浔阳、衡阳等地，饱览祖国的秀美山河，游历无

数名胜古迹，写下许多壮丽诗篇，后辑入《棣城游草》

《津门游草》《京华游草》《晋游草》《山左游草》《南游

草》等专集。

刘钟英为人面貌和善而行为狷介，非常喜欢吃

肉饮酒，从不食素。颇好使拳弄棒，有豪侠之风。平

时衣冠朴素，好像魏晋时代的人。所居住的书舍，除

去一张床榻之外，全是横七竖八的书卷。他特别珍

惜物力，即使见到片纸也一定拾起来储藏，以备后来

之用。但他并不善理家，从不私蓄一钱，且为人慷慨

豪放，重义轻财，与朋友交往常常纵酒尽欢，毫不吝

啬；再加上在外游历多年，耗费颇大，很快便花光由

他承袭的全部家业，成了贫寒之士。为了生计，他又

不得不远离家乡，到安次县得胜口马家当教书先生。

这里稳定舒适的生活、丰富的藏书，为他的读书和著

述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于此，他在“似园”讲学，又

结“味古堂诗社”，百里内外慕名而至者甚多。在执

教期间，刘钟英庄谐善喻，娓娓长谈，常使人忘倦。

他援引后辈，倾心以诚，并竭力训诲，为得胜口马家

培养出不少杰出人才。其中，最为享名的是其得意

门生马钟（号箸羲），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倡导革命，

民国初年被选为国会议员，担任过总统黎元洪的

顾问。

刘钟英年五十丧偶后，一直不娶。晚年受老庄

思想的影响，消极避世，经常与一些“名士”在一起联

诗唱和，纵酒行乐。尤其在辛亥革命之后，他以清朝

遗老自居，不满革新，表现出浓厚的封建守旧思想。

大约在民国五年（１９１６）前后，刘钟英辞馆回乡，结束

在得胜口长达二十余年的坐馆生涯。１９１８年９月

卒于乡，享年七十六岁，门人私谥文介先生。其弟子

马钟撰有《刘文介先生传》，见收于马鸿翱所著《桑

梓纪闻》。

三

刘钟英学识渊博，治学谨严，视野开阔，一生笔

耕不辍，著述甚多，堪为清末民初之际京畿地区的

翘楚。

经查，国家图书馆现存署名刘钟英所撰和辑注

的书籍共２６种，分别为：《三余堂集约钞》八卷、《三

余漫草》一卷、《青照草堂赋钞》四卷、《十洲外史诗

稿》《十洲外史吟稿》《三余堂集诗》《蜀游草》《味古堂

杂钞》《晚清宫词》《芷衫诗话》《安次县志》十二卷、

《安次县志艺文志》四卷、《大城县志》十二卷、《大城

县志金石志》一卷、《战国策辨讹》三十卷、《春秋经传

集解辨伪》三十卷、《庄子辩讹》十卷、《增批辑注东莱

博议》（吕祖谦撰、刘钟英辑注）四卷、《全唐诗补遗》

（刘钟英辑、马钟校）三十卷、《三体宋诗》《刘注七

家诗》（张熙宇评、刘培棠、刘钟英辑注）十二卷、《试

帖举隅》四卷、《二家赋钞》（孟继坤、刘钟英撰）《袖海

山房诗集约选》（潘震乙撰、刘钟英辑评）《梁翰堂诗

集约钞》（章铨撰、刘钟英辑评）《冬风阁诗集》（李九

鹏撰、刘钟英评点）一卷。

刘钟英自撰《小传》记所撰和辑注书籍共１２种，

包括《三余堂集》三十卷、《左传辨讹》三十卷、《国策

辨讹》十卷、《庄子辨讹》十卷、《杜诗辨讹》二十卷、

《大城县志》十二卷、《古文辞类纂》十九卷、《全唐诗

补遗》三十卷、《东安博议注》四卷、《愚公纪谈》十卷、

《七家诗注》十四卷、《二家赋钞》六卷。其中４种国

图不存，为《三余堂集》三十卷、《杜诗辨讹》二十卷、

《古文辞类纂》十九卷、《愚公纪谈》十卷，另《七家诗

注》十四卷与国图所存十二卷本《刘注七家诗》不同；

《二家赋钞》记为六卷，国图本未标卷数；《左传辨讹》

三十卷、《国策辨讹》十卷、《庄子辨讹》十卷，为国图

同书异名本。

杨馨远主编《大城人物志》载刘钟英另撰《蒲氏

志异笺注》，李印刚所撰《清末学者刘钟英及其作品》

一文又记刘钟英还有《续西堂秋梦录》二卷、《大戴礼

补注》四卷、《十三经刊误》一卷、《重订瀛奎律髓》四

十九卷、《补注陈检订四六》二十卷、《青照草堂笔记》

四卷。这些书籍均难以见到，估计或未印行，或

失传。

从以上所载可以看出，刘钟英一生著述颇广，除

去数量众多的诗文创作，如《三余堂集约钞》《三余漫

草》等，还有赋作《青照草堂赋钞》、词作《晚清宫词》、

诗话《芷衫诗话》、史志《安次县志》《大城县志》等。

此外，还对大量在当时被奉为圭臬的经籍进行辨误

补正，涉及经史子集四部。如汇集唐一代诗歌的总

集《全唐诗》编修于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由彭定求、

沈三曾、杨中讷等１０位当代鸿儒吸纳前人成果而

成，全书共９００卷，得诗４８９００余首，诗人２２００余

个，将唐近三百年之诗咸采撷荟萃于一编，在社会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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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甚广，而刘钟英与其弟子马钟合作，又著成《全

唐诗补遗》三十卷，对全面认识与研究唐诗具有重要

的价值与意义。其他如《战国策辨讹》《春秋经传集

解辨伪》《庄子辩讹》《杜诗辨讹》《十三经刊误》等著

作，也具有同样的价值和意义，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高

度重视。

四

刘钟英是一个成就卓越的杰出诗人。首先，他

有着旺盛的创作力，诗歌创作的数量是超出一般的。

现存八卷本《三余堂集约钞》，共收诗５０６首。马钟

在集末所撰跋中说，此钞所收仅为刘钟英全部诗

作的十分之一。如此推之，刘钟英诗歌创作的总数

当不少于５０００首。这应非虚词，刘钟英曾纵情远

游，一路之上所写出的系列“游草”之作就很多，而在

《三余堂集约钞》中只能见到如《浮名》（《京华游

草》）、《津门晓望》（《津门游草》）、《楼桑村怀古》（《晋

游草》）、《金陵怀古》（《南游草》）、《送雪岑四弟钟俊

赴太原》（《益津游草》）等数量不多的作品，其他大量

的诗作并未见收。又如《吕望垂钓图》有诗１２０首，

《三余堂集约钞》只录２６首；《拟韩退之秋怀诗》有诗

１１首，只录５首；《赠元健斋表兄（弼篧）》有诗８首，

只录２首；《延秋九咏》有诗９首，只录４首，这些都

是很低的选取率。另外，现存《三余漫草》一卷亦为

诗集，收诗约有１６０首，与《三余堂集约钞》作品相

加，仅此两集就已有六七百首诗，这个数量应是那个

时代大多数文人所望尘莫及的。

其次，刘钟英的诗作视野开阔，内容广泛。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始终为古今文人所渴慕，并被视为

成为杰出作家和产生传世之作的必经之路。“文起

八代之衰”的韩愈之所以有雄强奇瑰的诗风，是和他

“夕贬潮州路八千”的特殊经历有关；豪放词派的开

山祖师苏轼之所以有“大江东去浪淘尽”的宏阔气

魄，与他黄州惠州儋州的一路贬徙不无关系。刘钟

英选贡以后的远游，并非如韩愈、苏轼似的屡遭贬

谪，而是远离仕途与官场的自我放逐和巡游，虽颇似

李白却又有所超越。他由山东庆云北行，经天津至

京，转而向西入晋，又由太原向东至正定、济南，再转

而一路向南，经齐鲁入苏浙、进巴蜀，直至湖南的南

端衡阳。一路上，他吟山诵水、咏古抒怀，曾在蓟门

秋望、钟山览古、虎丘春游、鄱阳湖临风沐雨，写下

“游草”系列诗多首，后集成六、七部，成为古今诗海

中的大观。

再次，感时伤世，寄寓深远，包蕴诗人大我形象。

马钟在《三余堂集约钞》的尾跋中称：“先生抱济世

之才，蕴志未伸，乃著等身书以为乐，以其余力为诗，

古文辞力追正始，高挹群言，沧桑虽变，故国难忘。

易青莲浣花之嗣音为麦秀黍离之哀，响洵可悲矣。

吾愿读先生诗者，知诗中大有人在诗外，更有事在

也。”［３］的确，刘钟英虽然以“余力”为诗，而其济世之

才志仍存，在社会动荡的时代，他讴歌那些忠贞报国

之士，赞美那种刚正峻洁的人格，哀叹国运的不振和

百姓的多艰，感伤山河的蒙尘与历史的兴替。这就

使其诗具有时代的厚重和历史的纵深感，从而令诗

人本身也具有了大家气象。刘钟英在《三余堂诗约

钞自序》中说其忧时之作甚夥，而弟钟俊害怕以危言

贾祸，皆阻而未刊。这样，他的感时伤世之怀，现只

能通过其游踪所至的怀古诗见到。他崇尚唐代大诗

人李白那种飘然脱俗的品格，有《李太白祠》《凤凰台

置酒有怀李太白》《登天门山怀李白》《坐白莲池上读

李青莲诗戏作》等多诗反复进行题咏，除此也有《谒

陶靖节先生祠》《少陵祠堂》《林和靖墓》《林处士墓》

《题东坡游赤壁图和梅小树韵》《苏公井十诗韵》等诗

对陶渊明、杜甫、林逋、苏轼进行凭吊追思；他仰慕畿

辅先贤杨继盛的钢筋铁骨，有《杨忠愍公祠》《过杨忠

愍公故宅》《过杨忠愍公墓道》等多诗先后进行感怀；

其他类似的则有《田横岛怀古》《范文正公祠》《岳王

墓》《岳忠武王祠》《史阁部墓》等诗对田横、范仲淹、

岳飞、史可法这些民族脊梁的崇高气节进行惋叹。

在如此的景观巡游和精神探溯历程中，诗人的内心

郁积与期盼得到最大舒张，其壮美高大的人格形象

得以生动呈现。

最后，兼善各体，风格多样。刘钟英擅长多种诗

体，以《三余堂集约钞》为例，在５０６首诗中即有五言

绝句３１首、六言绝句１９首、七言绝句１０３首、五言

律诗１１１首、七言律诗１４０首、五言长律８首、七言

长律５首，共含八种体例。每种内都不乏优秀之作，

如五言绝句《姑苏曲》：“吴郡虎丘东，山塘绿水通。

花船来不断，香送美人风。”［４］写得自然疏朗，摇曳多

姿。七言律诗《过鄱阳湖》：“西望鄱湖晓势分，鸿蒙

元气尚洇鄈。淹涵四郡天开镜，出没千帆浪入

云。”［５］则写得尺幅千里，气韵高远。

就风格而言，刘钟英以杜、苏为宗，自幼受燕赵

文化的滋养，他的诗内冲荡着一种昂扬向上、慷慨悲

怆的英雄之气。他的《论诗绝句》倾诉自己的诗歌追

求说：“李杜苏韩妙入神，可传只在性情真。英雄本

色如龙虎，不起风云也骇人。”［６］《山居老将五首》其

一更直接描写说：“岭云高拥将星明，白昼虬髯气不

·４５·



平。醉挽雕弓亲射虎，一声霹雳万山惊。”［７］一个气

韵沉雄的老将形象跃然纸上。受诗仙李白的影响，

刘钟英的诗也有意想天外、恢弘阔远的特色。如《香

炉峰观瀑》中写：“放眼炉峰最上头，坐看双瀑洗清

秋。玉龙飞舞山风里，倒卷银河天际流。”［８］《游盘山

四首》（录一）中咏：“穿云度岭逐飞猱，踏遍三盘不惮

劳。下界杯浮东海小，上方寺接北辰高。泉鸣万壑

清心目，松插千峰作羽毛。贞观当年曾
*

甲，坐临盘

石想英豪。”［９］此外，他的诗还自然清新、畅达明快，

如《四时渔家乐》道：“昨夜微风入律新，沙头冰沣跃

红鳞。垂竿小试丝纶手，钓起长江万里春。”［１０］《销

夏十
*

词（和先大父韵）》写：“六月西湖云锦张，荷花

十里散天香。冷泉台上无炎暑，相约娥乘夜

*

。”［１１］如此佳作，不胜枚举。

总体来说，刘钟英虽然出生于京畿小邑，却走遍

大半个中国；虽然根紧扎在燕赵沃土，却也身染江南

的山光水色；他虽然仅为一个民间塾师，却有着深广

的家国情怀、渊博的学识和超凡的诗才。因此，无论

从哪个角度，他都不会被我们的文学史所忽略，都肯

定会被人们不断忆起。

参考文献：

［１］　邓毓怡．刘煦传［Ａ］．赵炳文，徐国桢．大城县志［Ｃ］．光

绪二十二年刻本．

［２］　刘钟英．三余堂诗约钞自序［Ａ］．刘钟英．三余堂集约

钞［Ｃ］．１９１４年刊本．

［３］　马钟．三余堂诗约钞跋尾［Ａ］．刘钟英．三余堂集约

钞［Ｃ］．１９１４年刊本．

［４］　刘钟英．姑苏曲［Ａ］．刘钟英．三余堂集约钞［Ｃ］．１９１４

年刊本．

［５］　刘钟英．过鄱阳湖［Ａ］．刘钟英．三余堂集约钞［Ｃ］．

１９１４年刊本．

［６］　刘钟英．论诗绝句［Ａ］．刘钟英．三余堂集约钞［Ｃ］．

１９１４年刊本．

［７］　刘钟英．山居老将五首［Ａ］．刘钟英．三余堂集约钞

［Ｃ］．１９１４年刊本．

［８］　刘钟英．香炉峰观瀑［Ａ］．刘钟英．三余堂集约钞［Ｃ］．

１９１４年刊本．

［９］　刘钟英．游盘山四首［Ａ］．刘钟英．三余堂集约钞［Ｃ］．

１９１４年刊本．

［１０］　刘钟英．四时渔家乐［Ａ］．刘钟英．三余堂集约钞［Ｃ］．

１９１４年刊本．

［１１］　刘钟英．销夏十*

词（和先大父韵）［Ａ］．刘钟英．三余

堂集约钞［Ｃ］．１９１４年刊本．

犔犻狌犣犺狅狀犵狔犻狀犵’狊犾犻狋犲狉犪狉狔犮狉犲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犪犮犺犻犲狏犲犿犲狀狋狊犻狀狋犺犲犾犪狋犲

犙犻狀犵犇狔狀犪狊狋狔犪狀犱狋犺犲犲犪狉犾狔犚犲狆狌犫犾犻犮狅犳犆犺犻狀犪

ＸＵＺｈｅｎｄｏ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Ｌａｎｇｆａ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ｎｇｆａｎｇ，Ｈｅｂｅｉ０６５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ＬｉｕＺｈｏｎｇｙｉｎｇｗａｓａｆａｍｏｕｓｓｃｈｏｌａｒａｎｄｐｏｅｔｉｎＪｉｎｇｊｉｉ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ｅａｒｌｙ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ｈｉｓｌｉｆｅ，ｈｅｗｒｏｔｅ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ｔｈｉｒｔｙｂｏｏｋ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ｋｉｎｄ．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ａ

ｌａｒｇ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ｏｅｔｒｙａｎｄｐｒｏｓｅｗｏｒｋｓ，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Ｆｕ，ＣＩ，ｐｏｅｔ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ｂｏｏｋｓｏｆ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ｗｏｒｋｓ．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ｏｅｍｓｃｒｅａｔｅｄｉｓｎｏ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５，０００，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ｏｅｔｉｃｓｔｙｌｅｓｏｆ

ＤｕＦｕａｎｄＳｕＳｈｉ，ａｎｄａｒｅｆｕｌｌｏｆｂｏｔｈｇｅｎｅｒｏｕｓａｎｄｓｏｒｒｏｗｆｕｌｈｅｒｏｉｓｍ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ｆｒｅｓｈａｎｄｂｒｉｇｈ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ｏｆｇｒｅａｔ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ｖａｌｕ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Ｌａｔｅ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ｅａｒｌｙ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Ｊｉｎｇｊｉ，ＬｉｕＺｈｏｎｇｙｉｎｇ，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ｐｏｅｔｒｙ，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责任编辑：张胜广］

·５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