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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鶚的祖居及寓所小考

劉 徳 樞

先曾祖譜名震遠、字鐵云，自名鶚。以《老殘遊記》和《鐵云藏亀》名世，而他

傳奇的一生却是以懸壷終始，其間渉足河工、實業、賑災、收藏、考古、寫作等等，

範圍極廣。其行止天南地北，其時運起落不定，但有所渉，多有著述。因此研究其著

述，需了解其活動，而其活動又關聯其思想。本文試從他的祖居和寓所切入，冀希對

了解他的活動有所助益。

劉鶚一生顛沛流離，幾乎可以説是居無定所，加以資料有限，故本文所述或詳或

略，行文或述或議，受所握材料限制，如有的寓所述記詳盡，多數僅是寓址，有遺漏

者更所難免，文不成體，通篇不一，尚希見諒，並祈指教。

一、祖居及寓址簡述

祖居，是指父母以上尊長的寓所。現在知道的，只有江蘇鎭江的陸家巷、柴罌巷

和上河邊。寓所，這里是指攜眷而居，而且相對留居時間較長的住所。現在知道的有：

江蘇淮安的高公橋西街。

江蘇揚州的木香巷。

河南開封的鵓鴣市路西。

山東濟南的西縣巷北首路西陶宅、小布政司街、英武廟街。

北京的椿樹下三條、賈家胡同、大甜水井、城外三眼井、木廠胡同、板章胡同。

上海的新馬路陳家橋安慶里、昌壽里、永年里。

江蘇蘇州曾是劉鶚的居家之地，見之於多處記載，但是寓址不詳。

此外，劉鶚在天津、南京等地都有較多的活動，有臨時的住所。如在他頻繁地活

動於京津間時，都是住在《天津日日新聞》報社，蕙孫先伯記述“館址在和平路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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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其他則無可考。”

劉鶚足跡所至，暫住的地方就更多了，如沈陽、太原、杭州、武漢、株洲以

及朝鮮、日本等等，有文字記載的如： 奉天南門永昌棧”等等，當不做考。而劉鶚“

流放新彊后，寓居戌所，有近一年時間，將試做探究。

二、鎭江祖居小考

吾家爲江蘇鎭江丹徒人氏，南宋時自中原遷此。遷鎭始祖劉光世有三子，長、次

（本人有《吾家家世》一子之后皆“徙蘇州及北京無可考 ，第三子劉宗三一支留鎭江”

。文可供參閲）

據《江蘇丹徒劉氏宗三族譜 ，第廿二世爲劉成忠字子恕，在劉子恕著的《因齋》

札記》中，記述了其時鎭江祖屋情況，茲摘録如下：

“吾父少時所住爲陸家巷，其后吾母來歸，以屋小不能容，則又住柴罌巷……。

稍長則住上河邊，此皆鎭江府西門外地也。上河邊之宅，凡九間一廂，其外三間北向，

以中間爲見客處，以東一間爲讀書處，以西一間爲四叔父房，而閉其門以別内外。其

中二間南向，皆小屋，東一間爲出入處，西一間祖母居焉。其后四間南向，東一間別

出，三叔父居焉，中一間空之爲飮食處，截其半以爲厨房。西一間五叔居焉，亦截其

半以爲積薪之所。其前有廂房一間，皆湫隘卑濕，所謂篳門圭竇者也 。”

《因齋札記》對該屋所處方位、環境，也有描述：

“此房本王姓産，有正宅，余家所住，蓋其旁宅也。出西門不半里即至，其前爲

街，街之南有數家居焉，皆背河爲宅，西行十余丈，街南之屋乃盡，爲河所碍故也。

鎭江爲漕運要道，江浙糧艘於此出江而達清江浦，邪許之聲，春秋前后，不絶於耳，

蓋一年之内，河中有漕艘者七、八月焉。余少時有句云： 夜雨城頭聽觱篥，秋風屋‘

上過帆檣’記其實也 。”

這兩段文字，將鎭江祖屋及其所在情況躍然紙上。房屋結構當屬普通的民居，其

年代是在劉成忠“吾母來歸”之后，父輩的五個兄弟分房居住的年齡。按劉成忠生於

清嘉慶二十三年 ，卒於光緒九年 ，1852年入仕，則居住在此的（公元1818年 （1883年） ）

時間約在道光年間，公元1810年至1850年前后。劉鶚於1857年生於江蘇六合，鎭江上

河邊祖居應沒有居住過。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有鎭江電視臺記者某君來電話稱，經尋訪，對劉鶚祖居有所

發現，即請舍弟徳隆就近前去察看，從兄徳威、妹夫朱禧同往，未敢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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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淮安故居詳解

江蘇淮安高公橋西街的故居，是劉成忠於1870年置下的房産，次年安置家眷，到

1887年劉鶚離家去河南投效河工，他在這里住了16年，從14歳到30歳。這座宅院西面

臨着地藏寺街，有南、北兩個側門，東墻外是金剛社巷。當時是從廖姓人手上買下的，

原是明朝漕運総督朱大典的官邸。蕙孫先伯和徳馨先兄都曾有文記述買房的經過和款

源。

1987年徳馨先兄手繪了這座宅院的平面圖，並寫了《圖説 。后來請人據以繪制》

了俯視圖，發表在當年的《淮安文史資料》第八輯上。淮安宿耆季鎭淮先生亦有文介

紹説： 総觀劉氏故居，共有五宅，規模宏大，結構完整，合一百四十余間爲一第 。“ ”

， ，又説，他在1978年回淮重遊故地，時宅已頽敗 “余少時所見一宅五進者，惟余三間

空曠灰暗，無完好整潔之觀 。”

1984年，淮安市人民政府撥款修復了小部分房屋，掛牌“劉鶚故居”對外開放。

1987年，爲紀念劉鶚誕辰130周年，再加修繕。由於拓寛馬路，加上早毀的部分，可

以修復的已極有限，恢復原状已不可能，胞妹徳棻主持制作了復原模型，贈送給淮安

市人民政府，1999年起，該模型在故居陳列，雖小有瑕疵，可略見全貌。

以下，僅對“五進五院”和“五宅”的説法，做一簡介。

這座宅院分爲中、西、東三個部分。中部是正宅，西部是住宅，東部是花園。

先説中部正宅 “五進五院”者即指正宅 《圖説》説： 從二門朝堂中開大門，直到。 。 “

后堂，非常深邃，氣勢雄偉，頗爲壯觀 。”

（倒正宅的大門在中軸綫偏東，外有大影壁。中軸綫上，由南向北依次座落轎廳

、暖閣 、畫杉大廳、穿堂樓和堂屋大樓等，是爲“五進 。這廳、閣、座 （又叫朝堂） ） ”

樓前各有一院，加上后院，是爲“五院 。”

第二進暖閣，它的西邊是内眷門，東邊是一個内影壁，正對着大門。

第三進畫杉大廳 ，其前，院兩側有廂房；西廂房后面是從内眷門起始的（現存）

火巷，向北直抵第四院和通向后宅的過道，巷西側有小門通西宅。

第四進穿堂樓，其前，院兩側有廂房，東廂南頭有一厨房。這樓是劉家的藏書樓。

第五進堂屋大樓，其前，院兩側有廂樓；東廂北頭有一厨房，並通東宅。其后有

后院。

再説西部住宅。

《圖説》説： 劉氏故居計五個部分，一百四十二間房屋 。又説： 地藏寺巷的“ ” “

南宅、中宅共約五十間 。按當時的習慣稱呼，西部住宅的南半邊叫西宅，北半邊叫”



124

清末小説 第30号 2007.12.1

后宅，而西宅又分成南宅和中宅。所以這里説的“五個部分”又叫“五宅”是指：正

宅、東宅和西宅的南宅、中宅及后宅。下面對后三宅分述之：

西宅是由六個小院和一天井、一附院構成的四套獨立而又相互通連的居所。西宅

南部的兩套居所叫南宅，是呈“田”字形的四個小院，東、西各以兩個

小院，各成一套居所；西宅北部的兩套叫中宅，東、西各是一個長方形的小院，又各

是一套居所。

南宅的西居所，是個前后院，沿地藏寺巷是一排西廂房和一個偏門，叫南

偏門，門外有一個影壁。東居所也是個前后院，東墻上有小門通火巷，可去正宅。

中宅的東居所，是個長方形的小院，北有堂屋，西有廂房，再北頭有一厨房。西

南角上有個附院，里面有兩間朝東的書房，院内有山石花草，有角門可去南宅的東居

所。劉鶚和正室王氏曾經住在這里，那附院就是劉鶚讀書的地方。東邊的院墻上有小

門，通火巷。

中宅的西居所，也是個長方形的小院，沿地藏寺巷有大廳，有個偏門，叫北偏門，

門外也有一個影壁。

這四個居所宅院，再加上后宅，就住宅而言也是五個，所謂“五宅”也可以説是

這五個住宅。

后宅，在西部，西宅的北邊，是家主劉成忠的居所，后來劉鶚之兄一家住過。它

由前院、西院、東院三個小院構成。這宅院的宅門朝南，前有過道，向東通到正宅的

第四院，也可南拐順火巷直通第一院的内眷門。進宅門是前院，有東廂房，直走進西

院，院里正對着院門的叫“小廳 ，院西有廂房，從東墻上的小門進東院，院里北、”

南相對座落着“上堂屋”和“下堂屋 “上堂屋”東邊有一書房 “下堂屋”西側有”， ，

一厨房，院東有廂樓，東墻上有小門，可去正宅的后院。

最后説東部花園。東部一共有三個園子。

《圖説》説： 那東邊花園，一池清水，停泊兩條石船，不僅淮安絶無僅有，大“

江南北恐亦少見 。園内情況，可參看《老殘遊記 ，書里正是如實地寫了這里 “進” 》 ，

了角門有個荷花池，池子北面是所船房，名曰‘海渡杯 。池子東面也有個船房――’

面前一棵紫藤，三月開花，半城都香――名曰‘銀漢浮槎 。池子西面是一派五間的’

水榭，名曰‘秋夢軒 ‘海渡杯’北面，有一堂太湖石，三間‘蝴蝶廳 ，……老殘’。 ’

平常便住在‘秋夢軒’里，無事時，或在‘海渡杯’里着棋，或在‘銀漢浮槎’里垂

釣，倒也自在 。補充一下，那軒外走廊臨水的一面，是一排飛來椅，便於觀魚，與”

。 ，那水榭接着的是長廊，池的對面，是曲尺長廊，池的南邊是小徑環繞 “蝴蝶廳”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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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都有假山，中間上望，凌空架一石板，名爲“天橋 。假山西邊有一石笋，高過”

屋頂，名叫“百果峰 。西南角上有一小白屋，是看園人 住的。園中的” （也是司閽人）

奇花異草，自不一般。

上面説的僅是東部的南半邊 “蝴蝶廳”的北面，也是個大園子，當中是一條石，

板甬道，兩邊是大花臺，正北座落的是一座六間朝南的堂屋，前有檐廊，與從角門進

來的走廊相連，那堂屋的東邊，相連着還有稍小的兩間套房，所以甬道兩邊的房屋並

不對稱，正對着甬道的這間，放着祖宗牌位。

這堂屋的后面，就是第三個園子：后花園。這座大宅院房屋的結構樣式，西宅和

后宅的堂屋都是淮安風火檐式，其他住房都是江南民居樣式。而正宅的四進堂、閣、

廳、樓和東部的廳、軒、堂屋等的建筑和裝飾，就都極爲精致和考究了，比如，已經

有了當時尚少見的大玻璃窗，室内墻壁上有木墻裙。

《圖説》對“畫杉大廳”有一番描述，説是“重檐飛甍，青磚黛瓦，獸頭滴水，

山墻檐口，各有磚彫。廳内向南一面是十八扇高大長格，門檻較高，前巻后屏。中間

（所謂‘畫砂’是將毎竪的柁梁繪有彩色圖案。……正中大梁和毎根椽子都是‘畫砂’

。該文又引述某君的評論： 我見根椽子及前巻先打膚色底粉，再用朱筆描出自然木紋）” “

過淮安丁、何、韋、許四大名門的大廳，雖然高大；近代秦、沈、張、蒋等家大廳，

也很寛敞、精致，但都不如‘畫杉大廳 。由此感嘆： 於此可見 ‘畫杉’在當時’” “ ，

的豪華及其藝術價値了 。”

《圖説》對“蝴蝶廳”的介紹是： 所謂‘蝴蝶廳 ，是在假山院子北面三間朝“ ’

南歇山式建筑。東西向南兩角的屋檐低垂，形如蝴蝶翅膀。下面基石高出於院子三層

臺階，從長廊上去走斜坡，連接該廳的走廊，由走廊正中進内，北面是六扇高大的屏

門，屏門前是一張大條幾，條幾兩頭各放一個白地藍花的落地大花瓶。東山墻有個月

”。洞窗，屏門北面有個小倒座，形似蝴蝶肚子，這倒座有個小印方門。出印方門……

可惜，這些大都不存了，現在的“劉鶚故居”只是殘存的十多間房，不見原貌了。

它是逐漸頽敗的。

清光緒三年 ，劉成忠退官卜居淮安，從此就住在這座宅院里，直到（公元1877年）

1884年去世，歸葬鎭江祖塋。1909年劉鶚辭世，家道開始中落。

據徳馨先兄回憶： 在我六、七歳 時家庭發生變化，房屋遭受人“ （1919－1920年）

爲的敗壞，甚至偸拆變賣 。但是，這應是局部的，而且是暗地里的行爲。因爲他還”

（1929年） （指“畫杉記得： 在我十六歳那年 冬，適逢外公七十大慶，先父母在此廳“

爲其祝壽 。他説這時的這個大廳還很寛敞、精致、豪華。整個大宅大約保持大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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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時爲止，以后就“呼了了大厦將傾”了。

根據以上推斷，1870年到1910年，這座大宅院在劉家手里有着約40年的風光。從

1910年到1930年，約20年它處於風雨飄搖的状態，此后又20年它倒塌了。

“ ，1978年，淮安宿耆季鎭淮先生所見已是慘不忍睹，説： 余少時所見一宅五進者

惟余三間 “余乃感滄桑之變不可名状。問劉府主人，幸得見徳馨令妹徳芳，余語”。

以姓名，徳芳即記余與翟長松爲其兄同學 。我們敬重的徳馨先兄是長房長孫，生於”

茲，長於茲，直到1933年去上海讀書時才離開這里。徳芳先姐是最后一個離開這座宅

院的劉氏后人，她於1983年去世於蘇州，其胞妹徳芬在她之前離開這個宅院。現在，

見證過這座大宅院頽敗的只有徳芬三姐了。去年，她給我寫了一封信，敘述了有關的

情況。

前面説到，從1930年以后這座宅院頽敗了，但是個漸變的過程，而整體的破壞是

從1950年起，東部即整個花園部分最先爲國家征用，后來變成街道工廠。那是一個革

命激蕩的年代，要掃除一切剥削階級的殘留，它自然在劫難逃。在一切事務都被貼上

政治標簽的年月，不管甚麼文化藝術都被褻涜了。

下面是徳芬三姐的信中所述。

正宅部分，子恕公的長子味清公住過，味清公遷居上海后，其次子大臨先生租給

了周恩來総理的六伯周煦芝一家，后來由其子厚基先生收回，以后是長房厚廣先生一

家居住。

1958年“畫杉大廳”以后全部爲國家征用，改建爲花紗布公司，厚廣先生一家搬

到后宅居住。周家租住時，在暖閣里掛了一副對聯 “世守蓮溪愛蓮説 家傳 里采， 糒

芝歌 ，好象很是清高自賞。周煦芝的書法很好，還在墻上寫了一首打油詩 “破樓” ，

破屋破門墻，東倒西歪向夕陽 。説明房屋年久失修，已經很破敗了。”

西宅部分，其中南宅的西居所，鐵云公的三子大縉先生住過，去世時拆了廳房做

喪葬費；南宅的東居所，鐵云公的側室衡氏老太太住過，去世時拆了“大三間”做喪

葬費。其中的中宅，鐵云公的正室王氏夫人住過，鐵云公的六子大綸住過，次子大黼

住過並經手賣給了開飯舗的金之芳家。

后宅部分，正宅被征用后厚廣先生一家遷入，后宅又被征用，厚廣和徳芳搬到二

條巷去住，后來看到“上堂屋”空着，就又搬了回來。季鎭淮先生見着徳芳，就是在

這里，説“惟余三間”就是指這三間“上堂屋 ，徳芳去世后，被別人賣給了街道，”

不到一萬塊錢。臨街的房屋，在后來拓寛馬路時全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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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地寓所略述

（一）江蘇揚州

劉鶚於咸豐七年 生於江蘇六合，時居住在其三姑母卞氏家。具體（公元1857年）

寓址不可考。1884年，劉鶚於父喪后次年，懸壷行醫於揚州，醫寓在木香巷，門可羅

雀，后回淮安。

（二）河南開封

，劉成忠是咸豐二年 進士，與李鴻藻、王文韶等同科，殿試授御使（公元1852年）

授職翰林院編修，改庶吉士，1861年外放任河南祥符縣知縣，改汝寧府知府，1865年

調署開封府，1871年權南汝光道、開歸陳許道。劉鶚幼時到14歳一直隨父在河南任上。

河南各地的寓所，現有據可査的只有一處。現存劉成忠在開封典房的《回頭據》

中説“今典到……鵓鴣市路西公館一所，計五十三間及隨房家具器用 ，具時爲“同”

治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又有一典出《議單》説：因“古風堂劉急於”（公元1872年）

回南，不能等待 ，將該所房屋“出當玉徳堂金名下爲業 ，具時爲“光緒三年十月” ”

二十六日 。”（公元1877年）

（三）山東濟南

清光緒十三年 六月，黄河在開封決口，八月在鄭州決口，釀成空前大（1887年）

災，歴一年仍不治，朝廷震怒，嚴懲各高官，另調廣東巡撫呉大澂署河道総督。在此

緊急時刻，劉鶚前去投效，當年缺口合龍，朝廷大喜，各高官受獎。呉特保劉以道員

留任，提調測繪《豫直魯三省黄河圖 ，到1890年圖成。此間，劉鶚沿黄河測繪，工》

作流動，無定所。現只知道他給河防局総辦易順鼎留下的一個地址：卑職現寓山東省

城西縣巷北首路西陶宅内。

后因魯河亦患 “不與河爭地説”塵上，事關千萬田地、萬千生命，山東巡撫張，

曜擧棋不定，急調劉鶚入魯，委充黄河下遊提調官。三月到任，當年見效，次年再度

安瀾。張曜大喜，留劉鶚寓居濟南，后繼任巡撫福潤再留，此間完成《治河五説》等

著作。在此期間，1891年劉鶚接眷到濟南，寓所在小布政司街、英武廟街。

居濟期間，1892年劉鶚曾據巡撫福潤的奏片去北京，赴総理各國事務衙門考試。

次年，妻王氏病歿，九月，母朱太夫人辭世，劉鶚丁内艱回淮安，家眷仍留濟南。再

次年，母喪服闕，回濟南不久再赴北京，應総理各國事務衙門試，以知府任用，年底

回濟南。次年回北京，結束了在濟南的寓居。

（四）北 京

在北京，寓居宣武門外椿樹下三條趙文恪宅，趙子子衡先生是劉鶚的至友。在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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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從事路、鉱等多項實業活動，參與英商福公司事。曾三下山西，有詩云“一路弦

歌歸日下，百年經濟起關西 ，滿懷壯志，又詩云“不向杞天空墮涙，男兒意志古今”

” ，齊 ，很想干一番事業。還曾應張之洞電邀去武漢，爲修筑蘆漢鐵路事，后失望去滬

旋又返京請筑津鎭鐵路。此間，爲嫁女儒珍曾去上海，説明家眷已居上海，推測從淮

安移家上海是在1896年。在此期間，同時有寓所在宣武門外賈家胡同。

1900年義和拳起，清政府頑固派剛毅等，對凡沾了“洋”字邊的人無一放過，殺

大員多人，又以福公司事參奏劉鶚通洋，請就地正法。劉鶚幸已於年初全眷南返，寓

居上海，得免於難。

是年七、八月，八國聯軍攻陷津、京。劉鶚“九死一生闖北京”辦賑，活人無算。

本人有《命舍羣生賑災人》一文詳記，此處不贅。這次在京住了兩年多。時救濟會設

在東城南河沿大甜水井，劉鶚寓居於此。次年，接眷到北京亦寓此，后遷崇文門外木

廠胡同。同時在城外三眼井有寓所。

賑災后期，同時從事各項實業活動，如議辦隴漢鐵路、大清銀行等等。更有意義

的是，積極搶救收集庚子之亂散失在民間的古物、碑版、甲骨、漢瓦等等。1905年又

從上海去北京，爲海鹽、自來水、電車、京西鉱等事，同時，活動羅振玉入清政府學

部事，住在前門外騾馬市大街板章胡同。住所就是紀曉嵐在《閲微草堂筆記》中説的

北京四大凶宅之一。先祖父説： 此宅有園、有山，花木繁盛。先君愛其芸蔚，租而“

居之 “宅園有小樓一所，謂尤凶，吾家未遷入前，空閑已久 。”。 ”

（五）上 海

1903年，賑災事畢，全眷由北京回滬，寓所在新馬路陳家橋安慶里。羅振玉家在

斜對門。其他家人住在昌壽里。其兄寓所也在昌壽里，1905年卒於斯寓。是年，昌壽

里寓所失火，燒去部分房屋，家人移居永年里。

在此期間，劉鶚依然致力於實業，渉及京西鉱、浙江鉱、江西鉱、織布廠、織綢

廠等等，眞可謂“履辦履敗，履敗履辦”頑強前行。同時以極大的精力於古器、金石、

碑版、甲骨的研究，斬獲頗豐，正是世有《鐵云藏亀 《老殘遊記》之時。》、

1906年羅振玉去北京學部赴任，先祖父大紳夫婦隨去。劉鶚同去，后於八月返滬，

全眷遷出安慶里，移居蘇州。只先祖父的生母一房留上海，仍居安慶里。

1907年劉鶚爲實業事去北京，返回后在蘇州家中過年 ，后回上海，旋（1908年）

爲處理浦口地事去南京。不料，此一去永不再返 。。

五、迪化戌所管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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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緒三十四年六月廿日）1907年袁世凱奉召入軍机，大權在握。次年，1908年

袁挾私誣陷，以“私盗大倉粟”罪，密令兩江総督逮捕劉鶚於南京 “著發往新彊，，

永遠監禁 。廿五日“今日已派員乘坐福安輪押解赴漢 。據” ”（兩江総督電報官房電底）

劉致毛實君信： 弟江寧獲罪起解，七月初歴鄂境，晝夜兼行 。於八月廿七日到蘭“ ”

州，九月七日繼續上路 “至冬臘之交，行迪化道中 ，是年十二月十， ”（同上劉致毛信）

日 到配。（公元1909年元旦）

在戌所寫醫書《靈臺傷感集 。清宣統元年七月初八日》（后改名《人壽安和集》）

中風辭世於戌所，時年五十三歳。間關萬里，幸頼毛實君電新（公元1909年8月23日）

撫袁大化力助，世僕李貴全程護喪 “靈櫬至蘭州，由二先兄奉以返，三家兄及紳迎，

於洛陽，大先兄迎於漢口，以舟車之易，不能不有人預洽也 。”（先祖父大紳先生文）

於次年終抵淮安，安於先塋。

迪化戌所是甚麼樣子呢？説法不一。

曾見一劉鶚年譜的書中説： 監獄不像監獄，而是一所所的小院子，房三間另有“

厨、厠，門上還貼着紅紙條，寫某某公館 。”

新彊宿耆張昉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劉鶚到了新彊只能自投城隍廟，尋一栖“

身之處。當時的城隍廟位於迪化大西門 ，劉鶚被廟内（原新中劇院故址，今新拓大厦）

主事收留，安頓在戲臺底下左側的第三間小房内居住。爲維持生計在廟里應診，重患

者送醫上門，遇有貧窮患者，還免費給藥，因而聲譽傳遍全城，各地患者慕名前來求

他治病，但於1909年底消聲斂跡了 。言之鑿鑿。”

屉上個世紀的五、六十年間，在先父書卓的中間抽 里，一直放着兩張照片，一張

屉是劉鶚着西裝，手扶自行車；一張是劉鶚在迪化戌所的門前。由於抽 里有一册稿本，

宣紙綫裝，先父隨時將自己的即興詩詠謄録在那上面，我常去翻看，同時也就常常看

到這兩張照片，印象深刻。

那張照片上，劉鶚端坐在中間，后面是兩扇閉着的宅門，較之外墻凹在里面，其

上有檐。左扇門的左上角上貼一紙條，寫“劉公館”三字。劉鶚的左邊立着兩個“丫

頭”模樣的女子，右邊立着兩個“書生”模樣的男士。那丫頭自是服侍主人的，那男

士呢？先父告訴我説叫做“清客 ，就是有閑而無着，陪主人吟詠敲棋、空議清談的”

文人墨客。

根據這張照片，看這宅門的形制和陪同的人，我推斷這里實際上是一處普通的民

居，上面的兩個説法都有可取，又都有失偏頗。

顯然 《長篇》的作者定是見到過這張照片的，因爲那“紅紙條”上的三個字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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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出意外，不是能 想象得出來的，作者也注意到了那兩扇門，不像牢房的小門，進而

推測門里定是一個小院子，既是院子，至少要三間房才能圍攏，因此又説“房三間另

有厨厠 ，但流犯不只一個，於是再想象出監獄里有“一所所的小院子 ，可是這哪” ”

還像牢房呢？自己都疑惑了，於是又説“不像監獄”――無法自圓其説。

張老先生説劉鶚那時給人看病，這是完全可能的，因爲劉鶚一生不屈不撓，全力

實踐着自己“養天下”的理念，在身陷囹圄的條件下，這是他的唯一可行，而且他原

來有過懸壷的經歴，現在又正在寫醫書。爲了方便羣衆，他在城隍廟里擺攤施醫也是

完全可能的，而且地點就在廟主事“安頓……的第三間小房内 。也正因此，劉鶚在”

迪化有了名聲，大概爲很多人所見，就有了傳聞，只不過誤以爲他就住在那里罷了。

或許有人見過劉鶚在那里過夜，也有可能，那大概是這天病人太多，忙不過來，或是

遇到特殊的病症，不敢離開。但説他“只能自投城隍廟，尋一栖身之地”以“維持生

計 ，則是一個善良的解釋。”

破解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的頭腦里不能先有一個“監獄”的概念，再去設

想那時流人的處境和生活。張老先生的所説已經告訴我們，流犯到了迪化是自尋栖處，

不是監禁。這些欽犯原來都是官員，到配后如何安頓，要看自己的關系和財力，反正

地處邊遠，横亙着浩瀚的戈壁大漠，險峻的雪山深谷，跑不出去。這在周軒先生著的

《清代新彊流放研究》一書中，可以看到很多的例證，反之未見到過被關入監獄、蹲

班房的個例。

且不説那些被“發配新彊，永不敘用”的清代宗室依然花天酒地，有的還蓋園子，

蓄女人。流人、天津紳士温世霖寫的《昆侖旅行日記》中説： 余在臬署，見發遣各“

官無不翎頂輝煌 。流人、廣東南海知縣裴景福在《河海昆侖録》中寫，到配后“向”

迪化知府請示管束之法，答云： 到了迪化，即算完事，見過大帥，靜候派差，別無‘

話説 。流人、京報記者彭翼仲“雖是強令監禁，但有家眷，特在衙署内另蓋一屋’”

使其居住 。”

裴景福在另一篇文章中寫到劉鶚，説： 鐵云久以鑑藏名海内，戊申謫戌，與余“

同難，一見如舊相識，時從暢敘 。得知劉鶚突然去世，他急忙赶去“余往哭之 。” ”

可見，流人之間，相互走動並不管束，且言談自由。哪里有甚麼監獄呢？更何談那里

面還有“一所所的小院子”呢？

時劉鶚姻親毛實君任甘肅巡撫兼代理甘陝総督 。劉在（劉之次子大黼娶毛之四女）

給毛的一封信中寫到解送途上“弟去年來時，蘭州押解委員、典使劉玉亮沿路照料甚

周 。路上如此，住地定亦然，毛實君必定拜托了新彊巡撫聯魁予以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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蕙孫先伯藏有一份新彊巡撫《遵旨査辦官犯奏稿 ，列“軍流官犯”32名，按到》

配年月爲序，第30名是“知府劉鶚 ，第24名是周恩來総理夫人鄧穎超的父親“遊撃”

鄧廷忠 。上面提到的“通判彭詒孫即彭翼仲”是第22名 《奏稿》説他們“均屬安” 。

靜守法，別無過犯。……察其悔過自新，實堪矜憫 。特“開單恭呈御覽，伏候施”

恩 。可見，聯魁是在爲他們説情，不會爲難，只會給以幇助。如是，劉鶚租住一處”

民居是所自然。可以斷言，無論如何，哪朝哪代也不可能讓四、五個好人，陪着一個

犯人住在監獄里，還獨門獨院，何況“房三間”也住不下，還有世僕李貴。反過來，

夠若是一個人蹲班房，一人一間就 優待了，何要“房三間”？所以，劉鶚在迪化的戌

所是一處普通的民居。推測：正房三間，兩側還有廂房，圍攏一個小院。

順帶説一下，那32人名單上的人，除了劉鶚和鄧廷忠因病客死迪化，其他人后來

都取道甘陝返回。裴景福方才對劉鶚的去世“悲未幾 ，不久就“東歸過蘭州，遇其”

長子扆仲 於毛實君方伯署内 。此時，大黼是去迎靈（注：即大黼，此其字，應爲次子） ”

的。還有，32人名單上沒有1901年應八國聯軍的要求，慈禧下令“均革去爵職，發往

新彊，永遠監禁”的肇禍官員載漪、載瀾。但是后來知道，載漪於辛亥后，攜眷借道

西伯利亞，回到沈陽。

夠劉鶚沒有能 回來，成爲他波瀾一生的悲壯結局，令人無限痛心，無限遺憾。他

在迪化戌所離去，在新彊人民中留下了深遠的影響，令人深爲感慨，深爲景仰。 

（劉鶚生於1857年9月29日，清咸豐七年九月初一日，謹以此文紀念劉鶚誕辰150周年）

劉徳樞丁亥谷雨於蓉城

（ ）LIU Desh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