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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六年（ 1728 年），护军参

领郎坤向皇上递了一份奏折，结
果倒了大霉，遭遇“革职，枷号三
个月，鞭一百发落”的严厉处置。
他犯了什么大错？奏折中有句话

“明如诸葛亮，尚误用马谡”，坏就
坏在这“援引小说陈奏”。

在奏折里为什么不能提小
说？因为小说是当时的重点打击
对象，皇上带头不喜欢，郎坤不触
霉头才怪。

清廷反感小说并非无因。有
清一代，禁毁小说作为官方行为，
呈常态化存在。

在金庸的《鹿鼎记》中，天地
会是贯穿始终的“敌对势力”。它
在历史上真实存在，主要由游民
组成。会众流动性强，需频繁联
络，同时又要避免官府中人混入
组织。所以，他们以地下活动为
主，有各种秘密“切口”。因为会众
普遍文化素质较低，切口既要复
杂保密，又要易接受，因此多脱胎
于通俗小说。

天地会还有自己的创会史，
在这个虚构故事里，有抵抗外侮，
有奸臣陷害忠良，也有一百零八人
的群雄大聚义，带着许多通俗小说
的影子。它随着天地会的发展逐步
充实内容，在清末民初的《中国帮
会三百年革命史》中，已长达数万
字，成了货真价实的小说。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对思想钳
制最烈的一个朝代，文字狱与焚
毁书籍，都是统治者的武器。清廷
禁毁小说，主要是为了统治需要，
以封建道德控制民众思想。

有清一朝，禁毁书籍与奴化
教育始终并行，最终使得清朝成
为中国古代史上对传统风骨和人
性摧残最烈的一个朝代。

禁小说是毁书的一部分

提起清朝的文化建设，许多
人都会拿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
说事儿。但所谓“全书”，非但不
全，在四库之外的，许多都要遭遇
被毁命运。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
库全书》纂修工作启动，首先是对
全国书籍进行大清查。乾隆认为

“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
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
语”，故打算借清查之机，一举予
以销毁。

这次大清查焚毁书籍无数，
行动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才
告一段落。在此期间，销毁书籍

“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
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其中
以集部书占多数，史部书籍亦“灾
情惨重”，吴晗曾称：“清人纂修

《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小说当然也难逃焚毁厄运，仅

在1779年到1882年间，就有多起例
子。如1780年1月，两江总督萨载上
奏，焚毁小说数十部，其中包括讲
述甲申之变的《剿闯小说》。1781年2
月，萨载再度请奏焚毁小说数十
部，其中《樵史演义》“纪天启崇祯
事实，中有违碍之处，应请销毁”。

无独有偶，那年11月，湖南巡
抚刘墉（就是大名鼎鼎的刘罗锅）
也上奏，称《樵史演义》“虽系小说
残书，于吴逆不乘名本朝，多应冒
犯。应销毁”。1781年11月，又是刘
墉上奏，焚毁小说八十余部，其中
包括了著名的《英烈传》，这部小
说讲述朱元璋开国故事，自为满
清所不容。1782年7月，江西巡抚郝
硕奏缴12种书籍，其中包括以岳
飞为主角的《精忠传》，而关于岳
飞的最知名小说——— 钱彩的《说
岳全传》，不久后也遭禁毁……

清代的书贩

▲线装版的红楼梦

防《水浒》，防造反

清朝最早提出禁通俗文学
作品，是在顺治九年（1652年）。
当时清廷颁布禁例：“琐语淫
词，及一切滥刻窗艺社稿，通行
严禁。违者从重究治。”康熙登基
不久后又再次宣告此禁例。所谓

“琐语淫词”，指有伤风化的剧本
和小说。当时环境尚算宽松，被
禁小说仅两本，一是李渔的《无
声戏二集》，一是《续金瓶梅》。但
前者被禁，多少带点政治色彩，
预示着满清政府禁毁小说的真
实动机也许并不单纯。

据载，《无声戏二集》在刊
刻时，曾得时任浙江左布政使
张缙彦的资助。其中有关于张
缙彦本人的情节，指李自成攻
陷北京时，时任明朝兵部尚书
的张“吊死在朝房，为隔壁人救
活”，得“不死英雄”赞誉。顺治
十七年（1660），御史萧震弹劾张
缙彦在小说中自我标榜，张最
终遭遇籍没、流徙宁古塔的命
运。这张缙彦也是活该，降李自
成，降清，活脱脱三姓家奴，既
然如此，老老实实就算了，还为
自己盖“贞节牌坊”，时常以明
朝遗臣自居，清廷自然会对这
种沽名钓誉之徒开刀。

《续金瓶梅》的作者是丁耀
亢，官方说法是“经查阅该书，
虽写有宋金两朝之事，但书内
之言辞中仍我大清国之地名，
讽喻为宁固塔、鱼皮国等”。

康熙以前禁的都是黄色小
说，但在康熙收复台湾后，开始
对小说界全面开战。当时，清庭
三管齐下，一方面大力推行奴化
教育，一方面大肆制造文字狱，
另一方面则打着“端风俗、正人
心”的旗号，加强对小说的管制。

乾隆十八年（1753年），乾隆
下谕，禁止将小说译成满文，理
由是满人一向单纯淳朴，小说
会把他们教坏。次年，福建道监
察御史胡定上奏，目标直指《水
浒传》，认为此书“以凶猛为好
汉，以悖逆为奇能，跳梁漏网，
惩创蔑如……市井无赖见之，
辄慕好汉之名，启效尤之志，爰
以聚党逞凶为美事，则《水浒》
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奏请将
此书焚毁禁绝。

乾隆自己也对《水浒传》很
是忌惮，那年初，广东东莞莫信
丰和增城王亮臣分别聚众起
事。七月，直隶、山西又相继奏
报邪教案。乾隆的看法是“愚民
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
看此恶书所致”。于是，《水浒

传》成了“教诱犯法之书”，在全
国范围内遭到严禁。这也是清
政府第一次明确以“社会动乱
根源论”的旗号查禁小说。

清代两次最大规模的农民
运动，一是太平天国，一是义和
团，二者都有不少小说演义的
痕迹。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原
为永安州书吏，身份与宋江类
似，他也以宋江自期，号小宋公
明。在义和团运动中，拳民以为
只要念动咒语使神附体即可刀
枪不入，多少也是受了《封神演
义》的影响。

除了害怕百姓读小说造反
之外，清廷对洋人也十分警惕，
严禁西方传教士利用小说传
教。雍正年间，法国传教士马若
瑟发明了“以小说传教”的模
式，编撰章回小说《儒交信》，将
天主教义与儒家学说融合，加
强传教效果。嘉庆十年（1805），
朝廷下谕，严禁西洋人刻书传
教。嘉庆十八年（1813）更是发生
了一件大事，天理教众“夺门犯
阙”，朝野震惊。不久后，嘉庆便
下谕，严禁民间结会拜会及坊
肆售卖小说，年底又下旨禁止
开设租赁小说的书肆。这标志
着清廷的禁书从单纯的毁书发
展到了流通领域。

管制不能阻碍小说繁荣

清政府查禁小说的重点，
一是“诲淫”，一是“诲盗”，后者
的代表是《水浒》，前者指的则
是所谓的“淫词小说”。

首先发难的是曾任江宁巡
抚的汤斌，这位被康熙盛赞的

“名儒”，任上强调正风俗。康熙
二十五年（1686），他颁发告谕，
查禁淫邪小说，称不法商人为
赚钱，刊印那些色情文学，导致
小年轻心猿意马，败坏世风。

次年，给事中刘楷上奏，称
“淫词小说，犹流布坊间，有从
前曾禁而公然复行者，有刻于
禁后而诞妄殊甚者。臣见一二
书肆刊单出赁小说，上列一百
五十余种，多不经之语、诲淫之
书”，希望能彻底禁绝。

康熙同意此说，再度展开禁
书运动。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
他下谕禁绝淫词小说。对刊刻者
施以大棒：“如仍行造作刻印者，
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
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
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
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
用。”处罚规定被收入《大清律例》
卷二十三刑律贼盗的条款中。

但禁例所约束的往往只是

规矩人，包括有职业操守的书
坊、一流的作家，后者的代表人
物是李渔和烟水散人徐震。可是
胆大妄为、品流低俗者却不管这
一套，仍大肆编撰出版淫词小
说。这些小说多为抄袭或拼凑，
水准低劣。对于书籍出版业而
言，清廷禁毁书籍带来的影响反
而不大。在当时经济最为发达的
江南地区，书坊众多，涉猎也广，
经史子集、科举“参考书”等，都
在刻印范围内。色情小说因其读
者广泛，更畅销不衰。

嘉庆十五年（ 1810 年），御
史伯依保奏请查禁《灯草和
尚》、《肉蒲团》等几部小说。这
位御史谏言的本意是重视思想
控制，博取领导欢心，结果马屁
拍到了马腿上。

数日后，嘉庆称这些都是老
三篇了，新编之“语涉不经”的小
说则不见奏闻，明显是“没话找话
说”，摆忠心，没实质，皇帝骂他年
老平庸还妄思升用。这事儿固然
是笑话，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当时
的小说出版市场，不仅旧本翻印
无法禁绝，新作还不断问世。

民国学者张秀民曾考证，
清代苏州有书坊53家。其实，实
际数字远多于此，道光十七年

（1837年），苏州告示收缴淫书，

具立议单的书坊就多达65家。
许多被禁的“艳情小说”，

确实与满清一向提倡的道德观
念不符。比如大量描写婚外情的

《醋葫芦》、描写同性恋的《品花
宝鉴》、描述妓院生活的《九尾
龟》等。但另有一些作品，主题并
不淫秽，仅仅涉嫌低俗，也遭禁
毁，比如以“唐伯虎点秋香”故事
闻名后世的《三笑姻缘》。

即使是奇书如《红楼梦》，
命运也极坎坷。《红楼梦》诞生
后，有多种抄本流传，但长时间
未能刊刻，显然与乾隆年间禁毁
书籍的大潮有关。在刊刻后，尽
管其甲戌本有“此书不敢干涉朝
廷”的声明，仍难逃被禁命运。

讽刺的是，在禁书过程中，
满清统治者尽管口中冠冕堂
皇，却“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
姓点灯”，他们口中的“淫书”，
往往是最流行的“内部刊物”，
宫中流传下来的《金瓶梅画》，
就盖满了乾隆御览之印，这位
乾隆皇帝，恰恰是最喜欢炮制
文字狱和焚毁书籍的一代帝
王。《金瓶梅》也非满清贵族的
禁书，而是“人皆争诵”。至于

《红楼梦》，慈禧太后便是“红楼
迷”。种种荒唐，似已注定清朝
的命运。

小说管制变成笑话

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
清政府对小说的管制也渐
渐失控。

清朝后期最大的一次
禁毁小说行动发生在同治
年间，主角是洋务名臣丁日
昌。此时的清政府刚刚镇压
了太平天国运动，总结此次
动乱，许多大臣仍是老调重
弹，将罪名加于《水浒》。时
任江苏巡抚丁日昌于同治
六年（1867年）奏请禁毁小
说，意图以道德约束百姓，
自然甚得上意。同治下旨，

“邪说传奇，为风俗人心之
害，自应严行禁止，着各省
督抚饬属一体查禁焚毁，不
准坊肆售卖，以端士习而正
民心。”

不过，此时的清朝简直
是“百废待兴”，地方大员们
压根没空响应号召，唯有丁
日昌所辖的江苏展开行动。
他 为 此 特 设“ 淫 词 小 说
局”，筹措经费，出钱收缴
淫词小说，集中销毁。颁布
告示中写道：“淫词小说，向
干例禁；乃近来书贾射利，
往往镂板流传，扬波扇焰。

《水浒》、《西厢》等书，几于
家置一编，人怀一箧……
严饬府县，明定限期，谕令
各书铺，将已刷陈本，及未
印板片，一律赴局呈缴，由
局汇齐，分别给价，即由该
局亲督销毁。”他先后两次
开列应禁书目，各类共计达
到265种之多。

在丁日昌开列的禁毁书
单中，有著名剧本，如《西
厢》、《牡丹亭》等；有文言小
说，如《情史》、《子不语》等；
还有描述性生活的“涉黄”
小说，如《昭阳趣史》、《玉妃
媚史》、《春灯迷史》、《巫山
艳史》等；有才子佳人小说，
如《金石缘》、《品花宝鉴》
等；有公案小说，如《龙图公
案》、《清风闸》等；有神魔小
说，如《女仙外史》、《绿野仙
踪》等。此外，《三国演义》、

《水浒传》、《金瓶梅》及其续
书、《红楼梦》及其续书也都
在列。

甲午战争后，举国震动，
救亡图存之念深入人心，加
上报刊这种新型载体的盛
行，现代小说开始出现。尽管
戊戌变法后，清廷一度钳制
言论，波及小说，也难改大趋
势。庚子事变后，报刊在租界
内发展更为蓬勃，小说成了
主要的启蒙方式，如林纾译

《黑奴吁天录》，梁启超在日
本创办的《新小说》杂志，都
具历史意义。

可笑的是，直到清朝即
将灭亡之际，仍有人提出禁
书。宣统元年（1909年），四川
咨议局通过一项《发起通俗
教育社》的议案，其中也提
到小说，认为“中国小说善
本绝少，非淫乱则荒唐，其
最烈者如《西游》、《封神》等
书，启人迷信，积之又久，以
致有义合拳、红灯教之结
果”，认为“应行禁止”。但此
时，上海各大书局发展极
快，竞相翻印传统小说，小
说大量普及，禁毁就成了装
模作样的笑话。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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