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代刘绘《象棋歌赠广平曹起》诗考述 

张如安 

                    

    明代中期开始，我国的象棋活动出现了复兴的局面。原

本多为芸夫牧竖所喜爱的象棋，成功地吸引很多上层人士的

注意。他们不仅积极与象棋艺人交往，还乐在棋中，为象棋

的发展推波助澜。李开先、刘绘、陆深无疑是这一时期喜爱

象棋的文人代表，他们写下的一些象棋诗，成为我们考证晚

明象棋发展的宝贵史料。李开先的象棋活动与象棋诗已经广

为人知，但李开先的好友刘绘的象棋活动及象棋诗却湮没无

闻。本文拟通过深入考证刘绘《象棋歌赠广平曹起》诗，借

以勾勒嘉靖时期北方象棋的发展格局。 

一、刘绘的生平 

刘绘（1505—1573），字子素，一字少质，河南汝宁府

光州（今潢川）人。少年时能力挽六挽之弓，击剑蹴鞠，校

猎纵酒，挝鼓亢歌，喜通轻侠。又好诗文，声满中原，至有

“河岳英灵”之誉。嘉靖十年（1531）中举，十四年（1535）

进士，授行人，选户科给事中转刑科右给事中。后因弹劾首

辅夏言，至夏言罢相，刘绘亦因此出守重庆府。《四川通志》

卷六《刘绘传》记载：“抗疏剀切，不避权贵，迁知重庆府。

平易近人，时有‘清介府主与民同乐”之谣。”及夏言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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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为排斥异己，遂嗾言论罢之，罢职的理由是刘绘“饮酒

酣歌，自称豪侠。当场蹴踘，旁若无人。广聚生徒而要誉，

多张燕会以慆淫”。1刘绘门人方显称其“年四十归田”，则

刘绘归田在嘉靖二十四年（1545），较李开先（1502—1568）

嘉靖二十年（1541）罢官略迟数年。 

    刘绘与李开先（1502—1568）为好友。钱谦益《列朝诗

集小传》丁集《刘重庆绘》传云：“成进士，与李开先、唐

顺之、赵时春为文章意气之交。”刘绘有《访李吏部中麓不

遇》诗云：“春风几度客京华，每遇寻君不在家。日暮垂鞭

独归去，宜春苑里见梅花。”2这是刘绘在京多次造访李开先

的明证。刘绘、李开先皆因夏言而罢职家居，李开先在嘉靖

三十五年（1556）六月六日夜作《九子歌·刘嵩阳绘》云：

“皇家设谏垣，胜任实为难。不专王言出，百职要绳弹。夏

相昔贪纵，独能发其奸。奏疏虽留中，丰采动朝班。出之守

远郡，民乐安管弦。台臣势方张，就闲已为宽。我事与君同，

不为彼所欢。我归负耕耒，君归执钓竿。兼能为辞赋，独步

登骚坛。侧闻环溪胜，无缘一纵观。安得如飞鸟，南翔假羽

翰。两送吴生去，临风徒自叹。”3李开先在此历叙刘绘弹劾

夏言而落职的经历，并称“我事与君同”，足见两人惺惺相

惜之意。两人罢官之后，虽然难有会面机会，但所作所为却

是惊人地相似。李开先归田之后，兼营农商，为“农商兼济
 

1
朱彝尊《明诗综》卷 47，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
 刘绘《嵩阳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3
 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卷 1，见《李开先全集》（修订本）上册第 62—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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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堂”撰对联云：“数口农业数口经商糊口何多术也，一心

务本一心逐末是心孰使然哉。”可见他本末兼顾，经营有方，

经济收入丰厚，才能蓄养宾客。他的闲居生活很丰富，“每

日或按乐，或与童子蹴毬，或斗棋”。4刘绘归田之后，“讲

范白之术，取负郭水田，疏为大壑，种鱼万头，牧马山庄，

得良驹六十匹，又责僮往来徐扬货布及盐课入息，以给宾

客”。5此处所云“范白之术”，指的是我国商祖范蠡、白圭

的经营之道。刘绘极富经济头脑，凿水池养鱼，立山庄养马，

还派遣僮仆到徐州、扬州销售布匹，并兼营盐业，以善于经

营农商闻名。他以丰厚的经济收入，蓄养了一批宾客，其中

不乏象棋名流。事实表明，章丘、光州两大象棋中心之所以

存在，李、刘两家优厚的经济条件起到了很大的支撑作用。 

    刘绘著有《嵩阳集》，亦名《嵩阳春咏》，乃其门人方显

等抄录编辑而成，有嘉靖三十七年（1558）孟春方显跋云：

“甲寅以来，遇春和多偕客携壶郊游，行三五十里，朝出暮

归，笑谈尽日。抚景抒怀，间发歌诗，显及同门辑录成帙，

盖十之二三也。谋之长公玄子，手书锓梓以传，题为《嵩阳

先生春咏集》。”此所云“甲寅”即嘉靖三十三年（1554）。

据此，刘绘《嵩阳集》中的作品多为嘉靖三十三至三十六年

间所创作。 

 
4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杂记》。 
5
 朱彝尊《明诗综》卷 47，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按，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叙其罢职之后

状况云：“乃浚治陂池，种鱼十万头，堤树千章，尽有兼葭、菱藕、牛羊、豚豕之利。又责僮易盐鬻马，课

其入息。身与侠少年射猎熊山下，得禽治酒，自撰歌曲，以娱其母。晚年酷好搏蒲，病痿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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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刘绘的好棋与棋诗 

刘绘从小多才多艺，颇留心各类艺能之技，又特喜欢

下棋。《嵩阳集》卷一《雪夜与继善王子对局》诗云：“瑞雪

舞春筵，探钩夜不眠。阁中逢帝子，局里对神仙。醉兴频浮

白，枯思已入玄。梅风摇绛烛，鹦鹉任高传。”此诗表明刘

绘确实好下棋，只是在诗中未明言对局的棋种。刘绘又有《元

宵灯下与苏州吴举人对局》诗，其“踏回明月影，歌转落梅

风。莲炬分华席，楸枰映绛笼”云云，所写显为围棋。值得

特别注意的是，刘绘还有一首《象棋歌赠广平曹起》诗，堪

与李开先创作的前、后《象棋歌》相媲美，有非常重要的文

献价值。李开先的前、后《象棋歌》收在《李中麓闲居集》

卷一，是其嘉靖二十年（1541）夏月免官归乡之后所作。考

李开先《前象棋歌》云：“乃是旧识名吴唐，京国别来今数

载。”则知《前象棋歌》乃是其离开京都数年后再见吴唐时

所作，设若“数年”以五年左右计，则《前象棋歌》当作于

嘉靖二十五年（1546）前后。考李开先孙李瓒、李瑛辑校《先

太常年谱》嘉靖三十三年甲寅条云：“大父精象棋，称天下

第一，自扁棋台一联曰：‘四海皆为奔北将，三齐独示指南

车。’汝宁嵩阳刘先生是岁《春游集》中赠广平棋士曹起歌

云：‘批亢残局三百势，传自山东李少卿。’”6据此知刘绘《象

棋歌赠广平曹起》作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李开先曾说：

 
6
卜键笺注《李开先全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2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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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相知以为先是以棋投谒者，俱赠之诗。”7而刘绘亦以诗

赠曹起等人，这既充分表明了作者对象棋艺人的尊重，亦成

为象棋艺人交接士人的有力凭证，以及日后投谒、谋生的可

靠资本。刘绘《象棋歌赠广平曹起》的作年虽迟于李作，但

将两者对读，却能考证出许多象棋史上被湮没了的史实。为

论证的方便，兹先将刘诗抄录如下： 

少年好剑更好奕，草阁交谈半方客。 

天涯落魄问姓名，斗智争先相络绎。 

年来懒慢百事废，玄洲日与鸥鹭对。 

门前苔花屐齿稀，尽把声名付此辈。 

朗山豪客吴祥云，渔阳陈真已从军。（真投赵总

戎门下。） 

吴堂结交陆学士，（吴堂，正阳人，陆学士深常

携游京师。）三子绝技应空群。 

儒生欢口家计疏，梦中著势皆成书。（郑州欢秀

才好象棋，囗梦与人对局，醒时纪其巧妙，著千余势，好事

者刻传，名《梦入神机》。） 

羽林但说蔡千户，当场惯使双囗车。 

北地曹起新有名，桃源出手皆能精。（象棋谱有

《桃源精选》）。 

批亢残局三百势，传自山东李少卿。 

 
7
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卷 4，见《李开先全集》（修订本）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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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江湖任意走，市儿侠子争相候。 

逋荡花费不住钱，身上蓝缕一无有。 

朅来觅敌临花前，博客分赌开疏帘。 

拂袖轻迎不着意，恍如黄鹊抟风烟。 

欣然一笑发清机，伏子藏兵算不违。 

已惊步卒无坚壁，更讶将军几出围。 

云车霹雳电下掣，炮火交加霜倒飞。 

暗失一路众皆笑，须臾格先见窈妙。 

横槊夺矟人所骇，单骑斩将谁能料。 

吴郎当局但摇首，被窘输筹坐蒙诮。 

雄不必拥戟龙沙垣，健不必飞镝平陵园。 

令观春窗曹子临局意，使我雕鹗意气重飞翻。8 

     

 
8
 刘绘《嵩阳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此诗有少量模糊不清之处，未来当据《刘嵩阳先生集》二十

卷版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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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绘《象棋歌赠广平曹起》诗书影） 

 

    刘绘此诗开头八句叙述自己喜好象棋的经历，大致可以

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少年”时期。他说自己从小就

爱击剑，更爱下象棋。来到我家草阁交谈的多为方客。所谓

“方客”大致有两层意思，一指四方宾客，二指术艺之客，

包括剑客与棋客在内。第二阶段是“天涯落魄”之时。此当

指出守重庆府而言，重庆对刘绘来说堪称“天涯”。如果指

罢职家居，“天涯”两字就无从着落。刘绘到重庆后，四方

棋客访其姓名，络绎而来，斗智争先，不亦乐乎。第三阶段

是“年来”，指罢职家居之后。方显跋云：“年四十归田，即

与亲厚作会，相为宴乐。每云山林快意之日以十数计，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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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七，读书居三，即可谓尘世羽化矣。”
9
下象棋即是其快意

人生的表现方式，这与好友李开先罢职家居后的人生经历完

全相合。李、刘归田之后，都致力于象棋活动。李开先曾有

题自家棋台的对联云：“四海皆为奔北将，三斋独是指南车。”

“棋局酒杯消日月，笔床茶灶度朝昏。”
10
又题贤己斋云：“恨

无妙药医俗瘦，剩有高棋敌睡魔。”
11
又题三宜楼云：“诗酒

棋三般颇解，月雨雪四序咸宜。”
12
题已焉斋云：“饶子着棋

自出洞门无对手，避人解印曾离乡井有归心。”
13
又有散对云：

“秉烛观棋熬病眼，敲冰煮茗润诗肠”、
14
“著棋聊遣兴，中

酒暂忘忧”、
 15
 “算多棋必胜，愁极棋难降”、

 16
“终日敲棋

高手尚然饶一马，前年判袂知心不见惠双鱼”。
 17
《中麓山人

拙对》编刻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冬，反映了其嗜好象棋

的心态。但李开先有时觉得对局太劳人心神，故屡有戒棋之

想，刘绘则更愿意将下象棋作为快意人生的表现方式。因此

他说自己家居之后，一度没有心思游园赏花，而将大量精力

化在交接棋客身上，此即“尽把声名付此辈”之意，如此，

刘绘故乡光州成为当时与山东章丘遥相呼应的又一象棋中

心。刘绘晚年经营农商致富，有条件蓄养宾客，这也为其认

 
9
刘绘《嵩阳集》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0
 李开先《中麓山人拙对》卷上，卜键笺注《李开先全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688 页。 

11
李开先《中麓山人拙对》卷上，卜键笺注《李开先全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696 页。 

12
 李开先《中麓山人拙对》卷上，卜键笺注《李开先全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698 页。 

13
 李开先《中麓山人拙对》卷上，卜键笺注《李开先全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715 页。 

14
 李开先《中麓山人拙对》卷中，卜键笺注《李开先全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801 页。 

15
 李开先《中麓山人拙对》卷中，卜键笺注《李开先全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836 页。 

16
 李开先《中麓山人拙对》卷中，卜键笺注《李开先全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842 页。 

17
 李开先《中麓山人拙对》卷中，卜键笺注《李开先全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8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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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诸多一流象棋高手提供了经济上的便利条件。刘绘诗的开

头八句既是叙自己的下棋经历，也为下文记叙当世象棋活动

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背景。 

三、刘绘诗中象棋手考释 

刘绘说自己归田以后“尽把声名付此辈”，那么“此辈”

又是些什么人呢？刘绘《象棋歌赠广平曹起》诗顺次记叙，

为我们提供了他所交结的、或曾经出入光州刘宅的一批象棋

名手的名字、籍贯以及活动信息。刘诗提到的棋手共计 6 位，

笔者结合诸多资料，分别考述如下： 

1、曹起。曹起是刘诗中的主角，从题目可知其为广平

（今河北邯郸市）人。此人曾为李开先门客，李开先传授给

他三百残局势，故刘诗云：“批亢残局三百势，传自山东李

少卿。”此所云“批亢”即批亢捣虚之略写，意谓扼其要害

而击其空虚，语出《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夫解杂乱纷纠

者不控卷，救斗者不搏撠，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

耳。”“山东李少卿”则指李开先，因李开先曾官至太常寺少

卿，故云。李开先《前象棋歌》也提到了此人，所云“屡会

朱相与曹杨”，曹即曹起。从刘诗看，曹起比较年轻，长期

行走江湖，为民间的市儿侠子所欢迎。但曹起因为四处游荡，

花费较多，积不下钱，以至于常常弄得衣衫褴褛。他又喜欢

赌棋，靠赌局上的赢棋维持生计。显然，曹起为人率性放纵，

不受传统伦理的约束，似可与晚明个性解放的风潮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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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起下棋，算路精妙，善于伏子藏兵，常人看来“暗失一路”，

实际上却是“格先”下法。其在光州刘宅与吴郎对局，吴郎

不是他的对手。这个吴郎很可能是指吴堂。 

2.吴祥云。刘绘称其为“朗山豪客”，考徽州府婺源县

有朗山，吴祥云或为该地人。刘绘《送棋客吴祥云赴三关赵

总戎幕下》云：“星门昨夜耀龙文，大将横戈正立勋。鹿塞

不传青海箭，渔阳新练水犀军。碧幢夜啸楼前月，赤帜朝翻

阵外云。远客莫辞千里去，满堂珠履喜迎君。”
18
可见棋客吴

祥云后来入三关赵总戎幕府。明代以雁门、宁武、偏头为外

三关，在今山西太原之北。考刘绘《嵩阳集》有《赵总兵卿

见收》诗云：“搏兔鹰睛勇冠军，金鈚随雁没寒云。可怜白

发冯唐老，谁为飞书叩帝阍，”这显然是为赵卿鸣冤之作。

据《明史·本纪》，嘉靖二十年（1541）八月，俺答、阿不

孩、吉囊分道入寇，总兵官赵卿率京营兵、副都御史翟鹏理

军务御之。刘诗所谓“渔阳新练水犀军”，大概是指赵卿率

领的京营兵。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记载：“（嘉靖）二十

七年春正月，北虏寇天城。秋八月，虏寇拒墙。总兵官周尚

文击破之。九月，虏寇隆庆。总兵赵卿败绩。二十八年春二

月，虏寇滴水崖。而赵卿惧不敢前，督府劾之。”赵卿即因

其事而获罪见收，翁万达奏以大同总兵周尚文代其职。刘诗

 
18
 刘绘《嵩阳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按朱彝尊《明诗综》卷 47 选录此诗，题作《送吴祥云赴赵总

戎幕》，失掉了“棋客”的身份信息，且“星门”作“天门”，“鹿塞”作“上谷”，“碧幢”作“金驾”，文

字多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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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三关赵总戎即总兵赵卿，
19
《送棋客吴祥云赴三关赵总

戎幕下》必作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之前。 

3.陈真。刘绘称陈真的籍贯为渔阳，当指渔阳郡。渔

阳郡故城在今北京密云县西南，明为燕京之地。考李开先《前

象棋歌》中云：“蔡荣陈珍有职守。”这个陈珍当即刘绘诗中

的陈真。古人的姓名书写有时很不规范，常见有谐音写法。

即以古代宁波人为例，如《宝庆四明志》中出现的王元暐与

王元纬实即同一人，“暐”与“纬”谐音；明初鄞人杨范诗

题中有“楼睦中”，即“剡源八杰”之一的楼穆中，“睦”与

“穆”谐音；乌斯道《赠杨允铭小篆歌》中的杨允铭，在郑

本忠《安分斋集》卷三《时敏记》中作“杨允名”，“铭”与

“名”谐音；元末明初著名风水地理师目讲僧，一作幕讲僧，

“目”与“幕”谐音；清代慈溪人叶燕号次安，但在清抄本

《达生广义》中却作“次庵”，“安”与“庵”谐音。还应考

虑到另一种情况，象棋为古代贩夫走卒者流喜爱的活动，他

们识字率低，人名写法就不一定规范。如笔者出生在偏远的

海岛农村，海岛农人识字率低，故父母给我取的名只是一个

音，遇到报名填表时，就各有不同写法，或登记为树安，或

写作如安，“树”与“如”亦取其方言谐音而已。陈真与陈

珍、吴堂与吴唐的书写之异当亦是以上情况的一种。且在古

代，真珠即珍珠，“真”与“珍”有时可通用。陈真为渔阳

 
19
 考《明史》，同时代北方总兵官姓赵者只有赵卿一人。另有副总兵赵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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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陈珍为燕京人，籍贯亦相合。因此，陈真即陈珍当是

可以确认的。考李开先有《赠棋客陈国用》诗，小序云：“燕

京人陈珍，字国用，围棋、双陆皆可，独以象棋擅名，举世

无与抗衡者，惟张希秋尚未有会。为避小嫌，出京僦馆章城。

有友人荐之德府，与希秋相较，亦胜之矣。”
20
陈珍在京城可

能得罪了某人，只好“为避小嫌”，暂离辇下，来到了山东

象棋中心济南府章丘。李诗所谓德府，即山东济南之德王府。

德王府规模宏大，建筑豪华。崇祯《历城县志》卷三“公署”

记载：“德（王）府：济南府治西，居会城中，占三之一。”

据《明史》，嘉靖十八年（1539），德庄王朱佑榕病逝，由其

孙恭王载墱（？—1577）嗣位。德王府内朝朝宴舞，日日笙

歌，但却非一般人所能进入，陈珍却幸运地因荐而得谒王侯。

陈珍之幸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明代藩王体制演变的必然结

果。明代自成祖靖难之后，藩禁日严，各地藩王为求自保，

既要表明自己心无异志，亦为消解生活的无聊，故多寄情于

琴棋书画之中。故此明代诸藩殊多艺术人才，其中不乏钟情

棋艺者。就棋诗而论，前期有周宪王朱有燉（1379—1439），

曾作《拟不如来饮酒四首》云：“羡我霜髯老，逢时正太平。

园畦频点检，书画悦心情。绿竹栽些个，红棋着一枰。不如

来饮酒，且莫问输赢。”
21
典型地传递了其寄身清闲的心态。

他所说的“红棋”，明显是就象棋而言的。后期则有泌水王

 
20
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卷 1，见《李开先全集》（修订本）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94 页。 

21
 朱有燉《诚斋乐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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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珵阶作《夏日东园》诗，有“月落棋声久，凉生酒兴多”

句，
22
是其热衷于夜棋的自我写照。就棋谱而论，前有宁王

朱权（1378—1448），刻有《象棋势谱烂柯经》，后有潞王朱

常淓，辑有《万汇仙机棋谱》。由此可见明代藩王与棋类活

动的关系极为密切。处于明代中期的恭王载墱若非爱好象

棋，只有棋客身份的陈珍自不可能进入德王府中，更不可能

与张希秋在德王府内举行棋赛。高手陈珍与张希秋的首次对

决，自然吸人眼球，通过高人的举荐，德王府为其提供了竞

赛的舞台，亦在情理之中。李开先《前象棋歌》提到“一岁

一来唯小张”，这个“小张”当即张希秋，在李开先、吴唐

眼里应属青年棋手。在李开先的诗文集中，这个张希秋仅偶

见其名，难知其生平之概，这与其“一岁一来”的低频率交

往有关。考李开先孙李瓒、李瑛辑校《先太常年谱》嘉靖三

十三年甲寅条云：“尝与东莱棋士张翼一局，渠既北矣，大

父曰：‘以若之败，使我当之，胜在我。’更之，果胜在大父。

请复之，大父复以胜。一局竟日，得万全焉。时门客就山张

自慎在旁，曰：‘棋无两胜，乃兼得耶？’大父笑曰：‘自有

一定，诸君固不识耳。故其机当在我。’”
23
这个闻所未闻的

山东东莱（今为山东烟台龙口市）棋士张翼，很可能即张希

秋，但其残局功夫远不如李开先，在残局阶段，李开先竟然

可以与其红黑方对换，反败为胜。在旁观战的张自慎，流寓

 
22
 永瑢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 179《沧海披沙集》提要。 

23
卜键笺注《李开先全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269 页。 



13 
 

章丘，为李开先的门客。道光《章丘县志·人物下·流寓》

载：“张自慎，字敬叔，号就山，商河人。少为邑诸生，负

才藻拓落不羁。来章丘即家焉。游太常李开先之门，开先不

轻许可。见自慎亟加赏叹曰：‘老夫衣钵须此子张大之。’”

张自慎能观战李开先与张翼的对局，且能发表局后评论，表

明他亦有一定的棋艺功底，但他继承李开先衣钵的，主要是

词曲，而非象棋。在德王府中，陈珍与张希秋较量的结果，

还是陈珍技高一筹。陈珍以棋艺投谒李开先，遂成为李开先

的门客，但其棋艺远不如李，李能饶其一马。李开先说：“独

予长饶一马，经年止和数局，余悉败北。”
24
尽管陈珍棋艺稍

逊，但李开先却很欣赏陈珍的为人，谓其“不但优于棋，且

优于行，谦让退藏，彼轻浮浅露者望之，自然敛退”。
25
李开

先不吝笔墨，对一位象棋艺人的德行进行表彰，殊为难得。

据卜键笺注，李开先《赠棋客陈国用》诗作于嘉靖四十年

（1561）。李诗云：“此际桃花候，来时槲叶秋。”则陈珍投

谒李开先的时间为嘉靖三十九年（1560）之秋，直至次年春

才离开。陈珍由于旅居章丘日久，囊中羞涩，故李开先有“未

返王猷棹，已穿季子裘”之句。陈珍离开章丘时，李开先赠

诗有“明珠光照乘，莫向暗中投”之句，意谓陈珍拥有高超

的棋艺，千万不要明珠暗投，只有投托到一位真正识货的主

儿，才能焕发明珠的光彩。这意味着当时无职业的象棋艺人，

 
24
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卷 4，见《李开先全集》（修订本）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94 页。 

25
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卷 4，见《李开先全集》（修订本）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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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以投托依附主人的方式换取更好的生存，要么像曹起那

样流落市井，以赌棋为生，而李开先显然倾向于前一种的方

式，这也是他向刘绘荐举象棋艺人的动因之一。而刘绘《象

棋歌赠广平曹起》的作年为嘉靖三十三年（1554），可见之

前陈真已从军投入赵总戎门下，李开先《前象棋歌》所云陈

珍“有职守”当即指此。  

4.吴堂。刘绘称其为正阳（今为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

县）人。考李开先《前象棋歌》云：“无事偏知夏日长，诗

书懒读积匡床。有客款门称国手，敲棋海内号无双。既出大

言定绝艺，又疑良贾必深藏。呼童延入欣相见，乃是旧识名

吴唐。京国别来今数载，声音如昨鬓毛苍。”-
26
准上陈真即

陈珍之例，则吴堂当即吴唐。
27
四十余岁的李开先再见吴唐

时，吴唐已经“鬓毛苍”了，则其年龄似略大于李开先。今

据刘绘诗注，吴堂后来被学士陆深（1477—1544）带到京师。

考陆深字子渊，号俨山，南直隶松江府（今上海）人。弘治

十八年进士 ，授编修，遭刘瑾忌，改南京主事，瑾诛，复

职，累官四川左布政使。嘉靖十六年（1537），陆深改太常

卿，兼侍读学士，故陆深携吴堂游京师当在此年之后。陆深

于嘉靖十九年（1540）辞官回故里，他在京师为官时间并不

 
26
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卷 1，见《李开先全集》（修订本）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9—80

页。 
27堂、唐在古代有混用的例子。如我国古代温室培植鲜花称“堂花”，亦作“唐花”。清王士

禛《居易录谈》卷下云：“所谓堂花，又名唐花是也。”又浙东绍兴一带将明堂写作明唐。平步青《霞外攈

屑》卷 10“明堂、明唐”条云：“越中呼院落曰明堂，字宜依《越谚》卷中作明唐，引诗‘中唐为甓’为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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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陆深是李开先的好友，李开先有《六十子诗·陆俨山深》

诗云：“博综及七略，才识擅三长。经筵及史馆，簪笔更含

香。”
28
他对陆深有很高的评价。陆深为文对当代社会的博弈

风气有所描述，他说：“世间玩具，惟弈盛传，其次则象戏，

又次则抹牌，近刻打马图，人少习之。”
29
陆深亦爱下棋，有

《山堂晩晴观楫儿作字》诗回顾其平生云：“论文说剑更争

棋，五十年来两鬓丝。”
30
据“五十年来”推算，此诗当作于

嘉靖六年（1527），诗中谈到自己有论文、说剑、争棋三大

爱好。他在诗中多次写到下棋，如《过北簳观旧题自西岭步

归》云：“漫游最好逢僧寺，阅世无过与客棋。”
31
《廿五日

夜漏既严，抵安德水驿，有仆自北来，遇之，得家书》诗云：

“已附还家信，应知去国心。一身还我有，双鬓为谁侵。松

药如无恙，琴尊或可寻。删经存相鹤，临帖课来禽。小阁开

芦渚，枯棋閟橘林。”
32
这里“枯棋閟橘林”用的是橘中象戏

的典故，意即自己出仕以后，家中的象棋具只能封闭了。他

在《与曹茂勋四首》书中追忆说：“往时看海月，宿百菊亭，

扁舟短服，出没浦云荻花间，与知已者弈棋饮酒，比一思之，

恍如隔世，何时能复有此事否？”
33
他为不能再与知己像往

日一样弈棋饮酒而遗憾。他认为下棋是自适的方式，其所作

 
28
 李开先《李中麓李中麓闲居集》卷 4，卜键笺注《李开先全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17

页。 
29
陆深《俨山外集》卷 18《豫章漫抄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
陆深《俨山集》卷 1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1
陆深《俨山集》卷 1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2
陆深《俨山集》卷 18，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
陆深《俨山集》卷 94，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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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铭都提到了这一点，如《中顺大夫广南府知府顾公墓志

铭》云：“明年得归，去县市五里所，构南溪草堂，赋诗弈

棋以取适。”
34
《竹泉黄先生夫妇合葬墓志铭》云：“暇则弈

棋饮酒以自适，其高逸有如此者。”
35
《竹溪韩公夫妇合葬墓

志铭》云：“当其意兴所到，弈棋染翰，尤为洒落，人称其

逸。”
36
他交接的象棋客除了吴堂外，还有一位褚子高。陆深

《书扇赠棋士褚子高》诗云：“阵马冲车次第行，触蛮蜗角

总功名。山中尽日无人到，卧听松间落子声。”
37
此诗起句已

表明褚子高为象棋之士的身份。 

5．儒生欢口。其人为郑州秀才，系著名残局谱《梦

入神机》的作者，详下考述。 

6. 蔡千户：刘绘称其身份为“羽林”，即禁卫军。

其人以善用双车闻名。蔡千户当即李开先《前象棋歌》中提

到的“蔡荣”。李诗说蔡荣“有职守”，据刘诗得知蔡荣的

职守为禁卫军。 

四、《梦入神机》残局谱新证 

    刘绘《象棋歌赠广平曹起》诗还提供了晚明棋谱的一些

新信息。在斗炮时代，棋手的残局功夫对胜负往往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因此，各类残局谱被棋家视作珍宝。读刘诗，最

大的收获莫过于可据此考出残局谱《梦入神机》的作者及其

 
34
陆深《俨山集》卷 6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
陆深《俨山集》卷 6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6
陆深《俨山集》卷 7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
陆深《俨山集》卷 17，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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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世的大致年代。以前我们只能从明代书志中获得了《梦入

神机》的信息，如赵琦美《脉望馆书目·子类五·象棋》著

录“《梦入神机》十本”，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卷下《艺

谱》著录：“《梦入神机》（徽）”，意即其为徽州府刊本。祁

承爜《澹生堂藏书目·子部一》著录：“《梦入神机》，十卷

十册。”笔者曾在《中国象棋史》中推断《梦入神机》成书

的绝对年代下限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钟志康改编《象

棋经典古谱实用残局集成》第一章《象棋经典古谱简介·梦

入神机》云：“这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最早版本，它在明朝

的时候就已经成为秘本，出版日期，难以考证（有人说是明

初洪武年间的作品，但未见可靠的资料），约刊印于明嘉靖

之前。”
38
迄今为止，学界皆未猎获《梦入神机》的可靠信息。

刘绘《象棋歌赠广平曹起》诗的发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

刘诗云：“儒生欢口家计疏，梦中著势皆成书。”自注：“郑

州欢秀才好象棋，囗梦与人对局，醒时纪其巧妙，著千余势，

好事者刻传，名《梦入神机》。”由此可见，《梦入神机》的

作者为郑州儒生欢秀才。欢秀才疏于家计，将全副精力投入

到象棋活动中，所以才会有“着势”之梦，而其对象棋活动

的痴迷，反过来加剧了其“家计疏”的困境，他只有投靠刘

绘，才能获得相对稳定的生活，这也是他为什么会成为刘门

棋客的重要原因。在刘绘诗中，欢秀才“家计疏”与“梦中

 
38
 钟志康改编《象棋经典古谱实用残局集成,》，都时代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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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势”具有因果关系，不宜草草读过。据说这位欢秀才常在

梦中与人对局，醒后将梦中局势记录下来，故名《梦入神机》。

这个书名虽带有故神其技的色彩，但其书名的来历却是很清

楚的。赵传仁等主编《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梦入神机》云：

“书名《梦入神机》，意谓棋艺源于军机，神妙无比。精研

此书，便可豁然顿悟，一跃而至弈棋佳境。”
39
当代人对“梦

入神机”的书名释义显然是毫无依据的。刘诗没有说《梦入

神机》的卷数，但指出该谱有残局“千余势”，其规模颇为

浩大。刘诗所涉象棋名家皆为当代人，且在刘绘“尽把声名

付此辈”中的“此辈”之列，郑州儒生欢秀才的生活年代即

可据此而定。前已厘定刘诗的创作年代在嘉靖三十三年，故

《梦入神机》问世并为好事者传刻应不晚于是年，至此悬而

未决的《梦入神机》时代和作者问题终算有了一个大致明确

的结论。 

    此外，当时流行的象棋谱还有《桃源精选》，此书未见

任何书志记载，现已亡佚，但曹起精研此谱，得益匪浅，则

此谱必有精妙之处。另栢亭高进为李开先《田间四时行乐诗》

作跋云：“文有别刻，棋有别谱，只观一韵百诗，可知其诗，

而文与棋可例推也。”
40
此所谓“棋有别谱”，表明李开先编

过象棋谱。李开先曾在《淳化帖跋》中说：“然予素善棋，

 
39
 赵传仁、鲍延毅、葛增福主编《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983页。 

40
李开先著、卜键笺注《李开先全集》下册《附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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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不假于谱。”
41
李开先明言自己高超的棋艺，不是来自对旧

式棋谱的研习，他对旧谱的切割，充分表明其所编棋谱应为

自身创作的棋势及实战成果的汇录。嘉靖二十三年（1544）

李开先门人高应玘《卧病江皋序》云：“中麓制作佳而且富。

予素嗜词，因而刻词。其嗜文者将必刻文，嗜诗者刻诗，刻

经解，刻举业，至于国典史评、刑书政准、猜灯隐语、善戏

微言、敲棋博陆之手谈，习静内修之口诀，刻者各随其所嗜，

予乌得而知之？”
42
据此，好事者当曾刻印过李开先编的象

棋谱。曹起从李开先中所传授的“批亢残局三百势”，很可

能是残局谱刻本。曹起亦由此成为李开先的嫡传象棋弟子。 

      五、从刘绘、李开先诗看北方、西部的象棋地理 

    研究文学史的人都知道有文学地理学，任务之一是研究

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和互动。引而伸之，研究象棋史

也不妨考察一下象棋地理。笔者将刘绘、李开先两人的象棋

诗参互对读，发现明代嘉靖中后期北方棋坛存在着京城、山

东章丘、河南光州、边塞幕府四大象棋中心，这呈现了那一

时期北方象棋的地理格局。 

    首先，我们观察一下京城象棋中心的形成。明在弘治、

正德年间，在京士大夫兴起了朝弈之风，他们经常在夜间相

聚宴对局。他们以下围棋为主，也带动了象棋活动。一日朝

罢，张志淳、乔宇和储巏相聚在杨廷和家小饮，一边下着象
 

41
李开先《李中麓李中麓闲居集》卷 11，卜键笺注《李开先全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年版，第 1041

页。 
42
 李开先著、卜键笺注《李开先全集》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4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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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娱乐。时年十二岁的杨慎在旁边观战，杨廷和命他作诗以

记之，诗曰：“兵卒冲千里，将军坐九宫。追风看马跃，吉

日想车攻。士相维城固，江河天堑雄。笑谈翻几局，月白映

灯红。”
43
末句意境甚佳，受到诸公的称赞。时年杨慎十二岁，

事当发生于弘治十二年（1499）。王世贞《宛委余编》说：“正

德中宰揆之地，如李文正东阳、杨文襄一清、乔庄简宇诸公，

皆好弈。”他们之好弈，自以围棋为长，但亦常下象棋。除

上引乔宇等人下象棋之外，有资料表明李东阳（1447—1516）

亦爱下象棋。浙江太平（今温岭）人谢铎（1435—1510）将

一副用天台山石制成的精美象棋子赠送给了李东阳，李东阳

非常高兴，视为珍宝，特作《谢谢方石惠石棋子》诗云：“天

台山高东走海，结为方岩石磊磊。仙人巨斧劈石碎，斵出象

棋三十二。犹恐世人不识云篆书，刻作西京后来字。朱填墨

写部类分，坐开两垒成三军。裹藏尚帯烟云气，变化或惊蛇

鸟群。仙人白头朝帝阍，持以赠我同瑶琨。空堂无人石枰响，

病骨先秋觉萧爽。杜陵画纸那可着，火余冷玉差能仿。君不

见越山老樵枯木柯，看时浑少别时多。世间成败等局戏，何

必燕然刻石高嵯峨。不如坐共一枰晚，仙人不留将奈何。吁

嗟乎！仙人不留将奈何。”
44
从“不如坐共一枰晚”看，李东

阳爱下象棋是确凿无疑的。有鉴于此，我在《中国围棋史》

中说：“可以肯定地说，李东阳应是成、正年间士大夫象弈
 

43
 王文才、万光治编：《杨升庵丛书》第三册《升庵遗集》卷八《南园张公、白崖乔公、柴墟储公过家君小

饮，灯下较象戏，余侍命咏》，成都：天地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837 页。 
44
 李东阳《怀麓堂集》卷 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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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而为象棋史界所长期忽略。”
45
陆釴《庆俞君廷器齐

寿六十序》云：“正德间，政庞法弛，艺术之士竞以传乞进。”

46
这里所说的“艺术之士”，包括了棋士，围棋手范洪被李东

阳、杨一清礼遇就是一典型例子。嘉靖朝的京师亦延续了这

一风气，这也是陆深为何要带象棋手北上的原因所在。刘绘

诗云：“吴堂结交陆学士。”自注：“吴堂，正阳人，陆学士

深常携游京师。”从此注看，国手吴堂流向了京师。当时的

京师，聚集了一批象棋高手，有名的有陈珍、任职禁卫军的

蔡荣，嘉靖十六年（1537）吴堂的到来，增强了京师象棋界

的实力。吴堂到京师后，很快与李开先相识。李开先于嘉靖

八年（1529）中进士，官户部主事。嘉靖十六年（1537），

官验封司郎中，嘉靖十八年（1539）任文选郎中。李开先时

为京城象棋界的领袖，这连嘉靖帝都知道。章丘《李氏族谱》

卷三《世纪·十五世》之李开先传记载云：“精象棋，自许

海内无两手，蒙恩赐棋具。”
47
嘉靖帝居然钦赐李开先象棋具，

无疑是对其棋艺的一种褒奖，这在当时的棋界肯定是一件轰

动的事，起到了激励京城象棋之盛的作用。殷士儋记李开先

为官不同于前人的做派云：“故任吏部者，率矜涯岸，高自

标致，扃门谢宾客，虽亲故人不相接，以示尊倨。公顾与诸

交游浮白对弈，谈笑竟日而无废事。”
48
吴堂正是李开先的棋

 
45
 张如安《中国围棋史》第四编第一章，团结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12 页。 

46
陆釴《少石集》卷 6，《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47
转引自李开先著、卜键笺注《李开先全集》下册《附录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221 页。 

48
 殷士儋《金舆山房稿》卷 9《中宪大夫、翰林院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中麓李公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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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之一。嘉靖二十年（1541），四十岁的李开先罢官归田，

才与吴堂告别。 

    其次，刘绘和李开先之诗呈现了当时的象棋高手在光州

和章丘间互动交流的事实。李开先有《送棋客吴橘隐兼及吴

升甫》诗云：“天下名棋有二吴，昼长对垒夜披图。豪游湖

海名应满，遍谒公卿兴不孤。声利场中犹腐鼠，乾坤身外一

籧庐。走穿足下陈桥履，赢得腰间金仆姑。偶尔遭危因少算，

当其得意必高呼。虽云国手同推汝，叵奈强兵独有吾。每让

三先难成埒，纵绕一马亦长输。亡羊只为多歧路，待兔何须

但守株。寄语嵩阳刘给舍，年来我更着樗蒱。”
49
李开先此诗

结尾的“嵩阳刘给舍”即刘绘。作者明明是在送棋客，为何

突然想到了刘绘呢？原来李开先在山东章丘送棋客两吴（即

吴橘隐、吴升甫）至河南光州刘绘那里，所以才会在结尾处

突然寄语刘绘。李开先通过棋客两吴告诉刘绘，说自己现在

爱上了樗蒱（古代一种博戏）。无独有偶，钱谦益《列朝诗

集小传》丁集叙刘绘“晚年酷好搏蒲”，看来刘绘的爱好深

受李开先的影响。又李开先《九子歌·刘嵩阳绘》云：“两

送吴生去，临风徒自叹。”这两句更是明确表明他曾两次将

棋客吴生介绍给刘绘。刘绘诗赠曹起，而曹起原为李开先门

客，当因李开先的介绍才辗转到刘门，并获得刘绘的青睐，

并按惯例作诗赠行。从目前的史料看，章丘与光州间的棋客

 
49
 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卷 4，卜键笺注《李开先全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03 页。 



23 
 

流动，是以李开先向刘绘荐举为主，单向性流动的色彩更浓

一些。 

    再次，刘绘诗隐约触及了边塞幕府象棋中心的兴起。刘

绘《象棋歌赠广平曹起》还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象

棋艺人向边塞幕府的流动。至少有吴祥云、陈真两位象棋艺

人从刘门走向边塞幕府。明代嘉靖时期，南倭北虏成为两大

隐患。在这种背景下，日益盛行的象棋活动也吸引了将军的

目光。将军门下多棋客，不仅表明其时下象棋者的阶层进一

步扩大。这一很重要的信息，实与明代边塞幕府的兴起大有

关系。明代北方边塞区域甚广，《明史·兵志》记载：“永乐

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

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

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

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

九边。”
50
因为防守的需要，边塞幕府大力招聘人才，故很多

艺人有游幕的经历。特别是隆庆和议之后，出游边塞的安全

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沈德符记载：“自隆庆来，款市事成，

西北弛备，辇下皆以诸边为外府，山人之外，一切医卜星相，

奉荐函出者，各满所望而归。”
51
这说明，边塞幕府招聘的人

才很杂，一切医卜星相的人才，都能为军中所用，这在嘉靖

时期已然如此。陆釴《孙君成斋墓志铭》云：“未几戎兴，

 
50
 张廷玉等《明史》卷 91《兵志三》，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2235 页。 

51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 17《兵部》，中华书局 1959 年，第 4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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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诸医竞图从幕，以邀近功。”
52
医人是如此，棋人亦是如

此。赵总戎先后收罗了吴祥云、陈真两位棋客，即是例证。

赵总戎其人不仅是一位象棋迷，而且还存有以象棋为军事之

借鉴的深层用意。东鲁靳学颜（1514—1571）《寿赵总戎白

楼》诗云：“元戎罢镇爱清修，坐卧常依太白楼。对弈尚施

黄石机，论心却许赤松俦。”
53
靳学颜，字子愚，山东济宁人，

与刘绘有交往，刘绘有《送靳子愚养病起任南阳节推》诗可

证，故靳学颜笔下的赵总戎当即三关总兵赵卿，靳诗让我们

直接了解到赵总戎在业余时间对弈的事实。 

    从形式上看，象棋对局更像是军事上的两军对阵，故易

于引起兵家的兴趣。据笔者考察，嘉万时期的兵家大多对象

棋颇有研究，赋予了象棋活动以新的意趣和生命。有的将棋

势融入到拳艺中，如戚继光（1528—1588）《拳经捷要篇》

有“当头炮势冲人怕”之句，
54
即以象棋势寓拳势。戚继光

暇日亦能弈，其《客馆》诗“酒散寒江月，空斋夜弈时”
55
即

是明证，故他以象棋势寓拳势并非难事。隆庆二年（1568）

年，戚继光奉命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

事，开蓟镇幕府长达十八年，北上入幕的文士云集，除了赋

诗吟诵之外，自然也少不了下棋。更多的兵家是借助象棋布

局研究军阵，着重在阐发战阵的奇正问题。较早者为赵本学

 
52
 陆釴《少石集》卷 7，《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53
靳学颜《靳两城先生集》卷 10，明万历十七年刻本。 

54
 戚继光《纪效新书》卷 14，嘉靖三十九年（1590）初刻本。 

55
 戚继光撰、王熹校撰《止止堂集·横槊稿上》，中华书局 2001 年版，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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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8—1544），其人悉心研究军事，著有《韬钤》，就阵法

理论提出了不少精彩的见解，后将其平生的阵法学说传授给

了得意门生俞大猷。赵本学编辑、俞大猷校《续武经总要》

初刻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卷七收录赵本学《韬钤外篇》，

记录了汉唐以后出现的 17 种阵法，并详加辨驳，其中《李

靖六花阵辨》云：“盖兵之有阵，犹棋之有画路也。”又《论

阵法正宗》云：“学按古阵法，伏羲易象为之宗，轩辕握奇

观象而成者也。孙子乘之战国象棋，又得握奇之秘旨者也。

自是以后，不复传矣。诸葛武侯因乘之象棋之阵，而悟握奇

之文，分九军，别奇正，于是而有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方之

制。”
56
赵本学提到战国象棋，认为孙武最早将战阵与象棋紧

密结合，但由此亦知赵本学之研究象棋，旨在得“握奇之秘

旨”。所谓握奇，乃古代军阵名。古谓阵数有九，四正四奇

为八阵，馀奇为握奇，“中心奇零者，大将握之，以应赴八

阵之急处”。
57
俞大猷（1503—1579）自言其全依赵氏学说才

击败倭寇，所著《发微四章》是其研究赵氏阵法的体会，其

第二章云：“猷按先师论著，九军制阵与夫奇正相生之法

者。……象棋之阵，象士卒为正，车马炮为奇。韩信之阵，

右中后为正，前左为奇。”
58
总之，《续武经总要》对明代以

 
56
 赵本学编辑、俞大猷校《续武经总要》卷 7，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汪道亨刊本。按，宋陈傅良《历

代兵制》卷 2《西汉》云：“孙吴兵法，六十四阵名曰乘之。”又云：“按《魏书》曰：汉承秦制，三时不讲，

惟十月车驾幸长安水南门，会五营士，为八阵，名曰乘之。”玩味赵本学《论阵法正宗》中两处所用“乘之”，

当是顺阵名而来的活用，有乘势结阵之意，否则“乘之”以后接以“战国象棋”“象棋之阵”，在逻辑上难

以讲通。 
57
 《握奇经》，明崇祯《津逮秘书》本。 

58
 俞大猷《正气堂集·余集》卷 2，《明别集丛刊》第二辑；赵本学编辑、俞大猷校《续武经总要》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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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阵法做了系统的研究和总结，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古阵

法神秘面纱，其中就有所谓诸葛亮的象棋之阵，俞大猷在熟

练掌握古阵法的基础上，将其运用于抗倭斗争，并取得了佳

绩。稍后余姚人何良臣出版《阵纪》，这是一部关于选练与

作战的军事著作，其中《阵宜》篇云：“战国巧士以象棋三

十二子倍之，或方或圆，内外四层，而为象棋阵也。”
59
他认

为象棋起源于军事，发明者为战国巧士，将“象棋阵”产生

的时代溯源至战国。殆至万历时，象棋阵的研究由骠骑将军

王鸣鹤推向纵深。王鸣鹤辑《登坛必究》是一部上承《武经

总要》、下开《武备志》的大型军事性类书，初刻于万历二

十七年（1599），其中卷三十三《象棋阵记》云： 

    象棋之阵，战国之士霸天下之所作也。战国车战之法，

春秋以前皆用之。六国之时，燕赵边胡始知兼用骑，得胡之

法也。是时并世动兵，兢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

如用抵投石超距之事，不止一端，巧思之事，乃作象棋。象

者，像也。武王干戚之乐，名为象武，是其义也。其画有九

道，所以象九军。其子六十四，所以像六十四阵。今用十六

子，取方阵四面而用其一耳。阵前有卒，五步兵也。卒后有

砲二，礟也，机发石者也。礟后有车二，即二广也。车傍有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汪道亨刊本。 
59
 何良臣《阵纪》卷 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按，解文超《明代兵书研究》上编第一章第四节《何

良臣<阵纪>考论》云：“《阵纪》具体成书年代不详，但据书中引用戚继光的鸳鸯阵和对戚继光浙闽用兵的

评论，书后又有黄道月明万历乙丑即明万历十七年（1589）仲春序和张应登明万历十七年（1589）五月跋，

故推测《阵纪》成书的上限应在《纪效新书》成书时间即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之后，下限应在明万历

十七年（1589）以前这个时间范围内。此观点已经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没有异议。”（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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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二，即游骑也，是皆为外营。阵中有士二，亲戎也。士外

有象二，大兽以代戎马，填四隅之空者也。士中有将一，偏

将也，是皆为握奇。士行不离乎左右，象行不出于前列，卒

正行而不乖，徐步而不驰，有进而无却，三者皆为正也。礟

车有纵横进退，而无远迩之拘，三者皆为奇也。卒相去各一

步，阵间用阵，队间用队之法也。卒以当头，车马礟从背出，

以正合以奇，胜之道也。内外周围为四层，则又大阵包小阵，

大营包小营之制也。四隅间四门，斗底之形也。杀将而后复

局，则又御死绥将死旗鼓之礼也。与孙子乘之之阵，无不吻

合焉。夫战国之士无不善为形势者，有繇叙、王孙、尉缭子、

魏公子、景子、丁子、李良凡数家，其著书皆已灭没矣。惟

寓于戏乐者，垂像至今，惜乎人不知其为要法，惟宋李纲、

魏胜所制阵法，颇与棋势暗合云。 

    此篇为明代武将研究象棋阵的代表作，后被茅元仪《武

备志》卷五十九《阵练制·阵四》收录。《武备志》同时还

收录了《赵本学论阵法正宗》及俞大猷《发微》，也就是说

赵本学、俞大猷、王鸣鹤研究象棋阵的成果，都被茅元仪收

罗进《武备志》中，有天启元年（1621）刻本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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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王鸣鹤《登坛必究》卷三十三“象棋阵记”

书影） 

    再次，刘绘的诗歌披露了西部重庆象棋界的盛况。刘绘

任重庆太守时，四川名士杨慎（1488—1559）曾拜谒刘绘，

有《答重庆太守刘嵩阳书》，自称“走之仰止足下久矣”，
60
对

刘绘极为敬崇。杨慎本人是一个象棋爱好者，少年时曾咏过

象棋诗，后来还考证过北周象戏的真相。刘绘在重庆时还与

铜梁山人张异（1464—1538）为友。张异早年因家道中落，

不能读书，改业于艺。其所谓的“艺”，主要是诗与棋，“暇

则歌咏棋酒自娱”。嘉靖三十三年（1554），李开先应张异之

孙张佳胤之请作《处士张公配刘氏墓表》云：“山人与光州

 
60
 杨慎《升庵集》卷 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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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嵩阳为友，刘尝知重庆府，拔佳胤于童冠中。”
61
由此可见，

刘绘知重庆府时，所交之友中不乏棋人。刘绘《象棋歌赠广

平曹起》诗自言：“天涯落魄问姓名，斗智争先相络绎。”上

文已考证此所云“天涯”实即重庆府。刘绘任重庆太守时，

天下的象棋手络绎不绝来到重庆府拜谒和交接，这说明其时

刘绘在象棋界已名胜鹊起。天下棋客追逐刘绘而至重庆，后

来随着刘绘的离职，聚集重庆的棋客亦必随之星散。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得以重新认识明嘉靖中后期北方

和西部的象棋地理。其中京城象棋中心凭借着国家政治中心

所在地而兴盛，边塞幕府象棋中心因军事形势的需要而促

成，山东章丘和河南光州象棋中心，则是凭借着李开先、刘

绘的强大经济实力，以蓄养门客的方式得以形成。这些象棋

中心的形成都是非体制化的，其形成的原因各不相同，存续

时间亦各有长短，但并不影响象棋艺人以交接文人士大夫、

将军的方式，流动于四大中心之间，因此，北方四大象棋中

心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通过象棋艺人的流动构成一个有

机的网络系统。象棋艺人亦因交接文人士大夫和将军，获得

了比市井赌棋更为优越的谋生方式，而象棋艺人的交流互

动，促进了棋人棋艺的提高，推动了象棋艺术的发展。栢亭

高进为李开先《田间四时行乐诗》作跋云：“然又不但能诗

 
61
李开先《李中麓李中麓闲居集》卷 9，卜键笺注《李开先全集》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829

页。按，刘绘选拔出来的童子张家胤日后亦能棋。张佳胤《张居来诗》卷 8 有《避暑山居对局有作》诗云：

“河朔由来会，山居此一区。解衣时挂树，留佩付当垆。日永棋能短，林深暑渐驱。莫将谢墅事，故欲拟

潜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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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文与棋，五十岁后日觉加进。中麓亦尝自言，吾诗赖

良交之助。”
62
这表明李开先在五十岁之后进入象棋棋艺的巅

峰期。李开先自称自己诗艺日高，“赖良交之助”为多，而

高进称“可知其诗，而文与棋可例推也”，故由其诗艺“赖

良交之助”例推之，则李开先棋艺跃上巅峰，自然也离开不

其与棋客们长期来的实战磨荡及暇日研讨之助。 

六、小结 

    明代刘绘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创作的《象棋歌赠广

平曹起》诗，运用记叙的笔法，多方面反映了嘉靖中后期北

方象棋活动的历史风貌，是象棋史上可以和李开先创作的

前、后《象棋歌》相媲美的佳作。借助这篇作品，笔者考察

了一些象棋艺人的活动，以及《梦入神机》的作者及其成书

年代，勾画出北方四大象棋中心和西部象棋的分布格局，重

绘了这一时期的北方象棋地图。通过对这首诗的研读，不仅

解开了象棋史上的一些谜团，亦刷新了对晚明象棋活动的认

识。 

 

（作者张如安，1963 年生，浙江宁波北仑人，宁波大学人文

与传媒学院教授） 

 

 
62
李开先著、卜键笺注《李开先全集》下册《附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233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