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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张岱是明清鼎革之际江南士林一个独异的存在，其文学风格一般被认为是沿袭了公

安派、竟陵派的“性灵”余脉。其实，远承晋宋名士风度辐射、近受阳明心学浸润、幼秉佛禅思想洗

礼、更兼家族传统影响而形成的遗民背景下的名士人格，是张岱美学理想和创作原则的心灵原乡

与思想渊源所在。灵隽高拔的才华、旷达不拘的品性与曲折复杂的人生经历交织于盛衰易代的宏

大时空背景下，投射于著述，形成了张岱文学创作托闲雅于市井、寄沧桑于空灵、归绚烂于平淡的

叙述特征。其传世散文《陶庵梦忆》、《西湖梦寻》、《自为墓志铭》彰显并诠释了张岱独特的审美情

韵和文化心理，在其文学创作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不容忽视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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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改朝易代之际，一个没落王朝的衰世图景与另一个崛起王朝的初代气象奇妙而又不容置疑地

交叠在一起。在繁华的没落与荣光的幻灭中，晚明社会自上而下承担着同一种命运，而此时文人们的歌

吟，也附丽着一种别样的风情。兼具史学家和文学家双重身份的张岱是明末清初乱世文坛的一个异数。

张岱( 1597 － 1689) ，字宗子，别号陶庵，又号蝶庵居士。出身望族，却在乱世浮光中成长为一个特立独

行、大隐于市的市井士人，在彼时文坛的苍凉况味中独树一帜。张岱一生际遇奇、才华奇、个性奇，文史

兼备、著述极丰且通晓凡百诸艺，其才华灵隽高拔、品性旷达不拘，善以史家之眼观照兴衰，以文家之笔

描摹世情，以禅家之智调伏意气，在晚明放诞任情的名士群体中尤具特立独行的坐标意义，被时人视为

“异才”、“天下才”。本文着重探讨张岱独异名士人格的源流和成因，并通过散文代表作品《陶庵梦

忆》、《西湖梦寻》、《自为墓志铭》解析其名士人格底色中所透射出的独特审美情韵和文化心理，以考察

张岱文学创作的丰富性与多元性。

一、卓然独立: 张岱名士人格形成的文化渊源

张岱以史家自诩，青年时代即立志著述，明亡后更隐居山林、潜心国史，但其盛行于世的却是被他自

己认为是“游戏三昧”的散文作品，考察张岱名士人格及文学境界的源流和成因，深入探寻和追溯其思

想文化渊源，可知晋宋风度遗韵和阳明心学思潮是张岱名士人格形成的主要文化生态氛围，而家族积淀

相承的世家人文传统为张岱提供了从容发展、张扬个性的成长空间，起于幼时的佛旨禅理熏染和浸润则

使张岱始终得以保持超然的情怀并在家国命运沧桑巨变后归于通脱平淡。

东晋、刘宋时期高逸放旷、优雅从容、寄情山水、清高自然的文化遗韵对张岱所出身的山阴张氏家族

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张氏为山阴( 今绍兴) 大族，自张岱高祖张天复开创越中园亭始，其家累世营建

整饬园林，供张氏子弟居住、读书并悠游其间。对张岱影响最大的是祖父张汝霖，他为人旷达卓异，醉心

魏晋及刘宋历史文化，效仿谢灵运，寄情山水，曾刊刻《世说新语》，并随身携读，时人赞有晋代清谈之风

采。张岱的父叔辈们也多是富于个性、不拘于俗的奇行人物。祖辈和父叔辈们的晋宋情结对张岱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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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深。他喜游历、秉痴气、尚清奇，对晋宋风流的追怀和模仿在作品中如俯仰遗珠、迹有可循。他少时崇

敬王羲之，神往晋宋高士曲水流觞的兰亭风致，兰亭情怀持续一生; 中年追慕陶渊明的淡泊、纯真之气并

奉为偶像，著有《和陶集》; 而晚年所著《快园道古》记录当时社会各个方面并亲朋故旧及文人名士的轶

事，完全模仿《世说新语》体例而作。

张岱在文学创作上推崇“冰雪之气”和个性才情，其创作实践具有灵隽率真、任于“深情”的鲜明特

征，这与明代中后期日益壮大的阳明心学思潮有着无法割舍的联系。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相对峙，反对

道统、推崇良知、强调知行合一、重视个性和“真心”，为明中后期的士林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居于心学

衍兴核心之地的张氏家族与王门交游甚厚，深受心学影响并形成家学渊源。张岱高祖张天复系明中叶

浙东学术大家，深得阳明门人聂豹的学生徐阶之赏识，并曾为徐作幕，二人亦师亦友，交往密切。张天复

之子张元忭( 张岱曾祖) 拜入王阳明最重要的弟子王畿门下，从其学“良知”，成为阳明再传弟子，他推崇

阳明晚年的“事上磨练”论学宗旨，承继并发扬“万事万物皆起于心，心无事而贯天下之事，心无物而贯

天下之物，此一贯之旨也”［1］的心学本体论思想，造诣不凡。张岱祖父张汝霖更是主张“心体中打叠得

干净，圣贤学问功夫，自一了百当”［2］。这种家传心学渊源使阳明学说的精髓深入渗透贯穿于张岱的为

学思想和人生操守，并结合其奇特的人生经历而化于至境。张岱所著《四书遇》整饬、完备了阳明学派

的经学思想，并传达出颇多其本人“精思静悟”的心学见解。在文学创作上，张岱更是受到祖辈友人亦

即阳明学派巅峰人物徐渭的影响，毫不讳言对徐渭的钦敬和师承。

可以说，正是晋宋风度的隔代辐射和明中晚期阳明心学的浸染赋予了张岱任情洒脱的名士做派和

桀骜脱俗的审美视角。

张氏家族优越的物质条件、清正开明的人文气息和一脉相承的著述传统使张岱得以在洒脱自由的

小环境中从容成长、发展个性，深入思想、文化领域的修习，并树立了治史的志向。自张天复起，张家三

代进士、四世显宦，数辈为浙东学术翘楚，据《嘉庆山阴县志》卷十五“乡贤三”记载，张岱“家累世通显，

服食豪侈，蓄梨园数部，日聚诸名士，度曲征歌，诙谐杂进”，成长于如此环境，张岱也养成了“好接纳海

内胜流，园林诗酒之社必领颁其间”的名士做派，并在祖辈悉心教养下深具人文素养，“自四部七略以至

唐宋说家荟萃琐屑之书，靡不赅悉”。张氏家风尚儒，以忠孝传家，张岱自幼通晓熟稔儒家经典，一生重

视家国概念，16 岁时就表达了急切的“功名志”，并效仿祖辈尝试科举入仕之路，希图入世济邦。明危亡

之际，张岱曾以“世臣”身份涉入南明政务，意图复国，虽后因奸佞当政而抽身离去，但秉儒士气节和忠

孝节义观念一生无改。天赋异才的张岱科举之路并不顺畅，仅中得秀才，不过他并未因此而钻入科举牛

角尖。受晋宋之风和阳明心学滋养的张氏家学，虽奉儒学为正统，但并不拘囿于程朱理学，张岱在《四

书遇·自序》中提到“幼遵大父( 即祖父张汝霖) 教，不读朱注。凡看经书，未尝敢以各家注疏横据胸

中”，风气十分自由开明。因此，他并未走入传统士人失意科考后或穷其一生、屡败屡战，或佯狂悲愤的

两极模式，儒学世家的开明和家族著史传统为他提供了另一个选择———承继先祖治史事业。张岱青年

时即以太史公司马迁为偶像，立志著明史，并为实现以史立言的目标壮游历、穷学海，倒箧搜遗、广集史

料，以毕生之功相继完成《古今义烈传》、《史阙》、《明季史阙》，乃至 220 卷《石匮书》、63 卷《石匮书后

集》、《康熙会稽县志》等史著，跻身浙东四大史家之首。撰史经历从张岱的青年时代绵延至晚年，史家

身份是他最看重的身份，经史著作是他最得意的作品。简言之，精于史学被时人和张岱本人都认为是其

人生重墨浓彩的精髓所在。明晰这一点，有助于全面了解张岱的文化人格源流，廓清并揭示其审美人格

的深层内涵。张岱以史家之眼观世表情，虽视文学创作为游戏文字，但以“事必求真，语必务确”［3］的史

家习气灌注其中，他的散文小品便于空灵之外具有了亲历其中的个人史性质，这是公安、竟陵的性灵之

作所不能及的。

张氏家族崇佛者甚众，佛禅思想洗礼使张岱深信因果、达观通透，行之于文学实践，独具自修自证的

旨趣和超然冲淡的情致。张岱少时常从祖父游历佛寺、随母上香礼佛及做佛事。其祖父张汝霖传为嘉

靖年间大能仁寺住僧无漏后身，晚年在介园造无漏庵，请湛老和尚为之摩顶受记，号“无漏居士”。外祖

父曾于曹山庵前凿建放生池，供放生命。张岱之母陶宜人则更是虔诚的释门信众，年少时为祈嗣求子发

愿持诵《白衣观音经》三万六千卷。张岱于 81 岁自述于母腹中即闻经，后每在耳根清净之际，则恍然若

闻母亲念经之声。独特的际遇使他终生保持对佛教思想的亲近感。张岱佛门交游广泛，青少年时即与

净土宗高僧莲池大师建立交往，杭州灵隐寺主持具德和尚是其禅学知己，深云禅寺主持远明上人在绍兴

沦陷后收留张岱避兵祸，张岱在此修订《石匮书》，时与远明上人促膝相谈，并在诗中将二人比为谢灵运

和高僧慧远……从与友人的现存书信中可知张岱曾持诵《金刚经》，其著述中亦颇多篇章是为佛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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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张岱笃信因果，认为“世界鼎革，譬如过年清账目，余见积善与积不善之家俱有奇报，而目前造孽之

人受报尤速者。此是年近岁逼，赊取年货，一到除夜都要销算，不能久延也”［4］。在家国沦丧后更持珠向

佛，愈近佛法。这种佛缘禅境使张岱经历沧桑变迁后，把繁华靡丽的过往视为过眼皆空的浮生之梦，遂

有二梦的画外音视角和《自为墓志铭》的冷峻调侃。在梦忆的自序中，张岱直承对奢华往昔的描摹非为

叹惋不舍，乃为“持向佛前，一一忏悔”而作。此外，张岱也深受佛家众生平等观念影响，其交游遍及社

会各阶层，梨园子弟、勾栏名妓、市井奇人，皆能被他以平等尊重的态度摄入眼中、笔下。梦寻、梦忆与

《自为墓志铭》虽为追忆前尘之作，但作者的佛禅旨趣使作品具有了远离尘嚣、超拔悠远的距离感，这种

扎根于尘世又超脱于人世的距离感使得张岱的文学作品具有了卓然独异于同时代乃至后世的审美意

蕴。深入解析张岱的传世之作《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和《自为墓志铭》，尤能体验到这种意境。

二、《陶庵梦忆》: 托闲雅于市井

明末士风喜游赏，重享乐，市井中风气亦然，士风与民风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觅到了最佳的契合

点，不协调地洋溢着穷极欢乐的伪盛世气息。乱世到来之前，向例清高的士人们却浸染在世风的温情与

明媚中，他们的诗咏歌吟也日渐染上了温润的红尘气息，虽然这昙花一现的荣华幕后便是异族的铁蹄与

狼烟。
张岱作为绍兴望族的嫡长子，其家累世学者，虽曾因幼有才名而被家族寄予厚望，但家中满蕴着自

由宽厚意味的文艺传统和新的启蒙思潮的冲击使得他注定不会成为一个急功近利之徒。早年应试失意

之后，张岱毅然舍弃了科举之路，转而用毕生精力去追求他所真正认可的生命价值观。因此张岱并未受

到太多科举之累，在年少时节，他除了尽情发展文学才华之外，便徜徉在世俗的享乐与精致的淘气中。
梨园、鼓吹、古董、花鸟等纨绔子弟中流行的雅致的诸般爱好，他无不精通博知，堪称行家里手。同时他

游刃有余地穿梭在市民社会中，游山玩水的嬉旅生涯更是使他熟稔熙熙攘攘的众生，了解世俗风情和市

井人物，在他们的喜怒哀乐中深入到市民阶层的思想和精神之中。
张岱热衷于结交市井朋友，他的朋友来自三教九流，官吏、文士、工匠、伶人，甚至和尚、道士、妓女、

童仆，皆是各行各业中有高风亮节的奇才异志者。广泛的交游，独特的艺术天赋，使张岱在达到物质与

精神双重享受制高点的同时，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富有灵气和情性的艺术风格，逐渐完成了由贵公子

到市井士人的过渡。
国破家亡的大命运完成了对张岱的最后推动，他真正沦为市井中的一员，他的情感体验也更为真切

深入。在传世名作《陶庵梦忆》中，张岱舒展开市井风情画卷，山川、人物、风俗、方物，文虽精短，情却深

远，充满了无限的追怀与感伤。他以“奇情壮采”追忆着元宵的张灯、清明的踏青、端午的竞渡以及市井

中种种可敬可爱的人物……它们象征着美好的往昔。在《扬州清明》中，张岱描绘了一幅空巷游春“舒

长且三十里”的踏青盛景:

长塘丰草，走马放鹰; 高阜平冈，斗鸡蹴鞠; 茂林清樾，劈阮弹筝。浪子相扑，童稚纸鸢，老僧因

果，瞽者说书，立者林林，蹲者蛰蛰。［5］①

一支生花妙笔，写尽了人间世情清媚的欢乐、安详与繁荣。三月的晴空，芳草芊芊，绿野长铺，春光

四溢，平民百姓的极致追求莫过于升平的世道里一个美好的春日。极短的一段文字，已隐隐透射出张岱

年少时的身影。
张岱本人极喜热闹繁华，他对当时追求物欲享受的风俗习气积极地肯定和支持，笔下的民俗中也是

温馨欢悦、令人如醉如狂的。他曾在《张灯致语》中号召人们“三生奇遇，何幸今日而当场; 百岁难逢，须

效古人而秉烛”，理由是“莫轻此五夜之乐，眼望何时; 试问那百年之人，躬逢几次?”热情地赞颂和肯定

人们喜好娱乐的自由天性。
妓女是三教九流中的最底层人物，历来是文人狎嬉的对象，而张岱却充满敬重与倾慕地描写了勾栏

名妓王月生:

……矜贵寡言笑，女兄弟闲客多方狡狯，嘲弄咍侮，不能勾其一粲……南京勋戚大老力致之，亦

不能竟一席……月生寒淡如孤梅冷月，含冰傲霜，不喜与俗子交接，或时对面同坐起，若无睹者。
这位我行我素的烟花女子令张岱深为钦佩，后又为其赋诗《曲中妓王月生》云“狷洁幽闲意如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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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唯对之敬畏生”①。张岱对其笔下形形色色的市井人物有种种不同的描写，但对他们人格的尊重和

才华的钦敬却是一个共同的基调。
繁华过后成一梦，正因为这个梦太完美、太绮丽、太绚烂、太理想，所以张岱对于他的梦境得以寄生

的时代也就永远不能忘怀。市井之奇妙种种构成了他缤纷的梦境，流离后的他真正归于市井，借着笔下

的山川日月、风俗景致，抒发苍凉的心曲，追忆前尘过往。

三、《西湖梦寻》: 寄沧桑于空灵

张岱在《自题小像》中感喟:“功名耶落空，富贵耶如梦”，闲闲散散的两句，淡淡勾勒出劫后余生的

怅惘和自嘲。惊涛骇浪卷过，展眼家国沦丧，人在末路。然而，旧梦是好梦，被现实粉碎的梦反而能够得

以长驻心间，愈久愈美。性情中人尤为如此。
才子张岱性爱天然，喜游山水，对西湖更是有着刻骨铭心的感情，对于他来说，西湖不是故乡却胜似

故乡。换言之，西湖是他心灵的故乡。据张岱张陶庵的友人王雨谦记载: “张陶庵盘礡西湖四十余年，

水尾山头，无处不到。湖中典故，真有世居西湖之人所不能识者，而陶庵识之独详; 湖中景物，真有日在

西湖而不能道者，而陶庵道之独悉。”［6］②张岱 6 岁那年跟随祖父游钱塘、访名士，从此与西湖结下不解之

缘。这位骨骼灵秀的才子独邀天幸，偏得了西子湖的空灵晶映之气，潋滟的波光、空濛的山色毫不吝惜

地滋润了他的锦心绣口。作为回报，张岱知西湖亦深。
战乱，流离，衰残，困厄危途的张岱曾一别老友西湖 28 年之久，但“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

西湖，未尝一日别余也”，他且梦且忆，在心灵中建构了一座美妙无匹的庄园。及至甲午、丁酉，这位昔

年的湖上佳客终于有机会故地重游，然劫后的西湖已非昔年的胜地，更非梦中那似仙似幻的灵魂庄园。
张岱继国亡家破后，再度受到重创。在无限的追怀眷恋中，他写下了《西湖梦寻》七十二则，为西湖做

影，存其盛时风貌，永传后世，令人读之忘俗。繁华的变迁、理想的幻灭，一部声色不动的西湖小传，却道

尽了人间的沧桑冷暖。
张岱对西湖之美有着独到的领略和深刻的体悟。他认为凡夫俗子爱西湖，喜欢春夏的热闹、花朝的

喧哄，美则美矣，却终究是太人间化了。张岱偏爱西湖秋冬的冷落、月夕的星散、雨雪的寂寥。他是一个

真正懂得欣赏西湖之美的人，在《明圣二湖》一则中他透辟地剖释了自己的观点:

故余尝谓:“善读书，无过董遇三余，而善游湖者，亦无过董遇三余。董遇曰:‘冬者，岁之余也;

夜者，日之余也; 雨者，月之余也。’雪巘古梅，何逊烟堤高柳; 夜月空明，何逊朝花绰约; 雨色空濛，

何逊晴光滟潋。深情领略，是在解人。”
张岱心目中的真西湖，不是倚门献笑、人人得而媟亵的曲中名妓，而是洗尽铅华、不食人间烟火的神

女名姝。只在旷寂无人的时节，才褪去她朦胧的面纱，将绝美的容颜和绰约的风姿展示给真正的知音。
奇人奇文奇遇，千古的文人中，也唯有张宗子堪配为西湖作传。他的文字，足以使西湖不衰不朽。

在《自序》中，张岱明言:“而今而后，余但向蝶庵岑寂，蘧榻于徐，惟吾旧梦是保，一派西湖景色，犹

端然未动也。”张岱对西湖的景致、格局了然于胸。他将西湖的名胜、小景分作北路、西路、中路、南路、
外景五部分，对其由来、掌故或趣闻加以详尽描摹，且附录了历代文人吟咏西湖景致的诗文名篇。《保

俶塔》《岳王坟》《飞来峰》《灵隐寺》《三生石》《六一泉》《苏小小墓》《苏公堤》……短小隽永、篇篇至文。
他的笔力才情日臻炉火纯青的妙境，如黄裳先生所言，不但“是一位历史学家，市井诗人，又是一位绝代

散文家。”③

张岱倾尽相思写西湖，在行文中常常情不自禁，跃身于昔年的逸兴之中，浑然忘却现时窘境。他对

“湖心亭”情有独钟，“夜月登此，阒寂凄凉，如入鲛宫海藏。月光晶沁，水气滃之，人稀地僻，不可久留”。
文字中已有寒光摄魄，凛凛凉意透面而来。《陶庵梦忆》中有《湖心亭看雪》一文，记述了雪后西湖，人鸟

声俱绝，张岱在更定之时独驾小舟前往湖心亭观雪:

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唯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

中人两三粒而已。
西湖此时，已入至美之境。当时风雪漫漫，天地一片苍茫之境，亭上两人铺毡而坐，对饮烧酒，盛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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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张岱《张子诗粃》卷三，清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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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斯情斯景，深受感染，平日滴酒不沾的张岱冲动之下，竟也“强饮三大白而别”。美景也罢，豪情

也罢，张岱一生对西湖的痴爱尽在“梦寻”一语，此二字已道尽酸楚的情肠。

四、《自为墓志铭》: 归绚烂于平淡

家国沦丧后的蝶庵居士张岱沦为贫困的民户，但骨子里的浪漫旷达不改。人到暮年的张宗子，在绍

兴西南郊外的项王里，营建了一座小园，名之曰“琅嬛福地”。张岱终老此中，生命的最后岁月是安静而

充满大智慧的，他的心事依然苍茫辽远。
繁华富丽，过眼皆空，虽然真切地体会到人生若梦的无奈与苦涩，不过襟怀磊落的张岱并不惯于大

喜大悲，他的无奈与苦涩中所透射出的冷静和达观，既是超乎寻常的，又是自然而然的。《琅嬛文集》中

收录了成于张岱 69 岁时的一篇奇文字———《自为墓志铭》，其中的一段回忆了他前半生的富贵温柔岁

月:

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

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7］①

真是不折不扣的享乐主义宣言，但其中却并未掺杂淫靡颓废，而是充满了自由与健康的气息。末句

“劳碌半生，皆成梦幻”，笔调忽然转入沉郁苍凉，低回呜咽，戛然而止却余味无尽。
张岱的诸般喜好在正人君子看来纯粹是不务正业，但其实几乎都能上升为精致的艺术门类。他的

所谓“好”也不只是一般意义的喜欢、爱好，而是精通和熟知，他不但是一位大学问家，更是一位大玩家，

玩到了极致，深入到了美妙无比的境地。但他并没有因耽于“玩”而丧志，相反，他的“玩”之精深正是因

为他绝伦无匹的灵气和真性情，若没有他的“玩”之种种，我们今世也就无幸得以欣赏到诸多精彩而又

情味盎然的人物小品、风俗小品以及山水小品。
张岱精于茶道，品鉴能力非凡。有一次他慕名前去拜访通晓茶道的圣手闵汶水即闵老子，这位闵老

子脾气古怪，因自诩知茶而对张岱十分傲慢。幸而张矢志在茶，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闵老子终于烹茶以

待。张岱辨色、香，不禁叫绝，遂问“此茶何产”，闵老子骗他是阆苑茶，被张识破。张岱款款道出茶名罗

岕又识出用水，令闵老子连连吐舌称奇，大笑说还没见到过比张岱更精于鉴赏的人，二人由此定交。
重情尚义是张岱的本色，他从不视各行各业为微末之技，并同此中的精英颇为交好。他是个杰出的

戏剧家兼戏迷，自言:“余尝见一出好戏，恨不得法锦包裹，传之不朽。尝比之天上一夜好月，与得火候

一杯好茶，只可供一刻受用，其实珍惜不尽也。”痴迷万状，可见一斑。张岱祖父时家中即有戏班子，故

他爱戏可称是家学渊源。张岱更是将伶人们视作知交，相互切磋探讨，自娱自乐。有这样一位精通戏剧

艺术各个环节的主人，伶人们自然不敢马虎，演技愈出俞奇，一时间张家班名满江南。
能自唱自演甚至还能写剧本的张宗子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人生亦如戏，转瞬之间家国倾覆。逃难归

来，昔日的家园已面目全非，故居易主，田园荒芜。家业凋零的张岱不得不在古稀之年躬耕垄亩。亡国

后的心情是永不能恢复昔日的明朗了，从钟鸣鼎食陡然转入“布衣蔬食，常至断炊”的地步，世态炎凉也

在此时突显出来，“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家庭的困厄和后人的奔竞热衷，更给了他

摧心之痛。
但张岱毕竟不同于市井庸民，命运的巨大落差使他完成了人格的升华。在生计陷于窘境的同时，心

灵园地的收获却是富饶而丰美的。在自为墓志铭的达观幕后，张岱悟透浮生，他的一生是一出传奇的悲

喜剧，悲欢离合之后恢复到最起初的淡泊与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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