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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苏州地区城镇化趋势与
昆曲传奇中的市民意识的厚化

*

顾聆森

( 江苏省昆剧院，江苏 南京 210004)

摘 要: 文章开辟了昆曲的市民话题。市民观众是昆曲发展成为全国性大剧种的决定

因素。早在昆曲发祥时期，苏州城市经济依靠丝绸手工业的兴起而得以起飞，周边乡村随之

加速了城镇化，从而使市民阶层迅速崛起并成熟，并倒逼着昆曲从士大夫厅堂流向市井草

台。市民成为昆曲最重要的观众。明末以降，尤其清初“苏州派”的传奇作品，市民人物充

塞了表演舞台，且常常占据舞台中心。市民的道德观、利义观和新兴市民的社稷观念被昆曲

传奇不断厚化，并被传奇家珍藏于他们的传奇作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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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嘉靖年间，寓居苏州太仓的民间声腔大师魏

良辅创立了昆曲，然南曲新声腔的创立带有某种偶然

性。魏良辅原是北曲家，因与另一位北曲家王友三比

曲落败，这才改习南曲，而南曲声腔又太过“讹陋”，

“平率无意致”，于是他潜心改革，乃至“十年不下小

楼”，他吸收了南曲诸多声腔的音乐精华，同时还引

进了北曲，一种新的南曲声腔———昆曲水磨腔终于脱

颖而出，应运而生，昆曲被世人传唱近五百年不衰，成

为了当今全人类共同的非物质遣产。
如果昆曲的创立因此而带有某种偶然性，则它不

久以后就能在苏州被“家歌户唱”，最终发展成为全国

性大剧种，却具有一种必然趋势。而这种趋势的必然

性，代表了苏州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尤其是苏州城市经济的起飞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大批周

边乡村的快速城镇化，从而成为了昆曲能保持两百余

年的鼎盛，在剧坛长期维持霸主地位的取决因素。

一、明清时期苏州城市经济起飞以及乡村的城镇化趋势

( 一) 苏州城市经济的起飞

苏州历来以“鱼米之乡”闻名天下，自古以来就

是我国东南沿海的一大都会，据文献记载，苏州的商

业经济始于春秋吴国，以其毗邻大海、襟带江湖的便

利，商品流通十分发达，其时的吴国不仅有“市”( 吴

市) ，且有市场管理者( 市正) 。须知“吴市”发展与丝

绸生产有着不解之缘。苏州最早的“市民”从事的就

是丝蚕手工。吴江梅堰出土的 4000 年前的黑陶已带

有丝绞花纹和蚕形纹。昆山唯亭草鞋山还出土了业

已碳化了的纬花纹纱罗织物，以及陶制纺轮、木制绞

纱棒和梭形骨器等纺织工具，据考已有 6000 年以上

的历史。事实上，苏州城市经济起飞的龙头也正是丝

织手工业。20 世纪 60 年代在苏州盘门外的张士诚

之母曹氏墓中出土了大量元代丝织品，包括锦、缎、
绫、绢等，还有凤嘉牡丹、喜鹊栖枝、梅兰竹菊等极为

精致的图案纹饰。明代郑和七下西洋，足迹遍及 30
多个国家，带出去的就有大批丝绸制品，被称为“海

上丝绸之路”。至魏良辅创立新声昆曲的明嘉靖前

后，官营和民营的丝织业在苏州更是得到了长足的发

展。据统计，明末丝织机户已 12000 人，至清康乾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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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苏州织造局丝绸的生产规模是全国之冠，据载，苏

州古城之内，东北城区依旧“比户司织”，专业不啻万

家，踹匠 2 万余。其时城内织机已达 1 万 2 千台，城

区从事丝绸生产和丝绸贸易者超过 10 万人。
在明代，由于官营的丝绸手工业迅速膨胀。朝廷

设立了织染局，除了“两京织染”分设在北京、南京之

外，又分别在苏州、杭州设立了地方织染局。由于苏

州居民多以丝织为生，“自漂布、染布、行布、看布各

有其人，一字号常数十家赖以举火”( 《元和县志》) ，

引起了环境污染问题，如近郊之虎丘景区，由于染坊

生产，致使“满河青红紫黑”，迫使清政府立碑严禁，

责令作坊“将置备染作器物迁移他处开张”( 《甘兰经

·清代苏州城市风貌》) 。
苏州城区丝绸手工业的发达，带动了城市多种手

工业的生产发展，品种繁多的手工业产品，随着生产

工具的改进，生产规模的扩大，质量的提高，花样的翻

新，很快拥有了广阔的营销市场。康熙末翰林检讨孙

嘉淦《南游记》载，“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

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诚如顾

公燮云:“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 顾

公燮《消 夏 闲 记 摘 抄·卷 上》) 清 乾 隆 二 十 四 年

( 1759) 苏州画家徐扬所画之《姑苏繁华图》( 一称《盛

世滋生图》) ，上画之众竟有 12000 人之多，河上货

船、客船、竹筏近 400 艘，街铺 230 家，并有 50 余个行

业清晰可指。此图足证，当时苏州已成为外地客商的

云集中心，商品贸易中心，丝绸生产、加工、营销中心，

粮食消费和转输中心，乃至金融流通中心。
外贸随之也得到了相应发展，尤其明王朝开放了

海禁，对海外贸易制定了一些鼓励政策。崇祯十七年

( 1644) 苏州民间商船曾携价值 2 万余两白银的纺

丝、绫丝去日本，在日从事贸易 8 年之久。清初一度

实行海禁，但康熙二十年( 1684 ) 又废海禁，在苏州设

立了江海关的五个分支。自此百余年间，苏州内外通

商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鼎盛阶段。苏州也因此成为了

“五方杂处，百货聚汇”的“商贾能贩要津”，公所、会

馆林立，苏州最早的会馆建于明万历年间，至清乾隆

时计有闽、陕、皖、鲁、晋、浙、赣、粤、云贵以及东北诸

省所建设的公所会馆达一百数十个，所谓“上自帝

京，远连两广，以及海外诸洋梯航毕至”( 《陕西会馆

碑记》) 。
随着丝绸手工业的大发展，商业资本加快了积累

速度，并开始向产业介入。晚明苏州也就适时地有了

票号———钱庄。且资本雄厚，苏州因此被人称为“钱

码头”。手工业生产中的“包买商”也因此应运而生。
就丝织业而言，“包买商”们凭资本购买丝经，再分发

给机匠加工代织，然后付工资收回缎匹。通过这样的

方式，实现了商业资本对于丝绸生产的渗透，这等于

由“包买商”控制或占有了丝绸生产的剩余价值，而

变成了实际意义上资本家，而机户即成为了倍受剥削

的雇用劳动者。由是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随着商

业资本积累的加快，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深度介

入，终于在苏州地区第一次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的萌芽，不断侵蚀、瓦解着旧有的生产方式，从而推进

了新的生产关系。
( 二) 苏州乡村的城镇化态势

元末明初，苏州经过战乱，明太祖朱元璋为报复

苏州人对他的抵抗，实行了大规模向苏北移民，苏州

一度萧条，然几十年之后，便又是一番光景。明初诗

人高启诗句: “财赋甲东南，词华并西京”，高度概括

了宋元以来苏州的经济文化，苏州正是靠这两极的支

撑，得以长期繁荣。明清之际，苏州以其 1% 之田，担

负起全国 11% 之赋税，历来是我国不可多得的膏腴

之地。
市肆商业的繁荣使人口定点集中，为城镇的兴建

创造了条件，城镇的崛起，扩大了粮食需求，从而又促

进了学业的发展和手工业、服务行业的繁荣，又从而

进一步推动了城镇的兴建。元代苏州已有以商贸物

流发达的村镇闻名于世，如魏良辅居住地的太仓所辖

的浏河镇，至元年间，已变成了“商人云集”的贸易港

口，到明代永乐年间，更是“市民漕户云集，雾滃烟火

数里、久而夷货棋置，户满万室”而“漕运万艘，行商

千舶，集如林木”，“高楼大宅、琳宫梵宇列若鳞次”。
由于浏家港口“外通琉球、日本等国”，故被称为“六

国码头”或“天下第一码头”。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

年( 1405 － 1433 ) ，郑和统兵二万七千，海船百余艘，

由此扬帆出海，七下西洋，此后更是“市房密集，街道

纵横”，“吹弹歌唱，彻夜不绝”。
苏州周边乡村城镇化进入高潮几乎与苏州丝织

手工业的高潮同步。以吴江县的盛泽镇为例，这里原

是“青草滩一荒村”，是丝织业给乡村带来了欣欣向

荣的繁华，而终于成为吴江县内的第一大镇。吴江的

又一小村落黄溪，也因“渐逐机丝线续之利”而化村

为镇，在镇上，凡织绸者被称为“机户”，“业此而渐致

饶富，于是相沿成俗”( 《黄溪志·卷一》) 由此黄溪户

口日增，一跃而为名闻遐迩的丝绸专业城镇。
吴江另一个集锦绣于一镇的是震泽镇，震泽于明

初同样只是一个几十户的小村落，丝业兴起之后，居

民为逐绫绸之利，甚至“令其童稚挽花”，故其地“儿

女十岁以外，皆早暮拮据以糊其口”( 张莹《西园闻见

录》) 。但在村中，只要有点资本者，他们已不再自

织，而是“雇人织挽”。至清乾隆之时，这个原来的小

村，居民已在 3000 以上，商贾云集，摩肩连袂，已是

“栋宇鳞次，百货俱集，以贸易为事者，往来无虚日”，

俨然是一繁华巨镇了。
除此之外，又如元和县之唯亭( 现属昆山市) ，嘉

定县之外冈镇，嘉善县之魏塘镇，也均从苏州引进了

丝绸生产技术，终于“比户司织”。唯亭以产贡缎和

摹本缎闻名，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也非常繁华的市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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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其时，以苏州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由丝织经

济为龙头的周边乡村的若干市镇集群。而这些新兴

的市镇集群其实就是苏州经济文化向外的辐射区域。
丝织手工业，明以前“唯郡人为之”，明中叶以后，村

民方受其影响，始“渐事机业”，但往往须雇城里人织

挽，等学会了织技后，便开始自织。据调查，许多数千

户或数万户的大市镇，最早大多是一些小村落，完全

靠着苏州的经济与文化辐射而有机会最终成为富饶

繁华的名市大镇，它们大多分布在苏州府城郊及邻近

的各县。
许多苏州城镇靠着运河运输的便利，又成为了江

南著名的米市，苏州寒山寺旁的枫桥镇就成了兼事本

地以及外来粮食购集而中转的要冲，成为“储积米豆

贩贸之总处”( 《乾隆吴县志》) 。苏州的城市经济，对

江南以及全国表现了巨大的吸引力，而同时，它又逐

渐建立并强化了自己超区域的开放功能，进一步发展

了海外贸易。明王朝曾在太仓首设市舶机构，允许各

国贡使通过娄江、吴淞江入境贸易。明亡以后，清政

府一度实行海禁，尽管海禁异常严厉，但苏州民间商

贩仍甘冒充军、杖责等苛刑，不断走私出海。清政府

从中也感到了海上贸易的巨大利益，很快就改变政策

开禁，政府还在沿海重要口岸设立海关，而设在江苏

的海关，苏州的分支就有五处之多。由于城镇经济的

繁荣，士夫达贵、行旅商贾、缙绅豪富纷纷流向苏州。
从明至清，促使苏州的城市经济进入了鼎盛。

经济繁荣助长了文化的发达。苏州长期以来也

是全国雅俗文化的中心，通过商人和商品流通渠道，

不断向四周乡镇辐射，左右并推动其他区域的文化进

步。常熟被称为“藏书之乡”，并有“富志之乡”的美

誉，毛晋汲古阁被誉为“海内藏书第一家”。清代全

国有 114 位状元，苏州地区的状元占了 26 位。明末

著名的文人组织复社即以苏州为中心，其活动影响到

了明末的政局发展。明清文坛诸艺术流派也往往以

苏州为领军，如高启的诗歌散文，“前七子”的徐祯

卿、“后七子”的王世贞和归有光的文学，昆曲鼻祖魏

良辅以及流派领袖沈璟、李玉，冯梦龙的通俗小说，江

左文豪钱谦益、吴伟业，文学批评巨匠金圣叹，诗歌理

论家汪燮……无不出自苏州城乡。苏州地区拥有众

多的具有自身特色的物质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

医派、画派、昆曲等非物质文化，当归之于苏州地区的

文化环境，归之于苏州地区城镇化过程中融洽的士商

关系以及读书儒业与经商行贾并行不迅悖的社会价

值观的确立。
( 三) 市民阶层的崛起

随着苏州城市经济的起飞和繁荣，以丝织业者为

主体的新兴的社会阶层———市民阶层日益壮大。一

方面，乡村失地的农民、或多余的劳动力，或虽有薄田

而无法维持温饱的农民开始涌入城市，依赖于丝织手

工业以求谋生; 另一方面，乡村有资本的农民也开始

效学城里人，自己购机，雇请机匠挽织。大凡绫绸之

业，以前只局限市区，明中叶之后“邑民始渐事机丝”
并“尽逐绫绸之利”。江南遂以苏州为中心逐渐形成

了以丝绸业为纽带联系的庞大的城镇群，新兴的市民

阶层于是靠着城乡丝织手工业的内在联系得以迅速

崛起。
城乡丝绸生产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为自给自足经

济的瓦解提供了条件。苏州的商业资本从土地经营

的传统流向中被剥离出来，加快了向丝绸领域渗透，

实现了丝绸手工业者对它的无条件依赖，手工业者也

从而变成了彻底的雇佣劳动者，在出现雇佣与被雇佣

的生产关系的同时劳动力又迅速地被推向市场，引发

了某种形式的资本义生产方式。新兴市民阶层的崛

起，意味着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
一个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就是导致经济上的两

极分化。雇佣者在获取第一桶金后，开始变本加厉地

对被雇佣者进行榨取。而被雇佣者为了谋生和养家

糊口，又迫不及待地等待着雇佣者对他们的榨取。
随着不断的两极分化，社会结构加快了重组步

伐，各种矛盾在相互对立、依存中又衍化出新的社会

阶层与社会群体，动摇了旧有的封建传统观念形态和

价值体系。市民阶层开始积累起以朦胧民主思想为

核心的启蒙意识，并逐渐走向成熟。
罢工，是作为被雇佣者的丝织工人的一种经济觉

醒行为，雇主的盘剥，加上苛捐杂税，导致“叫歇”( 罢

工) 事件层出不穷，工人日趋联合一致，向官府和雇

佣主抗争，据载，明万历一朝，“叫歇”就发生 56 起。
清康熙九年至道光二十七年苏州丝织工人“叫歇”斗

争就多达 19 次。最著名的一次大罢工发生在明万历

二十九年六月，由罢工而罢市，最后酿成了苏州市民

的暴动，这次暴动的主力军就是苏州丝织工人，其领

袖是丝织业的普通机匠葛成。
明天启六年( 1626 ) ，苏州市民为声援东林党人

周顺昌又发起了另一场声势浩大的市民运动。周顺

昌是明万历四十一年( 1613 ) 进士，历任福州推官、吏
部稽勋主事、文选员外郎，系东林党重要骨干。他居

官清正，且敢于针砭时弊，深受苏州市民爱戴。天启

六年，魏忠贤借苏杭织造太监李实的诬攀，将周顺昌

下狱。逮捕之时，激起苏州民愤。数万市民倾城空

巷，蜂拥而出，怒骂阉党，还打死旗尉。苏州太守毛一

鹭、巡抚徐吉望风而逃，后遭军队镇压，周顺昌仍被押

至京城，最终受酷刑而死。为首的苏州市民颜佩韦、
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五人也被斩首处死。

崇祯元年( 1628 ) 魏忠贤终于伏诛，周顺昌等得

以平反昭雪，苏州人民为纪念颜佩韦等五位市民义

士，将他们葬于虎丘山侧，在最繁华的山塘街拆毁原

魏忠贤的生祠，改成“五人之墓”。东林党人张浦曾

为“五人之墓”作碑记，《五人墓碑记》对苏州市民那

种“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精神作了高度评价与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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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
苏州市民阶层的成熟同时还表现在他们对于文

化的追求。当经济条件上升到许可条件，他们多半办

起私塾，让子女接受文化教育。明清以来苏州地区的

状元、进士在全国始终是遥遥领先，故被誉为“状元

之乡”。也正是在明清时期，苏州园林文化进入了兴

盛期。据载，苏州私家园林最多时达到 270 座，有

“城里半园亭”之说。苏州的私家园林并非只局限于

士大夫或贵族家，“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欲营治

一园”，以致“三吴城中，园苑棋置，侵肆民居大半”
( ［明］《何元朗集》) 。

在民间苏州民歌、山歌至盛，不仅传奇常以吴歌

作插曲，明冯梦龙所辑之《山歌》多达十卷，且多以苏

州市民方言纪录。
尤须特别一提的是，昆曲虽然起源于士大夫、贵

族的厅堂，与市民阶层有着较大的审美距离，但随着

苏州市民文化素养和文化品位的提升，早在晚明，市

民阶层已经与士大夫、贵族阶层之间展开了昆曲观众

席位的争夺。他们适时地选择了吴江派领袖沈璟为

自己的艺术代言人，敦促昆曲语言本色化、通俗化，并

适时而有效地培育了自己阶层的传奇作家群落———
以李玉为首的昆曲苏州派。苏州派是清一色的苏州

市民作家群落，以他们传奇的优质高产把昆曲推向了

“家歌户唱”的鼎盛。直到这时，昆曲才从士大夫、贵
族厅堂真正突围，而向茶馆、庙台乃至草台转移，市民

的昆曲职业戏班已把士大夫贵族自误自乐的昆曲改

造成了以票房赢利谋生的职业戏班。据苏州老郎庙

《翼宿神祠碑记》记载，乾隆四十八年重修老郎庙的

过程中，光是捐款修庙的苏州戏班就有 47 家之多。
职业戏班之盛是由于得到了市民观众的推动和支持，

证明高雅的昆曲在市民阶层中蓬勃开展的生动事例，

那就是一年一度苏州虎丘山千人石上的中秋曲会。
在当时，能够在千人石上一显身手，这是曲家和

一般昆曲爱好者都引以为体面的事，清代吴县剧作家

马佶人在传奇《荷花荡》中还曾有这样的描写，写一

位清客商人，近来生意极好，他总结出一条可以使人

大开眼界的“生意经”来。他生意好的原因就在于他

虎丘山千人石上曲子唱得好，得到了人们的公认，从

而招来了许多顾主。
可见，此时作为新兴的社会阶层———苏州市民阶

层，不仅已经成为了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角，且以其成

熟的身影业已登上了政治和文化舞台。

二、昆曲市民意识的厚化

推动苏州城镇经济的车轮滚动向前的主力军是

苏州市民阶层，与此相匹配，苏州市民形象也濶步走

进了文化领域。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凌濛初的《三

言》《二拍》的许多作品已把描写对象集中于城镇市

民。致使市民形象广为流传。传奇作品也开始摆脱

“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专以贵族青

年爱情故事为情节链的模式，而不断地向市民生活转

移。明代昆曲“吴江派”的作品，特别是清初昆曲“苏

州派”的作品，大量的市民形象充当了传奇的主角而

占据了舞台中心，在昆曲舞台上形成了与这个时代相

应的“市民潮”。作为一个成熟的新兴的社会阶层，

市民们有着强烈的社会主张，有着切身的利益关切以

及道德是非的评判标准。他们的社会主张、利益关切

和他们的意识形态、道德观念不断地向社会的各个阶

层渗透，市民生活从而成为了昆曲艺术作品的素材，

又从而促成了昆曲一幕幕生动而真实的、有时甚至是

可歌可泣的戏剧内容。昆曲传奇市民意识的厚化、膨
胀，与苏州城市经济起飞以及乡村的城镇化发展态势

是同步的，也与苏州市民阶层本身的不断壮大以及他

们的社会地位日渐上升密切相关。时至清初，作为市

民剧作家群落的昆曲“苏州派”使反映市民阶层的真

实生活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某种创作动力。总

之，晚明以来昆曲传奇所形成的“市民潮”，以及一条

清晰可见的市民贯串线，成功地塑造了苏州市民的脊

梁，厚化了走在这个时代前列的不失先进的市民精

神。正因为如此，“苏州派”的作品从而广受市民观

众的广泛欢迎，出现了“竞购新剧，甫属草便攘以去”
( 冯梦龙《重订永团圆传奇叙》) 的盛况，致使昆曲进

入到两个多世纪的鼎盛期。
( 一) 昆曲传奇作品中的市民道德形态

晚明以降，当城市经济起飞繁荣之际，拜金主义

随之声嚣尘上。金钱的诱惑不仅使士大夫、贵州阶层

整体腐败堕落，处于社会下层的市民阶层也绝无可能

超然世外。官场的黑暗加速了社会各阶层的道德颓

废与崩溃。一些社会精英已经预感到了明政权的危

亡。清初“苏州派”传奇作家常常通过他们的传奇作

品对明亡的教训进行反思与总结，他们把晚明政权的

君昏臣奸以及农民起义的势如破竹都归咎于社会道

德信仰的缺失。故晚明以来传奇家总是不遗余力地

鼓吹几乎被社会遗弃的、流传了几千年的儒家道德以

及价值观。当新兴的市民形象登上昆曲舞台之际，他

们同时带来了这个阶层优秀的道德观念和小市民中

流行的道德邪恶。无论是晚明的“吴江派”，还是清

初的“苏州派”，他们的笔锋成为了风世的利器。市

民正面的、或反面的道德典型林林总总，正是这个时

代，这个阶层的真实写照。
“吴江派”盟主沈璟晚年所著的传奇《博笑记》，

包括了 10 个短剧，其描写的对象有诸如孝廉、寒士、
妓女、僧道、流氓、地痞、强盗、小偷、赌徒、贩子、船夫、
农人等，大多是社会最下层的小人物。昆曲有史以

来，统治舞台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博笑记》却集

中塑造了市民群像，且让他们占据着舞台中心主唱，

这就是在中国戏剧史上也是开其先河的。就《博笑

记》的剧情内容而言，侧重于暴露社会的阴暗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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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了作者对社会道德败坏者的深恶痛绝，作者力图在

道德日渐崩溃的年代里，给大发兽性的人们以有力的

鞭挞，但作者也常在批判中弘扬优秀的世风。如《逢

义虎》一剧，以相当篇幅描写了主人公安处善的仁义

孝悌，这位以孝母闻名的安处善，在回家途中遇上了

猛虎，正是由于他的孝行和诚心，感动了大虫，饥饿的

老虎竟释放了他。而另一位无恶不作、杀人夺妻的船

盗，遇到的是同一只猛虎，无论其如何求饶，终被虎所

噬。在这拜金成癖的世上，虎有仁义，而常常人不如

兽，作品尖锐地对社会的道德存在形态进行了喻讽和

倡导。
出现在明末清初的昆曲“苏州派”传奇作直承了

“吴江派”的风世传统，在他们的传奇作品中，展现的

是一个更为广阔而多彩的市井社会。一方面，他们对

于市井社会中的道德缺失表现了出离的愤慨，从而予

以无情的抽打和抨击; 另一方面，他们的笔下也不乏

正面的道德典范，并予以歌颂与褒扬。
“苏州派”领袖李玉的代表作“一人永占”( 即

《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 ，塑造了一

批市民群像。《一捧雪》中的裱画匠汤勤就是明代末

世社会造就的最具典型意义的市井败类。莫怀古因

爱汤勤裱褙手艺，把这个妻死家破的流浪汉收养在

家。他却为了自己的飞黄腾达，畜意为奸臣严世蕃谋

夺莫家的传家宝———玉杯“一捧雪”出谋画策，且非

欲置莫怀古于死地。李玉就把这样一个社会渣滓的

丑恶灵魂赤裸裸地勾勒于舞台之上。而在“一人永

占”的另三部传奇即《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
中，作者又以其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对生活的深刻理

解，对桂薪夫妇的忘恩负义、江纳的嫌贫爱富、卜乔的

坑蒙拐骗作了真实的写照。作为市民剧作家的昆曲

“苏州派”的传奇作品无意回避小市民的丑陋德行，

或吃喝嫖赌，或杀人勒索，或卖身投靠、狐假虎威，他

们总是能够结合着社会和政治的黑暗现实进行嘲弄、
鞭挞和激烈的批判。与这样一批市井败类相比，“苏

州派”作品中正面的市民形象更是琳琅满目，除了我

们前面已提到过的李玉《清忠谱》中的“五人义”，《万

民安》中的市民领袖葛成外，还可以看到同样栩栩如

生的市民形象群。如: 手艺人王馒头、穷书生舒德浦

( 朱 素 臣《翡 翠 园》) ，漆 匠 蒲 奉 竹 ( 朱 佐 朝《万 寿

寇》) ，康荣、木匠王廷相( 盛际时《人中龙》) ，打渔女

邬飞霞( 朱佐朝《渔家乐》) ，相士诸葛暗( 朱佐朝《艳

云亭》) ，卖 油 郎 秦 钟、妓 女 王 美 娘 ( 朱 素 臣《占 花

魁》) ，陈素素( 朱素臣《秦楼月》) ，梅墨云( 朱佐朝

《血影石》) ，船户戴老大( 张大复《读书声》) ，富商沈

万三( 朱素臣《聚宝盆》) ，义盗十八姨( 朱素臣《锦衣

归》) ，金髯翁( 叶时章《琥珀匙》) ，铁金刚( 张大复

《金刚凤》) ，义婢雪艳、义仆莫诚( 李玉《一捧雪》) ，

张恩( 朱云从《龙灯赚》) ，，碧莲( 陈二白《双官诰》) ，

等等，他们或舍生取义，或济危扶困，或任侠尚义，或

乐善好施，通过他们传奇故事勾勒了苏州市民真正的

脊梁。
明清之际，尤其晚明以降，市民社会已成为苏州

城镇社会结构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市民意识越来越

强势地左右着社会秩序，作为上层建筑重要一环的中

国戏曲不可避免地会要越来越多地反映市民社会的

生活境遇。由于资本主义的初级生产方式和与此引

起的资本主义萌芽经济，推动了城市经济发展，同时

也带来了传统道德的分裂和转移，而改朝换代、异族

入主的社会大动荡、大分化更造成了传统道德的爆裂

去散，使得正在崛起的市民阶层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道

德继承、道德舍弃、道德批判的复杂的道德环境。昆

曲传奇家们总是以其“风世”之怀，对市民社会中道

德的丑恶行径进行无情的抨击与抽打，而对在市民社

会中仍占主流的优秀的道德形态进行热情的歌颂与

褒扬。但无论是抨击抽打，还是歌颂褒扬，在明代大

厦将倾之前，他们无非是寄希望于道德救亡，而在明

大厦既倾之后，这就成为了他们对前朝道德形态的一

种沉痛的反思与总结。
( 二) 强势的市民利义观

明中叶以后，贵族大地主疯狂地土地兼并，致使

大批农民游离失所，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造成了激烈

的社会动荡，在动荡的社会中，传统道德急剧崩溃，腐

败的明皇朝企图通过进一步强化固有的封建伦理道

德来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几乎是在魏良辅创立昆曲

新声腔的同时期，明嘉靖皇帝谕令: “惟朱熹之学醇

正可师，非毀朱子者许科道指名劾奏。”可见，朱熹之

学已被官方视为正统哲学，其核心是“灭人欲，存天

理”。然而也就在这时，王守仁的哲学思想即“王学”
也适时地开始流行，王学不把孔孟之道看成“天理”，

认为真正的“天理”是吃饭穿衣。王派学说因此被理

学家称为“异端邪说”，上层建筑领域中那种尖锐的

哲学争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发达地区资本主义

萌芽经济与庞大的封建经济之间的相互挤压与反抗。
然而，因为王派学说的流行是一把双刃剑，王学在批

判“灭人欲”的核心理学的同时却无形中宣扬了“人

欲”，客观上膨胀了人欲，致使“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的极端思想能够暗中横行。社会就在传统理学和新

的哲学思潮的较量中艰难前进。在发达的社会经济

面前，儒家“何必曰利”的观点在市民社会中不断淡

出，而传奇家们却借了社会思潮和社会功利去厚化一

种新的利义观，他们寄希望于熊掌与鱼之兼得———见

利而不忘义。
朱素臣的《聚宝盆》把靠商贸起家而赚得 20 亿

身价的周庄财主沈万三请进了传奇并充任主人公，把

他与皇权之间的较量作为戏剧冲突而完成了人物塑

造。沈万三并非被塑造成一个奸商，而某种程度上还

是慈善家，他有种种善行、义行，又曾斥巨资为京城南

京修筑城墙，他凭着“利”和“义”和草根富商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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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赢得了本来难以容忍他的最高统治者朱元璋对

他的宽容和认可。但历史上真实的富可敌国的沈万

三却是遭到了朱元璋的嫉恨，最后被充军、被杀害。
传奇家不惜篡改史实，让他在残忍的皇权中取得立足

之地。《聚宝盆》为商人谋取财富———甚至是封建社

会中最为敏感的通过海外贸易而获巨利的途径进行

了“正名”，赋予了充分的“合法”意义，证明皇权之下

经商获利的欲望未必就是“异端邪说”，人人可以为

之。更重要的一点又在于传奇家虽然努力反映了非

传统农业经济崛起的艰辛，但也在努力求证一种利义

相亲的新观念，并以此在市民舞台上进行高台教化，

尤其在清初，昆曲“苏州派”剧作家群落中，取义获利

的作品不胜枚举。
例如朱素臣的传奇《占花魁》讲述的是“卖油郎

独占花魁”的故事。主人公秦钟原是读书人，因遇战

乱，流亡异乡，作品取的是发生在宋代的事件，但作者

赋之以明清之际的社会背景进行创作。其时秦钟已

没有了科举进身的可能，但社会经济的发达背景，支

撑了他从商谋生的可能。作为读书人，秦钟选择了

“卖油”为谋生手段，于是他有可能以他从商的积蓄，

付出一般平民匪夷所思的价格去妓院与他日思夜想

的美人“花魁”相会。作者对作为儒生的秦钟所从事

的卑贱职业以及他获利后对“色”的追求，毫无鄙视

的笔墨。他与“花魁”王美娘相会的一幕同样令人匪

夷所思。其时王美娘酒醉而归，秦钟竟毫不吝惜寸阴

寸金，绝不去打扰她的酣睡，还用自己的外衣接受她

的呕吐物。这一夜，他付费十两纹银，几乎是一年的

积蓄，却空守了一夜。因而，这并非是一桩钱色交易，

作者张扬的是一种正面的市民利义观。《占花魁》绘

下的正是一付“以利换义”的画卷: “花魁”王美娘正

是有感于秦钟的“义”，最后从良嫁给了他，从而成就

了一段“卖油郎独占花魁”的佳话。在这段佳话中，

秦钟的艳遇是“利”的赐予，秦钟获取的梦寐以求的

爱情，乃是“义”的果实。故可以认为传奇《占花魁》
是清代昆曲舞台谱写的一曲市民利义观的美妙的圆

舞曲。
张大复的传奇《读书声》写一位穷书生宋儒，搭

船赴京赶考，船主戴老大夫妇本欲将女儿戴润嫁给船

工吴小四，因发现女儿对宋儒有兴趣，经常偷听他的

读书声，便怕女儿对宋儒有情，便设计将宋儒骗至一

荒岛抛弃。宋儒却因祸得福，在岛上无意中发现了一

大批海盗隐藏的珠宝，并又终于全身而返。其时海盗

时宜兵围海门，把县尹耶律擒为人质，以万金为赎人

条件。耶律是一清官，两袖清风，其女茂赚不得不卖

身赎父，又巧遇宋儒，宋儒就不惜万金为其赎父。耶

律既已获救，就申请朝廷，请兵剿匪，又因剿匪有功而

升任巡江监察使。为报宋儒之恩，耶律不仅成全了他

与戴润的婚姻，还作主把自己女儿茂赚嫁与他作妾。
宋儒是读书人，有知识，有品位，且模样倜傥，船

老大夫妇为什么不肯把女儿嫁他? 不患他穷而患他

之不能营生。吴小四只是一船工，未必比宋儒更富，

但，在戴老大夫妇眼中却是一个能营生的壮劳动力，

这才是戴老大夫妇心目中的“门当户对”，这恰恰就

是市民意识中的一种“利”的概念，要求于婚配中的

“利”的“当”与“对”。宋儒作为一个白衣市民，虽一

夜暴富而没有忘义。他捐万金而为茂赚赎父，也仅仅

为了实现一个“义”而已，并无任何其它杂念。已为

巡江监察使大人的耶律，把自己的爱女嫁他，且甘愿

为妾，这甚至出乎宋儒意料之外，耶律之举，表现了士

大夫对作为白衣市民的“义“的高度赞赏，这也正是

剧作者养生要强调的富有时代特色的市民利义观。
见利而不忘义的高尚品质塑现在一介平民身上，

更有许多不为图利的纯义行为，如陈二白的传奇《双

官诰》，剧演妻妾在得知丈夫冯瑞“死讯”后，纷纷弃

子改嫁，婢女碧莲却甘愿含辛茹苦，日夜纺织，供其遗

弃之子读书，终于成其举业; 又如李玉《一捧雪》中描

写了一位仆人莫诚，在其主人被冤问斩时，为救主人，

甘愿冒名代刑。清初传奇写下了市民利义观的崭新

篇章。昆曲中所表现的强势的市民利义观，本质上并

不是传奇家的作风空制造，而是市民阶层固有的某种

社会理想的呈现。
( 三) 新兴市民的社稷观念

昆剧兴起于晚明，如前所述，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造成了社会的激烈动荡，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匪、盗、
霸与权贵狼狈为奸，身处下层的市民社会更是暗无天

日，他们就在水深火热之中，日复一日地被煎熬着。
到了清初，经历了改朝换代的剧烈阵痛后，社会得到

了暂时的休养生息。市民们开始觉悟到国泰与民安

的关系，也即社稷与家庭之间的某种关联性，悟到了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涵义。
昆剧题材从它萌起之初只关心于帝王将相、才子

佳人的望子离奇故事，渐渐地开始关注社会底层的生

活诉求。这种转移性关注，在“吴江派”的作品中已

初露端倪，而到了明末清初，因“苏州派”而大扬其

澜。值得注意的是，“苏州派”的作品不仅浓墨重彩

地去张扬市民社会的道德形态和利义观念，而且能够

以他们的笔墨通过解剖市民心理，一定程度上显露和

展示了他们的家国精神与的社稷意识。
前面已曾提到了昆曲“苏州派”领袖李玉的传奇

《清忠谱》，其中有一细节，描写市民在李王庙听苏州

评话《岳传》的情景，书说宋代大奸臣童贯陷害忠良

韩世忠，当说到韩世忠被童贯陷害被捕之际听客中的

一介“匹夫”的“净”( 颜佩韦) 被“付”( 艺人) 生动的

书艺所感染，艺人因代言童贯逼真，净因愤慨而闹了

场，最终引起了与“丑”( 书场老板) 的殴斗。作者不

惜以一出戏的篇幅来描写这一场闹剧，决不仅仅是为

了用插科打诨。书中的童贯是太监，听众很自然地要

把他与明末魏忠贤联系在一起，魏忠贤是明末误国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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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导致亡国的大权奸，故而这一出“书闹”不仅是颜

佩韦市民性格的刻画，也不仅仅是为了一展市民社会

生活画卷的一角，更多的是涂抹了一层政治色彩。这

一代市民都亲历了明末以来国破家亡的大动乱，他们

对国家社稷的兴亡，不可能怀着事不关己的冷漠。传

奇敷衍的是宋代的历史故事，而颜佩韦的行为却代表

了清初市民的一种社稷意识，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已

把自身的利益与社稷的安危关联在一起了。颜佩韦

和书场老板周文元以及另外三位市民马杰、杨念如、
沈扬后来为了反对魏忠贤阉党，声援东林党人周顺

昌，他们同仇敌忾，最后壮烈就义，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而魏忠贤也自此“非常之谋难于猝发”，阉党因

此而最终复灭“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 《古文观

止》《五人墓碑记》) 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激烈的政治

斗争，表面上与市民利益并没有构成直接的冲突，但

在李玉的传奇中，周顺昌的被迫害引起了市民自发的

罢市声援，因而《清忠谱》描写的这一场气势磅礴的

苏州市民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体现了苏州市

民的社稷意识。
昆曲“苏州派”创作了许多历史剧，他们的历史

剧又无不以历史事件观照现实的乱世社会。乱世社

会动荡也在市民群体中造就了许多英雄豪杰，传奇又

常常借歌颂市民社会中涌现的英雄豪杰他们除暴安

良的业绩来表达市民的诉求，即热望有一个井然有

序、安居乐业的生活与生产环境。而这种诉求，因为

经历了改朝换代过程中铁与血的洗礼，很大程度上已

超越个体或小集团的局限，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而与社

稷的安危紧相联系在一起了。
正是出于这种见识，在市民剧作家的笔下常常会

出现国之重臣乃至帝王在万分危急的关头会有普通

平民去求助他们，让他们转危为安。例如朱佐朝的传

奇《渔家乐》，演绎汉朝皇太子刘蒜，在郑国公梁翼记

图谋篡国，并大肆屠杀忠良的逆境中去国逃亡，《渔

家乐》塑造了渔家女儿邬飞霞及其父亲邬渔翁的渔

民形象。邬父在梁冀追杀刘蒜过程中不幸受箭丧生，

而邬飞霞在刘蒜被追杀的关键时刻营救了刘蒜，并设

法潜入梁府剌死梁冀，又在相士万家春的帮助下逃离

虎穴。也为刘蒜赢得时间，得以借助河东节度使简章

之力起兵复国还朝。《渔家乐》所描写的故事证明

了，在国难当头之际，市民———鄔飞霞、邬渔翁、万家

春等都能不拒凶险，甚至不惜献出生命以救国难。朱

佐朝的另一个传奇《万寿冠》同样叙演了一个太子复

国的故事。传奇塑造的是民间漆匠蒲奉竹和他的女

儿蒲姿，全力营救了晋国的落难太子。剧中的晋太子

元庆从南京逃亡，经由浙江至江西，大致就是明末福

王的逃亡路线，其影射之痕已不言而喻。但明福王被

清军追杀很快复灭了，而晋太子因为得到了平民的求

助，却能够最终得以复国。除此这外，又可举出更多

的剧例，如朱佐朝《艳云亭》中的相士诸葛暗，丘园

《党人碑》中的农家女刘琴儿，《人中龙》中王木匠之

女王竹枝，张大复《读书声》中儒商宋儒等等，不一而

足。他们无不以平民的智慧和勇气，在社稷遇到重大

灾难时挺身而出，为社稷效力，以求国泰民安。也许

市民的社稷意识不过是千百年来在儒家伦理道德熏

陶下的一种朴素意识，然而，在市民阶层崛起、成熟之

际，这样一种潜在的社稷意识已被传奇家注意到了，

并将之珍藏在他们的传奇之中。
( 责任编辑: 陈娟娟)

Urbanization Trend in Soochow Ｒegio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and A Ｒich
Sense of Civic Consciousness Ｒeflected in Kun Opera and Legend

GU Ling － sen
( Jiangsu Provincial Kun Opera Troupe，Nanjing，Jiangsu 210004)

Abstract: In this paper，I start a talking about citizen class in Kun opera． Citizen audience is the decisive factor for
Kun opera to become a national big opera． Early in the beginning period of Kun opera，urban economic in Soochow
began to rise up，and urbanization became speeding up． This made that the burghers class rapidly developed，and al-
so made that Kun opera went to grass － root class from scholar － bureaucrats class． Citizens became the most signifi-
cant audiences for Kun opera． Since the late Ming dynasty especially early Qing dynasty，Soochow school legend
works were filled with civic characters． Citizens＇ morals and beliefs in the god of the land and grain were richened
through Kun opera leg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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