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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文化与明中期吴中文人团体

张 勇
(厦门大学 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明代中期,在席卷全国的文学思想新变和复苏中, 文学运动和文学派别表现得尤为突出, 且南北方呈现

很大的差异性。一是北方/七子派0的文学复古运动, 一是南方吴中文人团体的文学活动。与北方文学的雄浑质朴

不同,南方吴中文学多表现出缘情自适的文学风貌。这种现象从地域的角度考察与江南文化对吴中文人的浸润密

不可分,同时这种地域性文学风貌又对北方复古及明代中后期文学发生着冲击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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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China Culture and Wuzhong Literary Group

Of the Mid-Ming Dynasty

ZHANG Yong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 iter ature, X iamen Univ ersity , X 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In the Mid-M ing Dynasty, there w as a new change and recovery of literar y ro lled up

whole country. T he literary act ivity and literary group w ere active in par ticular, and w er e quite

dif ferent in the N orth and South. One w as the Seven- Scholar Group of literary act ivity in no rth

China, and the o ther w as Wuzhong literary gr oup of literary activ ity in south China. The former

w as featured by vig or and simplicity, w hile the latter valued talent and true feeling and pursued

comfortableness. Wuzhong literar y g roup w ere benef ited f rom dist inct ive regional culture, and

they pushed fo rw ard the literary theory of / back to ancient0 and inf luenced literary of later Ming

Dynasty.

Key words: Reg ional Culutur e; Wuzhong Literary Group; T alent ; Influence

  自古我国的文学史与思想文化史上都存在着

许多具有明显特征的地域文化现象, 如齐鲁文化、

燕赵文化、吴越文化等, 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文

学追求和美学风貌,相应地也给当地的文学创作或

文学思想刻上了深深的烙印。仅就江南文化对于

明中期吴中文人的影响来说,使吴中文学多表现出

缘情自适的文学风貌, 反过来, 这种独具特质的地

域文学又对明代中后期的文学发生着影响与冲击。

一、江南文化的地域性界定及其文学

传统
在文学史上有关地域文化现象的论述最集中

的一个话题,就是/南北文化不同0论。这里的/南0
从狭义的角度来讲, 就是我们习惯上称之的/ 江

南0。

/江南0一词早在先秦典籍里就已出现,然而其

含义却是变化多端的。唐以前的/江南0所指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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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泛,较为明确的/江南0概念当是从唐代开始。贞
观时分天下为十道, 其中一道即为/江南道0, 所谓

的/江南0是指长江以南。但唐人对/ 江南0的用法

却常常超出其范围,如韩愈/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

九0, 其/江南0, 实指江淮以南、南岭以北的整个东

南地区。至明清两代, /江南0从行政区划开始有所

规定,明代的/江南0, 包括: 南直隶 14 府: 应天、苏

州、松江、常州、镇江、庐州、凤阳、淮安、扬州、徽州、

宁国、池州、太平、安庆; 4 州: 广德、徐州、滁州、和

州;浙江布政使司11府;江西布政使司13府。清代

的/江南0主要是指: 江南省、浙江省和江西省。尽

管如此, 现实中明清人对/ 江南0的使用还是很随

意,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与标准。

就是在今天, 学界对/江南0的界说也常有歧
异。或曰: 以太湖为中心的长江下游段南岸的江

浙、吴越一带[ 1]。或曰:长江以南包括苏州(含明清

时的松江、嘉兴二府地区)、湖州、常州的全部及润

州、杭州的各一部分, 也即是明清时江南的核心地

区[ 2] ; 或曰: 江南的合理范围应当包括今天的苏南

浙北,即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

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后来由苏州府划出的太仓

直隶州;这八府一州之地不但在内部生态条件上具

有统一性,同属于太湖水系, 在经济方面的相互联

系也十分紧密, 而且其外围有天然屏障与邻近地区

形成了明显的分隔
[ 3]
。参考地理范围与自然条件,

并结合历史的因素,兹以为李伯重先生对/ 江南0的
界定较为合理, 且更多地为学界采纳。本文所讨论

的/江南0即以此为限。

/江南0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及现实生活中一个

重要的区域概念, 当然不单单为一个地理概念, 而

是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从魏晋隋唐以降, 江南文

化就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重镇。六朝烟雨、秦淮旧

梦,吴越暖景、山川如绣,青山秀水的江南孕育出一

代又一代灵秀聪慧的性情中人。/ 自古江南多才

子0, 江南似乎历来不缺令后世文人雅士称艳的文

坛佳话,如东晋王羲之等人兰亭集会时的/ 曲水流

觞0, 刘宋时期谢灵运、谢惠连等人/以文章会友, 共

为山泽之游0的闲雅洒脱。特别是宋室南迁, 文化

中心的随之南移, 江南诗人开始大放异彩。林逋、

周邦彦、范成大、杨万里、范仲淹、叶梦得等等皆代

表了宋代特别是南宋的一流水平。其后江南文人

的流风余韵代代不绝, 且使得整个江南文化呈现出

超越于政治之外的诗性特质和审美精神, 并成为一

种传统深入到一个民族的心灵深处,延绵不断地流

传下去。

正是由于这种诗性文化精神的存在,江南才成

为江南,且成就了江南文学突出的柔性特征。正如

梁启超先生所说: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

诞纤丽之文, 自古然矣, 自唐以前, 于诗于文于赋,

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 河梁携手, 北人之气

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如波, 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

长江大洒一泻千里者, 北人为优; 骈文之镂云刻月

善移我情者, 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 其受四

周社会之影响特甚焉。0 [ 4]
的确, 青山秀水、茂林修

竹, 历代江南文人得山水之助, 性情上多清俊秀逸、

轻狂洒脱,与北方士人的儒雅、敦厚、刚直、豪放构

成鲜明的对比;江南文学作品也相应地偏重才情创

伤、崇尚自然婉丽的风格。

如果说江南文化的诗性特质赋予文学多柔性

的色泽与面貌,那么其对审美精神的追求则更多地

使得整个江南崇文之风日盛。江南地区普遍崇尚

文教,重视文化教育。东晋南朝时期, 江南公学、家

学发达,世家大族藏书、读书风气盛行。东晋以后

江南士族多以才相尚,刘知几云: /自晋咸、洛不守,

龟鼎南迁,江左为礼乐之乡, 金陵实图书之府。0 上

层统治者对文教的提倡也加速了文化的传播, 促进

了民风的转变。经唐至宋以后崇尚文教一直是江

南文化最鲜明的特征。

二、明中期吴中文人团体的地域特色
吴中作为江南文化的重镇, 在江南/ 春溪流水

去无声0的静好岁月中, 在江南文化诗性特质和审

美精神的浸润下, 再加上吴中独特的地域文化环

境、发达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与政治的疏离, 其文

人文学在沾染江南之气的同时也独具自身的地域

特色。这里的吴中,就明代而言一般指苏州府辖的

一州七县,即吴(县)、长洲、吴江、昆山、常熟、嘉定、

崇明和太仓州,其中吴县为苏州府治所在。[ 5]

其一,吴中也素有重文的传统。/吴自季札言

游而降,代多文士, 其在前古,南镠东箭, 地不绝产,

家不乏珍,宗工钜人, 盖更仆不能悉数也。
[ 6] 86册 , 421

将

吴中崇文之风一直追溯到吴国公子季札,此后代不

乏人。朱彝尊5张君诗序6也提到: /昔之采风者, 不

遗邶鄘曹桧, 而吴楚大邦, 不见录于輶轩之使。后

百六十年,屈、宋、唐、景, 楚风代兴。若夫吴发延州

季子之知乐,子言子之文学, 宜其有诗。而无诗, 岂

非山川清淑之气, 以时而发, 后先固不可强邪? 汉

之一噫, 晋之吴声十曲, 迨宋而益以新歌三十六。

当时至为之语曰: /江南音, 一唱直千金。0盖非列国
之所能拟矣。汴宋南渡, 莲社之集,江湖之编, 传颂

于士林;其后顾瑛、偶桓、徐庸所采,大半吴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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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北郭十友、吴中四杰, 以能诗雄视一世。降而

徐迪功颉颃于何、李, 四皇甫藉甚七子之前。海内

之言诗者, 于吴独盛焉。0 [ 7] 由于普遍的提倡文学,

吴中地区不仅文士风雅相尚、集会交游之风盛行,

而且涌现了许多以诗而雄视海内的人物, 其/ 风流

文采,照映一世0,吴地遂成为江南的诗歌大邦。

其二,与江南文学的柔性特质相关, 吴中文人

文学也表现缘情自适的倾向,并具有鲜明的吴中地

域特色。尤其到了明中期,吴中文人团体这种缘情

自在走向市民世俗生活的过程中更是得到长足发

展,且在席卷全国的文学思想新变中表现得尤为突

出。这一点从明中期吴中文坛上有影响的诗文流

派及主要作家就能很清晰地看出来, 本文仅就沈

周、吴中四才子、正德末吴中文坛上的兄弟联辔群

的文学思想及创作方面试作分析。

沈周, 长洲人。一生乡居不仕, 耕读于相城里,

所居曰有竹庄, 休闲居奉母之乐。诗、画、书法均负

盛名,他自作画, 自写诗, 并自题于其上, 时人谓之

三绝。沈周是成化、弘治时在野的风雅领袖, 吴中

文人出其门下者甚众, 故有相当代表性。著有5石

田诗选6十卷,他的诗歌大多是不经意之作, 不雕不

琢,不受拘束, 颇得自然真朴之趣。钱谦益评其诗

曰: / 才情风发, 天真烂漫, 抒写性情, 牢笼物

态。0[ 8]丙集 , 290如55晚出过邻家小酌6:

两旬方一出, 门外事纷李。鱼促春波浅, 鸟争

林日抖。

老夫倾竹叶, 稚子捉扬花。小坐聊乘兴, 扰堪

感物华。
[ 9]

描绘的是如此平常的生活: 漫步林间看花鸟争鸣,

小坐中与童子斗乐, 然而却有享不天伦之乐、邻里

之情,就是在这样的日常场景中感受到了生活本身

的乐趣,这才是生命的本真。这种适意的享受在作

者看来要比政治功业更真实、更有价值。

继沈周之后,重才情与求自适的文学思想在吴

中四才子身上表现得更淋漓尽致。正如论者所说:

/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 才情轻艳, 倾动流辈, 放诞

不羁,每出名教外。0 [ 10]

祝允明, 长洲人。好酒色六搏, 善新声, 恶礼

法,玩世自放, 名动海内。他在5答张天赋秀才书6

自称 / 不能克己, 不能徇人, 不能作伪, 不能忍

心。0[ 11] 卷十二, 12 60册, 531极具鲜明个性。著有5怀星堂

集630卷。他论诗虽推崇唐风, 而他自己的诗歌创

作却倾向于魏晋六朝, 广采博取,写自己的心声, 写

自己的生活,自有一番天趣。其5口号6诗三首:

枝山才子鬓苍浪, 万事遗来剩得狂。从此日和

先友对,十年汉晋十年唐。

不裳不袂不梳头, 百遍迴廊独步游。步到中庭

仰天卧,便如鱼子转瀛洲。

蓬头赤脚勘书忙, 顶上不笼巾腿不裳。日日饮

酒聊弄妇,登床步入大槐乡。[ 12]卷六 , 1260册, 447

任诞不羁的个性、疏于理法的生活、直达本心的表

达, 使不受束缚、追求适意生活的诗人形象洋溢于

诗作的字里行间。

唐寅,吴县人。出身屠酷, 生长市井,然聪俊异

常; 善书, 工画,诗文尚才情, 自号/江南第一才子0。

唐寅才气纵横,喜为六朝文字, 他的诗不事修饰, 不

计工拙,兴寄烂漫, 于吴中文坛独树一帜。

其5桃花庵歌6:

桃花坞里桃花庵, 桃花庵里桃花仙; 桃花仙人

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花间坐, 酒醉

还来花下眠; 半醒半醉日复日, 花开花落年复年。

但愿老死花酒间, 不愿鞠躬车马前; 车尘马足富者

趣, 酒盏花枝贫者缘。若将富贵比贫贱, 一在平地

一在天;若将贫贱比车马, 他得驱驰我得闲。别人

笑我忒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 不见五陵豪杰墓, 无

花无酒锄做田。
[ 12]

诗中对追求现世快乐的无所顾、对功名富贵的蔑视

嘲弄,情感的直率表达、语言的姿肆烂漫,都洋溢着

一种生命的活力,成功地完成了对诗人鲜明个性的

展示。/余尝有唐伯虎5桃花庵歌6八首, 语肤而意

隽, 似怨似适,真令人情醉。0 [ 13] 此语殊为深刻,也许

偏偏是倡言正统诗文的王世贞才真正体会到了唐

寅诗歌的深刻蕴含。唐寅的诗歌作品中所体现的

与传统道德及主流价值体系的背离, 对日常世俗生

活的肯定及对生命的留恋享受,可以说与晚明文学

新思潮所肯定的/性情之真0最为接近。

值得一提的是徐祯卿, 他即是江南四才子之

一、同时又是北方七子派的成员。四子之中, 徐祯

卿年纪最小, 却天性颖异, 家不蓄一书, 而无所不

通。他早年饱受吴中风习涵养, 多效六朝华美之

调。/于唐名家独喜刘宾客、白太傅。沈酣六朝散
华, 流 艳 文 章烟 月 之 句, 至 今 令 人 口 吻 犹

香。0 [ 8] 丙集, 301其诗作情感稚丽蕴藉,如5文章烟月6:

风霜独卧闲中病, 时节偏催壑口帕。篱下落英

秋半掬,灯前新梦鬓双华。

文章江左家家玉, 烟月扬州树树花。会待以心

销灭尽,好持斋钵礼毗邓。[ 14]

其中/文章江左家家玉, 烟月扬州树树花0为警句,

誉满吴中,至明末钱谦益尚推服之。

弘治十八年( 1505) 徐祯卿进士及第,进京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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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北方前七子复古阵营。然其文学批评与文学

创作仍也不脱吴中风调。最明显的就是他论诗仍

以情为宗旨。他曾明确提出/诗以言其情0, 诗歌的

表现完全是个人的选择。格因情立, 情随人殊, 具

有非理性特征的情都是因人而异, 不能强求统一,

这种观点恰好是吴中诗风的一个注脚。吴中诗歌

创作基本上是缘事而发, 缘情而发, 无强求统一之

说。由此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模拟古格的诗歌创作

论,是与李梦阳的复古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所以钱

谦益评其曰: /登弟之后, 与北地李献吉游, 悔其少

作, ,然而标格清妍, 摛词婉约, 绝不染中原伧父

槎牙奡兀之习, 江左风流,故自在也。0 [ 8]丙集, 301

正德末,吴中文坛继起的一代且具才名的多是

兄弟联辔。有王宠及兄王守、黄省曾及兄黄鲁曾、

袁袤及兄袁褧、陆粲及弟陆采、皇甫汸及皇甫涍等。

这一阶段的诗文创作在吸取前代人的基础上有意

识地表现吴中的独特风貌。如袁袤5阊门行6:

阊门巍巍连紫极, 叠雉崇墉控疆域。飞梁作镇

限关津,广市开场通货殖。土风清嘉想端委, 里闬

骄奢夸鼎食。城中绮构排云起, 城外青槐当路植。

梁鸿桥下柳千条,泰伯祠前花万色。红尘日晚驱雕

辇,碧草春来迷玉勒。鱼钥彤彤开宅第, 夹道去甍

对迢递。鸳鸯织就缀文茵, 翡翠裁来妆宝髻, 横塘

二月春气浓, 中流画鹢看摇曳。陌上行行雾縠纷,

花间往往牙樯系。公子前溪唱艳词,佳人子夜翻新

制。朝朝箫鼓出城闉,夜夜兰灯迎水裔。[ 6]卷五, 86册, 469

诗中极力渲染城市奢华的色彩和情调, 却不含

传统的道德评判。其它如皇甫汸5长安十六夜歌6、

5进酒词6,黄省曾5临终自传6等, 他们在作品中对

城市富奢自适生活的留连沉溺, 脱俗形骸的狂放才

情乃至绮辞丽藻的运用, 都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纵观吴中文人团体的文学活动,大都与社会政

治疏离, 而追求适意自我的世俗生活; 他们的文学

创作也多是个人情感和个人情趣的展示, 其诗风淡

远、形象鲜明、情感浓郁。这种独具特色的地域性

文学风貌与北方七子派所倡言的文学复古主义思

潮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时吴中文学中所暗含的/真0
和/情0的思想也为明中后期文学新思潮的到来起

了直接的导向作用。

三、明中期吴中文人团体的影响
明中期吴中文人团体得益于独特的地域文化

环境与世代相传的文学传统, 所呈现得张扬才情、

与自由抒发心性的文学风貌,其自身在形成一个不

断向传续的文学系统的同时,也在时代的演进中穿

越时间的缝隙日益向外部文坛渗透,并对明中后期

的文学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吴中文人文学中缘情的一面给北方七子派的

文学复古思潮以冲击, 使其复古思想有所改变, 且

促进了南北方文学潮流的融合。

吴中文人团体与以七子派为首的北方文学复

古派,可以说是明中期两股主要的文学力量。虽然

其声势还不能和前后两股诗文复古思潮相抗衡, 只

是相对在其地域范围更具华彩;但他们中有些人也

在自觉或不自觉地突破地域的局限, 与其他地区文

人集团发生着感情联络和文学交往; 而外部的文学

也在向它靠拢, 接受它的影响并组合入它的意义。

最典型的就是与前七子领袖李梦阳的交游,在这个

交往的过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文学复古思

想的影响,但同时其创作及批评中所特有的吴中缘

情的质素也从复古阵营内部改造着文学复古思想。

首先在两者间架起了沟通桥梁的是徐祯卿, 他

既是/吴中四才子0之一,又是/前七子0之一。徐祯

卿于弘治十八年( 1505年)中进士, 到达北方后加入

了李、何的文学群体。并与李梦阳十分投契, 两人

/联蝉裾玉,周旋朝寺,良时出游, 则并橛而趋; 清宵

燕寝,则共衾而寐。0 [ 15]
。但是徐祯卿虽追随李梦

阳学诗却并未被其同化, 如沈德潜5说诗晬语6云:

/徐昌縠大不及李, 高不及何, 而倩朗清润, 骨相嵚

崟,自独能尊吴体。0 [ 16]就说明了吴地文化对徐祯卿

影响的极为深刻,即使他到了另一文化场中也难以

舍弃。他对北方文学复古的接受是以一种交融的

方式来进行的,在接受的同时也将吴中华美的风调

带入了复古派的文学创作中。其次是追随李梦阳

最得力的黄省曾和袁袤。黄省曾于嘉靖初寄书于

李, 申述其仰慕之情, 李梦阳在答书中说: / 辱致华

牍奇帙,兼之高篇, 展之灿然,诵之锵然, 目之苍然、

渊然,盖所谓希世之珍也。0 [ 17] 袁袤于嘉靖七年

( 1528年)在河南谒见李梦阳, 论文相契。李梦阳则

以生平手编的全集嘱托给黄、袁二人, 黄应李梦阳

之请为5空同集6作序, 袁为之作5李空同先生传6。

足见对他们的青睐与信任。如果说徐祯卿将吴中

重才情的风貌引入复古派的诗文创作, 表现为六朝

华美之风调; 那么, 黄省曾和袁袤他们的才情则表

现于繁丽的辞藻。

正因为异已者的声音,自信自负如李梦阳者也

认识到了自身的缺点,并对此有所接受, 提出了/今

真诗乃在民间0这样反复古的文学主张。诚如李梦

阳在其诗集自序中所说: /予之诗非真诗也。王子

(王叔武)所谓文人学子韵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词

多者也。0这样的主情论调以及他对民歌的肯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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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崇, 可以说不能不受到来自吴中的徐祯卿、黄省

曾及其他吴中文人的影响。如此,吴中文人团体以

其特有的缘情风调及理论贡献, 改变着复古派的创

作风貌和复古思想,使文学复古走向了成熟同时也

走向了终结,并使南北方文学潮流在明中后期逐渐

走向融合。

另一方面, 吴中地区缘情自适的文化传统经明

中期吴中文人团体的进一步发展, 使他们的文学创

作和文学思想表现出更多的放任个性与抒发性情,

可以说成为了晚明文学新思潮的先驱。最明显的

例子就是公安派主将袁宏道/性灵说0的提出。

万历二十三年( 1595)初春, 袁宏道来到江南,

任吴县县令两年, 此后又历游吴越两年, 四年江南

畅游生活,对他的人生态度、文学思想和诗文创作

都发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明中后的吴中是文人荟萃之地, /才艺代出, 斌

斌称极盛,词林当天下之五0 [ 18]。吴中士风放浪自

任,文人嗜爱声色游乐、纵情适性,构成吴中文人文

学的一大特色, 其中唐寅、祝允明即是典型的代表。

袁宏道来吴后, 先后结交张凤翼、张献翼、钱希言、

王稚登、皇甫仲璋、屠隆、杨廷筠等名流狂放之士。

一面是名士的风流俊赏、一面是情欲的放纵自适,

可以说本来就有着放浪不羁个性的袁宏道, 很快就

与吴地士子在纵情适意方面达到了心灵上的默契。

正如他评吴中才子唐寅/以文名, 亦不专以文名。

,,.子畏有知, 其不以我为俗吏乎?0很说明其态

度。他在吴中期间, 思想活跃, 个性狂放, 感情炽

热, 对世俗生活充满着强烈的兴趣。这固然与他受

李贽思想的影响有关, 但他所置身的吴中文化环境

和吴中文人的生活态度无疑也对他起了鼓动和催

化作用,深化了他对/自然人性0的感悟, 为其自然

人性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感性认识和理论依据。

如果说吴地士风的纵情欢娱影响并构成袁宏

道人生适意的纵情一面,那么, 吴地山水的隽秀灵

气则哺育着袁宏道追新求奇的品格, 从而成为他文

学思想中/ 性灵0和/趣0的契合点。袁宏道如中国
大多文人一样, 嗜山喜水, 以陶冶情性。任吴县令

期间, 足迹踏及, 写下大量诗文游记盛赞吴地山水

之美秀。吴地山水以其清隽灵奇之气也在无形地、

而又有力地塑就着他清通任达的审美情趣,这和他

对心灵舒适和自由的憧憬、向往共同融合成了/性

灵说0的重要蕴义。二者相结合为公安派性灵说提

供了深刻渊源和存在基础, 激发起袁宏道诗心与灵

心的创造于万历二十四年( 1596)作5叙小修诗6, 全

面地阐述了公安派理论主张, 提出了著名的/性灵

说0理论, 真正竖起了公安派倡言性灵的大旗。从

这一点来说, 如果没有吴中文学的熏染与嵌入, 袁

宏道的思想转折当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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