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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良相 则为良医

—明代苏州盛氏儒医世家研究

摘  要： 明代苏州盛氏是享誉一方的儒医世家，在业医和业儒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从医家辈出、儒为根

本，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对苏州盛氏家族进行初步研究，可以看出盛氏家族在子孙教育和择业时秉承因

材施教基础上业儒优先的原则，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使明代苏州盛氏家族医、儒相兼并传，成为儒医世家。

关键词： 明代；苏州盛氏；儒医世家

中图分类号：K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931(2011)05-0029-03 

孙  达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Well-known Governors or Famous Doctors:
The Research of Sheng’s Family: A Saga of Confucian Doctors in 

Suzhou in the Ming Dynasty

SUN Da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Sheng’s Family is renowned as the Confucian and doctor family in Suzhou, 
who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both medical science and Confucianism. This paper makes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Sheng’s Family from three aspects: their medical science, their Confucianism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ir descendants chose career first according to their ability, 
and then gave priority to the Confucianism. If the descendants could not become well-known governors, they 
would become famous doctors. Because the medical science and Confucianism was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Sheng’s Family became Family the Confucian and doctor family in 
Suzhou.
Key words： Ming Dynasty; the Sheng’s in Suzhou; family of confucianists and doctors

苏州盛氏是宋参知政事文肃公盛度之后。靖康

之乱以后，盛岫由汴迁吴，为迁吴始祖。吴宽说：“惟

盛氏在吴中为大族，子孙散居郡邑，多以医为业，

当皇明永乐间见用于朝。若太医院御医启东、叔大

二先生尤著者，其次亦多为郡邑医官。至于业儒而

出，往往为名进士，仕于内外者不绝，故人指为衣冠

家。”①盛氏终明一代一直声誉不衰，为江南望族，必

然有其内在的特别之处。本文将从盛氏家族业医、

业儒及二者的关系三个方面对盛氏儒医世家进行

初步研究，探讨其长时间内保持名门望族地位的内

在原因。

一、医家辈出

明代苏州盛氏家族在业医方面成就卓著。医术

在盛氏家族中不断传承并世有其人，家学渊源和姻

亲关系都对医术传承有着重要的影响。

盛氏家族在御医盛启东、盛叔大之前虽然以儒

起家，但盛氏在元朝时已有从医者。盛益“为江浙医

学提举司提领，五世而绝，季子宗仁生寓翁，而医复

传”②。寓翁即启东祖父盛似祖。启东父逮戍守宁夏，

“人饥困多疾疫，先生以医药济之，全活者众”③。盛

俌说：“自高大父而下皆业儒医。”④因此，祝允明说

盛氏在启东以前就已经“代有华彦而恒业医”⑤是可

①②  吴宽：《盛氏重修家谱序》，《匏翁家藏集》卷四十三。
③  张益：《居密先生行实》，（清）盛钟歧修《平江盛氏家乘》，十贤堂刻本。
④ 陈音：《赠医学正科盛君汝弼序》，（清）盛钟歧修《平江盛氏家乘》，十

贤堂刻本。
⑤ 祝允明：《苏州府医学正科盛公墓志铭》，《怀星堂集》卷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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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御医启东“生子九人，咸克绍其家学”①。叔大

子佾承继家学，后为吴江医学训科。启东从子盛伦

“承两御医指授而造诣益力”②，在医术方面颇有建

树。盛氏在业医方面世有其人，与这种家学传承有

着最直接的根本关系。 
除家学渊源外，姻亲关系也对盛氏在业医方面

的成就有着重要影响。中医医术可以通过拜师和授

徒不断传承和发展，但相对于普通的拜师和授徒，

通过姻亲关系学习医术自然更便利。御医启东之子

僎，“配袁氏，太医院院使讳宝之女”③。启东第九子

汝成，妻沈氏，其妻祖父沈瑛，亦是御医。顾鼎臣在

为沈氏写的墓志铭中说：“盛氏、沈氏皆吴中旧族，

谱乘相甲乙，累世为儒医名家。”④苏州医学正科盛

昱，“配陈氏，亦吴名医良绍之女”⑤。在姻亲关系中，

医术必然是大家相互探访时谈论的共同话题，在医

术方面的交流自然有助于医术的不断精进。盛应宗

在初读岐黄书之时，医术并未大行，后“凡三徙而始

依其妻之父杜山先生。杜先生，国医也。君与之下上

往复，尽得其秘，而又能时以其意错奇正而用之，遂

所至立效，名遂出杜先生上”⑥。由此可见，通过姻亲

关系在医术上获得裨益，也是盛氏家族能够在业医

方面不断传承的一个重要助力。

在家学传承和姻亲助力的影响下，明代苏州盛

氏家族在业医方面代有闻人。苏州盛氏家族中业医

者见表1。

表1 苏州盛氏家族业医者

姓名 人物关系 官职 姓名 人物关系 官职

盛似祖 盛旷 僎子

盛逮 似祖子 盛早 汝成子 医学正科

盛寅 逮子 太医院御医 盛曾 俌子 医学正科

盛宏 似祖孙，逮侄 太医院御医 盛鲁 俌子

盛俨 寅子 太医院医士 盛虞 佾子

盛侃 寅子 医学正科 盛昱 伦子 医学正科

盛僎 寅子 盛乾 暟子

盛佖 寅子 盛良 暟子

盛文继 寅子 盛莹 昱子

盛汝成 寅子 盛应龙 乾子 太医院医士

盛俌 寅子 医学正科 盛应桢 坤子，暟孙 太医院医士

盛佾 宏子 医学训科 盛应宠 佖曾孙 医学正科

盛伦 逮孙，寅侄 盛应陵 暄孙

盛暟 俨子 盛应宗 旷孙

盛暄 僎子 盛之楫 应宗子

资料来源：（清）盛钟歧修：《平江盛氏家乘》，十贤堂刻本。

根据上表，盛氏家族在明代业医者有30人，代

际间隔为八代。其中为医官者有12人，占业医总人

数的40%，2人为太医院御医，3人为太医院医士，6人

为医学正科，1人为医学训科。明代苏州人陈镒说：

“吾乡故多良於医者，求其子孙蕃衍，克承家学，蔚

有能声，蓋无逾盛氏。”⑦虽有夸大之嫌，但仍不失为

中肯的评价。

二、儒为根本

钱溥在为盛启东写的墓志铭中说：“盛，姑苏之

世儒。”⑧盛氏之所以被称为儒医世家，是与其在业

儒登科方面的成就分不开的。苏州盛氏自宋参知政

事文肃公盛度之后，历南宋、元朝，业儒攻科举，代

有显荣，载入史册者多有之。盛氏迁吴之祖岫即业

儒为平江府通判，迁居吴江儒林里。御医启东工诗

文，曾因在皇帝面前赋诗而受到褒奖。启东之父逮，

通儒学而有义行，有《原道诗》。逮“曾大父益，大父

宗仁，皆业儒授徒以自养。父似祖，号寓翁，读书明

理性学，冠婚丧祭，行遵文公《家礼》，为吴缙绅家楷

范” ⑨。盛俌说盛氏“国初皆业医而根儒”⑩，并未因

业医放弃对儒学的追求。在御医启东之后，盛氏子

孙虽从医者多，但业儒者也不少，其中有些在科举

仕宦方面还取得了很高成就，见表2。

表2 明代苏州盛氏家族中在业儒方面成就卓著者

姓名 人物关系 荐举或科举 官职、著作

盛逮  洪武初以贤良应诏 《原道诗》

盛章 逮弟 永乐七年（1409）以材行荐举

盛寅 逮子 《流光集》

盛偲 逮从子 永乐八年（1410）荐举贤良 《盟鸥集》

盛僎 寅子 英宗正统三年（1438）戊午乡贡

盛俊 章孙 英宗正统十年（1445）乙丑进士

盛昶 逮曾孙 景泰二年（1451）辛未进士
叙州知州，
有《休休
翁集》

盛侅 寅子 天顺四年（1460）庚辰进士

盛应期 寅四世孙 弘治六年（1493）癸丑进士
都察院右
都御史

盛坤 寅曾孙 博士弟子员

盛应阳 坤子 嘉靖二年（1523）癸未进士 严州知府

盛应望 应期弟 正德五年（1510）庚午乡贡

盛王赞 应阳曾孙 崇祯十年（1637）丁丑进士  兰溪县令

① 张益：《送盛文刚赴任序》，（清）盛钟歧修《平江盛氏家乘》，十贤堂
刻本。

② 钱溥：《芝俨先生墓志铭》，（清）盛钟歧修《平江盛氏家乘》，十贤堂
刻本。

③ 盛侅：《故兄钝菴府君圹志》，（清）盛钟歧修《平江盛氏家乘》，十贤堂
刻本。

④ 顾鼎臣：《明故盛汝成沈宜人墓志铭》，（清）盛钟歧修《平江盛氏家
乘》，十贤堂刻本。

⑤ 王鼎：《明盛允昭夫妇合葬墓志铭》，（清）盛钟歧修《平江盛氏家乘》，
十贤堂刻本。

⑥ 王世贞：《冠带儒士盛少和先生墓志铭》，《弇州四部稿》卷
一百二十二。

⑦ 陈镒：《赠世医盛汝德序》，（清）盛钟歧修《平江盛氏家乘》，十贤堂
刻本。

⑧ 钱溥：《太医院御医盛先生墓表》，（清）盛钟歧修《平江盛氏家乘》，十
贤堂刻本。

⑨ 张益：《居密先生行实》，（清）盛钟歧修《平江盛氏家乘》，十贤堂刻本。
⑩ 祝允明：《苏州府医学正科盛公墓志铭》，《怀星堂集》卷十八。

注：本表对于以业医为主，在业儒方面不是很显著的盛氏子孙，不再
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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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表，盛氏家族在明代业儒成就卓著者13

人，代际间隔为10代。其中进士有6人，占将近50%，

乡贡2人，荐举3人，博士弟子员1人，无功名者1人。

有6人通过科举担任职官，官职最高的是盛应期，官

至都察院右都御史，4人有著作。苏州盛氏终明一

代，在业儒方面代有闻人，使得苏州盛氏家族在当

时最为看重的文化和科举方面占有一席之地，成为

享誉一方的名门望族。

三、医家辈出和儒为根本的关系

明代苏州盛氏家族是一个医、儒兼及的儒医世

家，在医、儒兼传情况下，其子孙在选择职业时必然

会面对业医还是业儒的问题。

业儒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并非谁都可以，而

业医可以获得相当的报酬，为业儒提供支持，是盛

氏家族能够在业儒方面取得卓著成就的经济保障。

盛逮戍守宁夏回吴后经济窘迫，其子启东“僦居阊

门售药以养亲”①，家业复振。戴元礼在苏州行医，

“吴人以病谒者，每制一方，率银五两”②。由此可见，

行医算是高收入行业，足以保证生活并为业儒提供

经济支持。另外，在诸子分家析产的继承原则下，财

产随着代际的延续和家族的扩大被越分越少，因此

有富不过三代之说，这是许多家族不能长久保持名

门望族地位的重要原因。但医术作为一种学问和技

能，它的不断传承可以弱化诸子分家析产带来的负

面影响，个人可以凭借其获得财富，而财富则是保

持个人以及家族地位的重要基础。

业儒可以为业医提供其所需要的文化基础。中

医易学难精，而中国古代医学著作，通常言简而意

深，想要在医术方面达到很高的水平，必须要有一

定的文化知识。唐代孙思邈认为，医生不但要熟练

掌握《素问》等各种医书药典，还要通晓经史子集。

因此，儒学成为精通医术的一个重要前提。吴宽在

为盛暟写的“序”中说：“然医之理奥深，非一日可学

而知者，而用美固通儒，宜其决死生，论迟速若辩黑

白，然有得而无失也。”③盛俌“通儒术，有见於兹，

故其医特神，有非世俗之医所能窥其密也”④。盛暄

“恒以世医不可弗继，既读儒书而攻医益力，有深诣

独到之趣”⑤。对于儒学在业医方面起的作用，王與

说：“凡施之治症，有升降浮沉、寒热温凉之候，皆推

吾儒者所论阴阳之理，以会通之；施之接物，有拯危

起废、弃责却馈之类，皆即吾儒者所行仁义之道，而

扩充之。”⑥因此，盛氏家族子弟中业医者亦多通儒，

医、儒相兼并传，互为条件，实难分开。

盛氏家族医、儒相兼并传，但两者的地位却是

不同的。其在子孙教育和选择职业时秉承的是因材

施教基础上业儒优先的原则。在盛氏家族中，对下

一代的教育首先要看资质，因材施教。盛僎抚养几

个幼弟，“诸弟虽幼，不敢毫发有欺焉，教之各因才

以成其器”⑦。盛伦对其二子也是区别教育，“授昱以

医，昶则督之以儒”⑧。这种教育和职业选择上的区

别当是根据个人的资质，并不是简单的选择。但无

可否认的是，业儒登科对提高个人以及家族地位和

荣誉的作用是其他行业不可比的。再加上业儒也是

精通医术的文化基础，业儒成为因材施教基础上的

优先选择。盛伦对其子说：“吾宗本儒也，而流于医，

医可继，而儒不可弗复也，吾将复之。”⑨这既是对家

族儒学传承的认同，也是基于现实的考虑。如果盛

氏子弟有志经史或有意于科举，他们多会在儒学方

面得到培养，以使他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

才能，提高自己及家族声誉。盛僎让有志于经史的

盛侅跟从大儒和有德行的人学习儒学，后盛侅进士

及第。盛暟“载籍固已旁披而博览，其意欲决科第，

取资级，以起天下之废疾久矣，不幸而不遇，因稍出

其家学而时出以试之，未久，名隐然起吴下”⑩。不为

良相，则为良医，盛暟在业儒登科不断失败后才转

而业医，业儒作为优先选择在他身上得到了很

好体现。

四、结语

业医方面，家学传承和姻亲关系方面的助力使

得盛氏家族的医术传承得到保障。业儒既有家学渊

源方面的原因，又是提高医术，特别是提高个人以

及家族地位和荣誉的需要。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盛

氏在子孙教育和择业方面秉承因材施教基础上业

儒优先的原则，业医与业儒互为条件，实难分开。以

上几个方面互相结合，业医和业儒相兼并传，代有

① 钱溥：《太医院御医盛先生墓表》，（清）盛钟歧修《平江盛氏家乘》，十
贤堂刻本。

② 杨循吉：《苏谈》，《笔记小说大观》，（台北）新兴书局有限公司1986
年版。

③ 吴宽：《赠盛用美序》，《匏翁家藏集》卷三十九。
④ 陈音：《赠医学正科盛君汝弼序》，（清）盛钟歧修《平江盛氏家乘》，十

贤堂刻本。
⑤ 邵宝：《明故师省盛君墓表》，（清）盛钟歧修《平江盛氏家乘》，十贤堂

刻本。
⑥ 王與：《赠盛用美序》，《思轩文集》卷七，转引自方春阳《中国历代名医

碑传集》，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年版。
⑦ 王鏊：《钝菴盛府君墓表》，（清）盛钟歧修《平江盛氏家乘》，十贤堂

刻本。
⑧ 钱溥：《芝严先生墓志铭》，（清）盛钟歧修《平江盛氏家乘》，十贤堂

刻本。
⑨ 徐有贞：《盛芝严寿意图》，（清）盛钟歧修《平江盛氏家乘》，十贤堂

刻本。
⑩ 吴宽：《赠盛用美序》，《匏翁家藏集》卷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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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人，使苏州盛氏家族成为明代誉满一方的儒医

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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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老字号企业的振兴和发展对策探讨

摘  要： 苏州老字号企业经营状况普遍好于全国。在品种创新、文化传统及销售渠道等方面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

但也存在着企业管理欠缺及外部经营环境不佳等制约因素。因此，必须从企业创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政府扶持

及立法等层面提出相关策略，促进苏州老字号企业的发展。

关键词： 老字号；对策；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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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民华
（苏州市职业大学 经贸系，江苏 苏州  215104）

Strategies to Revive and Develop the Enterprises with Time-honored 
Brands in Suzhou

GOU Min-hua
(Business Department, Suzhou Vocational University, Suzhou 215104, China)

Abstract： The enterprises with time-honored brands in Suzhou are in general better managed than the other ones 
in Chin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features such as product innovation, cultural tradition and sales channel, and 
the analysis of obstacles such as management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concerning the time-honored brands 
of Suzhou, this article provides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with time-honored brands 
in Suzhou. These strategies include the three aspects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supports from 
government and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Key words： time-honored brands; strategi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有2 500多年历史的苏州，作为中华老字号的

重镇，有着独特的地理条件和辉煌的历史，曾孕育

了上百家妇孺皆知的百年老字号企业。这些老字号

企业遍布于餐饮、食品、酿造、医药、工艺、文化、服

务等众多行业，为苏州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

贡献。根据统计，目前全国70%的老字号企业处于经

营亏损状态，而苏州70%老字号企业的销售额正逐

年稳步增长，经营状况普遍好于全国。

一、苏州老字号的发展特点

历史悠久、特色鲜明、诚信至上、货真价实、童

叟无欺是老字号企业的共同特点，是其在长期发展

过程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传统商业文化。正是这些

特点使得诸多老字号企业能经久不衰，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1]苏州老字号在发展的过

程中还具备了自己的特点：

（一）勇创新品，推陈出新

苏州老字号的产品在保留原味的基础上，不断

创新，以迎合现代人的不同口味。在生活方式改变、

生活质量提高的同时，人们对健康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一些企业就迎合了市场的需求，如采芝斋和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