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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随着明中期商人传记商品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袁商人传记作者的人数成倍增长袁作者整体水平下降过程中出

现了两极分化遥 这说明文学商品化使作者群体人数扩大的同时袁会拉低作者的整体水平曰与此同时袁文学商品化被社会

普遍接受后袁会有更多优秀的人才充实到作家队伍中袁从而催生更多优秀的作家遥
关键词院商人传记曰作者群体曰文学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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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期是中国传记文学史上的一大转折袁在润

笔费的驱动下袁这时的文集中出现大量为商人而作

的传记遥 来自商人的润笔费袁把明代的传记催化成商

品遥 商人传记在明代弘治尧正德尧嘉靖三朝商品化程

度不断加深袁不仅对明代传记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袁
也使商人传记作者这个群体发生了变化遥 本文将在

探讨商人传记商品化加深对作者群体影响的基础

上袁力图揭示文学商品化对作者影响的规律性遥
笔者通过翻检 叶四库全书曳尧叶四库全书存目丛

书曳尧叶续修四库全书曳三部丛书袁共搜集到 50 位商

人传记作者撰写的 160 篇商人传记袁并据叶明史曳及
地方志等文献袁 编撰了 叶明中期商人传记作者小

传曳袁在对商人传记文本整理的基础上袁编撰了叶明
中期文集中商人传记目录曳袁譹訛本文的论证主要以此

为依据遥
在进入正题前袁 还需要提出并解决一个问题遥

商人传记的作者生卒年袁不少都跨越了弘治尧正德尧
嘉靖中的几个朝代袁怎样才能比较科学地确定作者

的朝代归属钥 考虑到明中期商人传记的作者大多数

都是进士出身袁中国古代士人的主要活动时间一般

都在登进士第之后袁因而我们可以以此作为确定作

者朝代归属的参照标准遥 另外袁还有 6 位作者不是

进士出身袁本文采取的办法是按生卒年将他们放置

在先于他们出生的进士之后尧后于他们出生的进士

之前遥 下面将把明代商人传记作者分别归入弘治尧
正德尧嘉靖三个朝代袁探讨商人传记作者的群体特

征因文学商品化加深而发生的变化遥
一尧作者人数增长及其地域差异

从整体上来看袁明中期商人传记作者的人数增

长迅速袁明中期弘治朝有作者 6 人袁分别是李梦阳尧
汪循尧顾璘尧陆深尧崔铣尧殷云霄曰正德朝有作者 8
人袁分别是方鹏尧吕柟尧毛伯温尧孙承恩尧常伦尧林希

元尧张衮尧王宠曰嘉靖朝有作者 36 位袁分别是欧阳

德尧郑晓尧徐阶尧袁袠尧田汝成尧王慎中尧李开先尧唐顺

之尧金瑶尧王世贞尧汪道昆等遥 从弘治到嘉靖袁作者人

数迅速增长遥
以上数据可以说明明中期商人传记作者的人

数有显著增长袁并不能证明作者人数显著增长与文

学的商品化之间存在对应关系遥 要证明作者人数的

增长是文学商品化导致的袁需要对作者增长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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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与商人传记消费的地域差异进行比照袁探析两

者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遥 明中期 50 位商人传记作

家袁按照朝代与地区的分布情况如表 1遥
徽州地区各朝产生的作者是袁弘治年间 1 位袁平

均每 18 年出现 1 位袁正德年间共 0 位袁嘉靖年间 4
位袁平均每 9 年出现 1 位曰江浙地区的增长情况是

弘治年间 2 位袁平均每 9 年出现 1 位袁正德年间 4位袁
平均每 4 年出现 1 位袁嘉靖年间 24 位袁平均每 1.88
年出现 1 位曰其他地区弘治年间 3 位袁平均每 6 年

出现 1 位袁正德年间 4 位袁平均每 4 年出现 1 位袁嘉
靖年间 8 位袁平均每 5.63 年出现 1 位遥 通过数据对

比可以发现袁从弘治尧正德到嘉靖袁徽州地区尧江浙

地区的作者数量都有了成倍的增长袁而其他地区的

作者数量却没有明显变动遥 是什么原因导致明中期

商人传记作者的人数增长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呢钥
笔者认为袁正是商人传记消费的地域差异导致

了作者人数增长呈现出地域差异遥 徽州地区是商人

传记消费的中心区袁笔者检索到的 160 篇商人传记

中袁有 99 篇的传主是徽州商人遥 野好名冶的徽商参与

消费使得徽州地区成了商人传记的消费中心遥 徽州

地区的作家共 5 位袁其中金瑶撰写商人传记 13 篇袁
汪道昆 31 篇袁 汪循 1 篇袁 方弘静 7 篇袁 吴子玉 19
篇袁共 71 篇袁占了总量的近一半袁是名副其实的生

产中心遥 江浙地区是商人传记消费的亚中心区遥 江

浙地区在明代中期共有 30 位商人传记作者袁 分别

是顾璘尧陆深尧方鹏尧孙承恩尧张衮尧王宠尧郑晓尧徐
阶尧袁袠尧田汝成尧唐顺之尧皇甫汸尧皇甫涍尧薛应旂尧
张瀚尧沈炼尧莫如忠尧茅坤尧李春芳尧周思兼尧王世贞尧
刘凤尧严果尧姜宝尧张祥鸢尧张凤翼尧王世懋尧申时行尧
郑若庸尧归有光遥 他们共撰写商人传记 63 篇袁其中

传主为徽商的 29 篇袁比例高达 46%遥 其他地区是商

人传记消费的边缘区袁共有作者 15 人袁为商人撰写

传记 26 篇袁 传主为徽商的仅 4 篇袁 分别是李梦阳

叶鲍允亨传曳尧王慎中叶黄梅源翁传曳尧李攀龙叶何季公

传曳尧耿定向叶儒贾传曳遥

以上数据说明袁 商人传记作者人数的增长袁与
徽商的传记消费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性遥 徽州与江

浙地区文人为徽商作传较多袁这两个地区的作者数

量在明中期成倍增长曰其他地区文人很少为徽商作

传袁因此作者人数基本没有增长遥 不过袁我们还得追

问袁 徽商与徽州文人之间容易形成名利交换关系袁
但徽商与江浙地区的文人之间是否如数据反映的

那样出现了名利交换关系钥 周晖在叶二续金陵琐事曳
的文字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院

凤洲公同詹东图在瓦官寺中袁凤洲公偶云院野新
安贾人见苏州文人如蝇聚一膻遥 冶东图曰院野苏州文

人见新安贾人如蝇聚一膻遥 冶凤洲公笑而不答遥 [1]

野新安贾人见苏州文人如蝇聚一膻冶袁指的正是

苏州文人与徽州商人之间因名尧利交换而形成的一

种特殊的密切关系遥
江浙地区的文人袁也不避讳自己与徽州文人之

间存在名利交换关系遥 以卖文为生袁并为商人创作

了大量传记的最典型的代表是郑若庸袁 郑存仁在

叶蛣蜣集序曳中对郑若庸卖文有细致的记载院
君锢志韬晦袁谢进取袁闭门寂居袁力昉古述作遥

时之明卿大夫袁若九宇樯毂之众袁每乐购其文袁日猝

猝应之袁不暇给遥 噎噎后去赵袁舍清泉袁固樯毂之萃袁
名卿大夫拥处上下袁购其文者日益多袁君又皆猝猝

应之袁余二十年所遥 [2]渊P558冤

郑存仁之言袁向我们陈述了郑若庸以卖文为业

的事实袁却刻意地隐去了向郑若庸求文的人中多有

商人袁只言野名卿大夫冶乐购其文遥 不过袁郑若庸对自

己喜欢结交商人之事毫无隐讳袁他在为歙县商人胡

南溪撰写的叶南溪记曳中说院野余平生乐与歙之人士

交袁歙之人士亦多好余冶袁[2]渊P578冤此语道出了他与歙县

商人确如周晖叶二续金陵琐事曳所言袁因名尧利交换

关系而野如蝇聚一膻冶遥 因为存在这层关系袁郑若庸

在叶蛣蜣集曳尧叶北游漫稿文曳两部文集中共为商人立

传 13 篇袁 分别是 叶坤岩记曳尧叶韦庵记曳尧叶南溪记曳尧
叶迂叟记曳尧叶翳松子传曳尧叶紫厓君传曳尧叶吴烈妇传曳尧

朝代名称 全国总人数 徽州地区人数 江浙地区人数 其他地区人数

弘治渊18 年冤 6 1渊汪循冤 2渊顾璘尧陆深冤 3渊李梦阳尧崔铣尧殷云霄冤
正德渊16 年冤 8 0 4渊方鹏尧孙承恩尧张衮尧王宠冤 4渊吕柟尧毛伯温尧常伦尧林希元冤
嘉靖渊45 年冤 36 4渊金瑶尧汪道昆尧

方弘静尧吴子玉冤
24渊郑晓尧徐阶尧袁袠尧田汝成尧唐顺之等冤 8渊欧阳德尧王慎中尧李开先尧靳学颜尧宋仪望尧

李攀龙尧吴国伦尧耿定向冤
合计 50 5 30 15

表 1 商人传记作者各朝尧各地分布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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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吴隐君传曳尧叶胡叔吉小传曳尧叶味菜记曳尧叶时斋记曳尧
叶东原君小传曳尧叶汪少石小传曳袁 算是多产的商人传

记作家遥 这 13 篇传记的传主全部都是歙人袁而且传

主多数没有什么义行值得记述袁如叶蛣蜣集曳卷二中

的叶韦庵记曳袁是为歙县盐商吴吉修所作袁该文数百

字都在释吴吉修的野韦庵冶之名袁文中未见传主有义

行善举或高逸之行遥 文末记述了作者曾对吴吉修说

过院野子将高明以立韦之体袁柔顺以适韦之用袁而趋

变随时袁允执厥中袁无施而不可袁匪直沾沾若西门氏

之为也遥 张子房魁梧奇伟袁而状貌如妇人女子袁有得

于韦袁宜莫如是袁敢以进子遥 冶吴吉修的回答是野善冶袁
得到了吴吉修的肯定后袁郑若庸野遂为之记遥 冶[2]渊P577冤

据此可知袁郑若庸是为了获得润笔费袁而主动向商

人进献谀词曰在获得商人的肯定尧收到润笔费之后所

作的传记袁也应当以谀词视之遥又如叶北游漫稿文曳卷
下中的叶汪少石小传曳袁传主同样没有义行善举与高

逸之行袁郑若庸为其作传袁也是因为他野平生乐与歙

之人士交冶的缘故遥 黄敦兵将明清之际文学商品化

背景下袁文人为获利而进行文学创作概括为野砚田

糊口冶袁认为野大量士人长期沉滞下层袁科举仕途日

益拥堵遥 许多读书人在屡试不中等情况下投身商

海袁而从事通俗文学创作以获取生存之资与扬名之

具冶袁[3]其情况与商人传记并无二致遥
由此可知袁 明代商人传记作者人数的迅速增

长袁与好名的徽商重金求文之间有着密切联系遥 徽

州尧 江浙地区是徽商主导的传记文学商品化的中

心袁这些地区的作者人数随着商人传记消费需求的

增长而增长曰 其他地区远离传记文学商品化的中

心袁 因此在商人传记消费需求增长不大的情况下袁
作者人数也相对保持稳定遥

二尧作者整体水平代降与两极分化

文学商品化推动下作者规模扩大的同时袁其水

平是否必然会下降呢钥 以明中期商人传记为依据可

知袁作者的整体水平因商品化确实存在一代比一代

下降趋势袁但也呈现出两极分化趋势袁在两极分化

的过程中袁出现了一批名气更大尧官职更高的作者遥
商人传记作者的上述两种发展趋势说明文学商品

化对作者的影响不全是负面的遥 本文主要从最能反

映作者水平的知名度与官职两个方面进行探析遥
渊一冤知名度的代降与两极分化

对商人传记作者整体知名度代降做计量分析袁
首先应当找出能衡量某个具体作者知名度大小的

指标遥 在中国传统社会袁是否登进士第以及传记是

否入于正史袁是衡量某一个人在当时的知名度最重

要的参照标准遥 下面以各朝商人传记作者中登进士

第与入于叶明史曳列传的人数袁来论证明代中期商人

传记作者从整体上呈声名代降及出现两极分化的

趋势遥
据表 2 中所列数据袁可以看出袁弘治年间的商

人传记作者中登进士第与入于叶明史曳列传的比例

都很高袁分别达到了 100%与 83.3%遥 与弘治年间相

比袁正德与嘉靖年间的商传作者袁无论是登进士第

的比例袁还是入于叶明史曳列传的比例袁都有明显的

下降遥 不过袁在看到文学商品化拉低作者知名度的

同时袁我们还应该看到文学商品化使作者群体出现

两极分化遥
弘治年间 6 位作家的知名度几乎在伯仲之间袁

都曾登进士第袁李梦阳位居前七子之首袁是明代开

一代风气的作家袁顾璘少年时就负有才名袁陆深在

叶明史曳本传中被称为词臣之冠袁汪循是新安理学名

家袁曾与王守仁数相辩论遥 即使是崔铣与殷云霄二

人袁也或者官居高位袁或者在叶明史曳中有传记遥 正德

年间袁作家之间开始出现分化袁到嘉靖年间袁两极分

化继续扩大遥 此时的作家与弘治年间相比袁一方面

既不乏王世贞尧李攀龙尧茅坤尧李开先尧唐顺之尧王慎

中这样的文学名流袁也有吕柟尧耿定向这些理学名

家曰另一方面受文学商品化的影响袁此时的作者中

出现了一批像金瑶尧吴子玉尧郑若庸尧严果这类知名

度不高的人袁他们既未登进士第袁在叶明史曳中也没

有传记遥

朝代 总人数 登进士第作者人数 百分比渊%冤 传记入于叶明史曳的作者人数 百分比渊%冤
弘治 6 6 100 5渊汪循 1 人未入冤 83.3
正德 8 7渊王宠 1 人未登进士第冤 87.5 3渊吕柟尧毛伯温尧林希元 3 人冤 37.5
嘉靖 36 31(金瑶尧严果尧张凤翼尧吴子玉尧

郑若庸 5 人未登进士第)
86.1 26渊金瑶尧薛应旗尧刘凤尧方弘静尧严果尧姜宝尧张祥鸢尧

张凤翼尧吴子玉尧郑若庸 10 人未入冤
72.2

合计 50 42 要 33 要

表 2 各朝登进士第与入于叶明史曳列传商人传记作者人数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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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尧嘉靖年间袁作家之所以整体水平代降及

出现两极分化袁关键在于文学商品化的利益诱导了

张凤翼尧严果尧吴子玉尧郑若庸等作者参与到创作中

来遥 这类作者存在地位不高尧声名不显尧以卖文为生

等共同特征遥 张凤翼为江苏长洲人袁其传在叶明史曳
中附于皇甫涍传后遥 传云院野其后袁 里人张凤翼尧燕
翼尧献翼并负才名袁吴人语曰院耶前有四皇袁后有三

张遥 爷冶[4]由此可知袁张凤翼在其乡里还是有一定的名

气袁但他终身没登进士第袁史传也未载其有为官经

历遥 为生活所迫袁张凤翼选择了卖文为生袁沈瓒叶近
事丛残曳对此有记述院

张孝廉伯起凤翼袁文学品格袁独迈时流袁而耻以

诗文字翰结交贵人遥 乃榜其门曰院野本宅缺乏纸笔袁
凡有以扇求楷书满面者袁 银一钱曰 行书八句者袁三
分曰特撰寿诗寿文袁每轴各若干遥 冶人争求之袁自庚辰

至今袁三十年不改遥 [5]

虽然沈瓒夸赞张凤翼文学品格高迈袁但他自己

并不隐讳以文谋利袁在门前将作品明码标价袁无论

怎样都无法洗清卖文的嫌疑遥 随着张凤翼这样名气

不太高尧以卖文为生的作者加入到商人传记的创作

中袁作者群体的整体知名度必然会被拉低遥
又如严果以布衣终身袁声名不振袁叶明史曳不见

其事迹袁仅崇祯叶吴县志曳卷四十八收录有他的传

记遥 布衣终身的严果袁与张凤翼一样袁选择了以卖文

为生袁王翟在其文集序中说院野有素封某袁子甲函盛

币袁乞弇州碑袁不可得袁得先生状袁乃跃然许之遥 冶[6]据
此可知严果在传状文买卖市场袁已经有了一定的知

名度遥 其文集中有为商人撰写的叶少山翁隐君传曳遥
郑若庸在上一部分已有论及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袁文学商品化虽然拉低了正

德尧嘉靖年间商人传记作者的整体知名度袁但这个

时期的商人传记作者中也不乏李开先尧 唐顺之尧茅
坤尧吴国伦等文学名流袁乃至王世贞尧李攀龙这类执

文坛之牛耳者袁他们丝毫不逊色于弘治时期的著名

作家遥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袁文学商品化在拉低

作者整体知名度的同时袁并不会影响到知名作家的

出现遥
渊二冤官职的两极分化

从官职上来看袁弘治年间的 6 位商人传记作者

都是官员袁而且在品阶上相差不大袁品阶最高的陆

深累官正三品袁被召为太常卿曰品阶最低的殷云霄

正七品袁任靖江知县遥 正德年间袁作者的品阶悬殊有

所扩大袁品阶最高的毛伯温封从一品袁加太子太保曰
最低的王宠未入仕遥 到了嘉靖年间袁这种悬殊进一

步扩大袁从一品任首辅的有徐阶尧李春芳尧申时行三

人曰最低的有未入流的吴子玉袁以及没有入仕的张

凤翼尧郑若庸遥 从弘治到嘉靖年间袁商人传记作者在

官职上悬殊越来越大袁说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遥
第一袁地位高的官员作者的出现袁说明当时的

文人已开始接受与认同为润笔费而为商人作传遥 一

般商人传记在明代中期产生和兴起之后袁逐步被士

人阶层所接受袁具体表现为地位很高的首辅尧一品

大员也开始为商人创作传记袁这在此前是难以想象

的遥 野青词宰相冶严嵩为商人写过一些墓志类文章袁
如卷三十一的 叶明故封翰林院检讨郭君墓志铭曳尧
叶拙斋袁翁墓志铭曳尧叶汪处士墓表曳等遥 不过袁就算有

过野数口携家食旧贫冶[7]的经历袁其文集中也未见为

商人撰写的传记遥
李春芳与严嵩同为野青词宰相冶袁比严嵩晚出生

三十年袁其叶李文定公贻安堂集曳中为商人创作了三

篇传记袁分别是卷三叶佘翁桥记曳尧卷十叶金秋泉传曳尧
叶忍庵丁翁传曳遥 三篇传记的传主均没有高义之行值

得称颂袁为一般的商人袁两者对比袁可知严蒿不为一

般商人作传的谨慎到李春芳这里已消失遥 除李春芳

外袁申时行撰写了 1 篇商人传记袁即叶赐闲堂集曳中
的叶封户部郎中陈公传曳曰徐阶也撰写了 1 篇商人传

记袁即叶少湖先生别集曳中的叶望云记曳遥 士人阶层中

的一品大员尧首辅这类精英为一般商人作传袁反映

了几十年之后士人的心态已经发生改变袁即使是具

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的士人袁也有一部分对为一般商

人作传之事袁采取了接受与认同的态度遥
第二袁布衣作者的出现袁与商人尤其是机诈商

人对传记需求的不断提高密切相关遥 正德尧嘉靖年

间商人传记商品化的深化袁打破了原本供求双方之

间的平衡遥 一方面袁商人对于传记的需求猛增袁一些

没有义行可称的机诈商人加入到买传的行列中曰另
一方面袁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文人袁大多是正统士

人与一般士人袁他们野敬重高士化商人袁贬斥机诈商

人冶袁[8]不会为了润笔费而为机诈商人作传遥 因此袁机
诈商人为了能够求得传记袁 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袁
让社会地位不高尧仕途坎坷乃至生活困难的文士为

他们撰写传记遥 前文所述张凤翼尧严果尧郑若庸等人

都没有入仕经历袁以卖文为生袁因而是没有义行可

书的商人求传的理想人选遥 综观他们文集袁传状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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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几乎都是请托应酬之文袁有为毫无义行的商人作

传袁却没有为有高义之行的商人传记袁足以证明此

观点遥
明代中期商人传记商品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袁导

致了作者官职悬殊的扩大遥 一方面袁润笔费吸引了

越来越多的文人尤其是下层文人参与到商人传记

创作中曰另一方面袁文人为商人撰写传记成为一种

普遍现象之后袁士人群体对于商人群体的态度也随

之发生微妙变化袁这表现为拥有显赫地位的士人也

接受为商人创作传记遥
三尧结论

随着明中期文学商品化程度不断加深袁商人传

记的作者也发生了变化遥 从规模上来看袁从弘治到

正德袁再到嘉靖年间袁作者的人数呈成倍增长之势遥
作者人数的增长存在地域差异袁受徽商传记消费影

响最大的徽州地区尧江浙地区袁分别是当时商人传

记消费的中心区与亚中心区袁作者增长迅速曰作为

商人传记消费边缘区的其他地区袁作者人数则基本

没有增长遥 各地区作者人数增长与商人传记商品化

程度之间合若符契袁证明文学商品化与作者规模扩

大之间存在对应关系遥 与文学商品化加深如影随

形袁作者的水平出现两极分化袁具体表现为作者的

整体水平代降与分化袁 以及官职的悬殊越来越大遥
通过对商人传记作者群体特征变化与文学商品化

之间关系的探索可以发现袁文学商品化对作者影响

的规律是袁 文学商品化在刺激作者群体扩大的同

时袁会拉低作者的整体水平袁但是袁当商品化的文学

蔚然成风袁得到社会普遍认可之后袁又会吸引名气

更大尧官位更高的作者参与到创作中来遥 也就是说袁
文学商品化对作者群体的整体水平产生负面影响

的同时袁更有可能催生更多更加优秀的作家遥
注 释院
譹訛 笔者博士论文附录一叶明中期商人传记作者小传曳简述了

50 位作家的生平信息袁附录二叶明中期文集中商人传记目

录曳著录了 160 篇商人传记的篇名尧出处尧传主姓名尧籍
贯尧经商地尧经营行业尧与作者关系等遥 参见张世敏叶明中

期文人别集中商人传记文献研究曳渊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

文 2013 年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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