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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士商关系转变与社会转型的研究袁学
界已积累了不少成果袁其中仅就野士冶与野商冶之间的

野互动冶就提出了多种说法袁如野士商互动冶尧野士商互

渗冶尧野士商交往冶尧野士商互识冶尧野士商相混冶等遥 淤相
比较而言袁 作为透视明清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视

角袁文学生态中所反映的明清之际的士商互动却没

能受到应有的重视遥 如果能结合社会经济史尧文化

史尧文学史袁详细阐释相关细目主题袁不仅注意到思

想史的野连续性冶(像余英时先生那样)袁同时动用野破
裂性冶袁把野连续性冶与野破裂性冶结合起来袁那么我们

便可能揭示明清之际发生的士商互动社会现象的

真实性与复杂性袁发掘这一社会运动所包含的近代

转型意义遥 于本文拟以分析明清之际短篇小说等文

学体裁创作的文人化倾向入手袁结合明清文学生态

中的商人化题材袁透视明清之际士商互动与儒学转

向的某些可能性信息遥
一尧野事类多近人情日用冶院社会俗世化兴味高扬

明清之际思想史的重大转折之一袁即是世人俗

世化趣味的高扬袁李贽的思想尤其具有代表性遥 他

认为袁野穿衣吃饭袁即是人伦物理曰除却穿衣吃饭袁无
伦物矣冶遥 [1]渊P4冤李贽评叶水浒传曳袁认为其刻画人物的

手段甚至野已胜太史公一筹冶袁戏曲叶西厢记曳尧小说

叶水浒传曳被赞许为野古今之至文冶遥不难理解袁李贽为

什么被称为引领社会风气之先的开山式人物遥
诗词创作被中国文人视为文艺正途袁 小说戏曲

被视为文人不屑为的末技小道袁 因而成了 野书会才

人冶的野专项冶遥 但是明代人口尤其是读书人数量激

增袁野人才日多袁生徒日盛冶袁科举名额却并没有以相

应比例增加袁野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袁 贾而成功也十之

九冶袁[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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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从事

通俗文学的创作以获取生存之资与扬名之具遥这样袁
明清之际通俗文学创作队伍中出现了文人化趋势袁
发出了为商人写心的声音袁 文学作品中大量的商人

形象涌现出来遥
叶拍案惊奇曳的叶凡例曳极力主张野矢不为风雅罪

人冶袁还说院野事类多近人情日用袁不甚及鬼怪虚诞冶遥
这种以日常生活平易之事为主要立足点的做法袁当
然是为了适应整个社会日益世俗化的趋势袁 迎合广

大市井通俗化的习好遥崇祯人瑞堂刊行的叶隋炀帝艳

史曳袁其叶凡例曳虽以野悉遵正史冶尧野传信千古冶相期袁实
际正欲借其所批评的稗编小说袁以野演正史之文冶而
野眩市井耳目冶袁从而达到野家喻户晓之冶的商业目的遥
叶二刻拍案惊奇曳卷十二叶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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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女著芳名曳的入话中说得更加明白院野从来说的书

不过谈些风月袁述些异闻袁图个好听遥 最有益的袁论
些世情袁说些因果袁等听了的触着心里袁把平日邪路

念头化将转来遥 这个就是说书的一片道学心肠袁却
从不曾讲着道学遥 冶

冯梦龙在叶警世通言叙曳中指出袁匡正野村夫稚

子袁里妇估儿冶甲是乙非尧前因后果尧道听途说袁野以
佐经书史传之穷冶之任袁应当由野通俗演义冶来承担遥
因此袁 他自觉地将自己的创作旨趣指向了普通人遥
从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中寻绎趣闻袁从野耳目之内日

用起居冶中猎奇袁这种尚奇思想反映了时代赋予文

学家的创造精神袁很可能受到李贽野新奇正在于平

常冶主张的新奇观的影响遥 [3]渊P205冤从思想内涵上来看袁
凌濛初与其思想确有一致之处袁李贽说院野世人厌平

常而喜新奇袁不知言天下之至新奇袁莫过于平常也遥
日月常袁而千古常新曰布帛菽粟常袁而寒能暖尧饥能

饱袁又何其奇也!是新奇正在于平常遥世人不察袁反于

平常之外觅新奇袁是岂得谓之新奇乎钥 冶[1]渊P55-56冤凌濛

初的父亲凌迪知与耿定向(楚侗)为嘉靖三十五年进

士同年袁青年凌濛初被耿定向野目为天下士冶遥 凌濛

初很可能从耿定向处读到李贽此信袁并接受其中的

思想主张遥
生活在城市中的商贾尧 手工业者及作坊主尧普

通雇工尧一般市井细民袁他们的文化娱乐兴趣袁不在

艰深的经史子集袁却痴迷于戏曲尧说书尧小曲尧皮影尧
弹词尧唱经等浅俗文艺遥 明清之际新兴市民的消费

需求多样化尧通俗化袁这要求文人在创作小说戏曲

时袁要考虑到那些人的消费中主要以小说尧戏曲尧说
唱文学为主遥 野由于短篇小说篇幅短袁反映现实生活

能够及时而快袁 不像长篇那样需要旷日持久的经

营袁这样比起长篇来就显出无比的优越性袁这也就

是明代短篇小说兴盛的原因了遥 冶[4]文人自觉其在从

事故事创作袁野都云作者痴袁谁解其中味钥 冶为此一篇

某某袁不要野错看冶尧野浪读冶过了袁等等遥 还有不少地

方设置当面说唱的现场感遥 像话本的入话部分袁既
是先入为主袁确定立意袁也是为迁延时间袁汇集更多

的听众遥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袁市井骗局也日益花样翻

新遥 田汝成叶西湖游览志馀曳卷二十五记载了南宋都

城的骗术就有所谓野美人局冶尧野柜坊赌局冶尧野水功德

局冶尧野白日鬼冶尧野觅贴儿冶等名目遥 无独有偶袁宋人周

密叶武林旧事曳卷六叶游手曳也有相似记述院野浩穰之

区袁人物盛夥袁游手奸黠袁实繁有徒遥 有所谓美人局

以娼优为姬妾袁诱引少年为事袁柜坊赌局以博戏关

扑结党手法骗钱袁水功德局以求官尧觅举尧恩泽尧迁
转尧讼事尧交易等为名袁假借声势袁脱漏财物袁不一而

足遥 冶市井之徒中不乏游手好闲之辈袁明清之际的小

说中不少篇目都描述了这类人物遥 叶卖油郎独占花

魁曳上对于这类市井之人有描述袁例如袁野那人姓卜袁
名乔袁正是莘善的近邻袁平昔是个游手游食袁不守本

分袁惯吃白食用白钱的主儿遥 冶他们不仅野惯吃白食

用白钱冶袁也常常巧设骗局袁谋人钱财遥
有些行骗之术十分高明袁 因此引起文人注意袁

编辑出版了叶杜骗新书曳遥 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城市经

济发展中躁动不安的世态人心袁因此才有人屡屡上

当遥 凌濛初于野二拍冶中专门讨论了专门设赌局骗钱

的事遥 叶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曳写了一个丹

客骗财的伎俩袁世人畸形的求财心理尧盲目的拜金

主义尽显其中遥 叶赵县君乔送黄柑 吴宣教干偿白

镪曳在入话部分写了一个色诱骗局遥 晚明以降袁市井

赌博之习袁亦是愈演愈烈袁以至于野朝士冶也日以继

夜地乐此不疲遥 顾炎武叶日知录曳谈到晚明士风时

说院野万历之末袁太平无事袁士大夫无所用心袁间有相

从赌博者遥至天启中袁始行马吊之戏遥而今之朝士袁若
江南尧山东袁几乎无人不为此遥 有如韦昭论所耶穷日

尽明袁继以脂烛遥 人事旷而不修袁宾旅阙而不接爷者遥
吁袁可异也! 冶[5]而赌博中亦屡有骗局袁明清小说不少

篇目甚至描述了那些朋友成仇尧亲人反目的社会现

实遥 这些骗术确能逗引市井听众渊读者冤的好奇感袁
同样袁作为通俗小说的重要读者群袁市井细民更愿

意从中看到自己或同类的身影遥
像野三言冶尧野二拍冶这类通俗文学作品的作者袁

还是充满救世的热心的袁 他们不乏社会责任感袁并
随处自言心迹遥 叶李克让竟达空函 刘元普双生贵

子曳结尾说道院野这本话文袁出在叶空缄记曳袁如今依传

编成演义一回袁所以奉劝世人为善遥 冶正代表此一心

迹袁同时袁凌氏的陈述也显示了小说家的双向选择袁
促成了通俗作品的繁荣院野文人的参与使白话短篇

小说逐步走向社会现实生活袁 他们突出说教主旨袁
也使小说得到了主流文化的认可袁而广大市民的喜

好更为书肆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遥 冶[6]野初刻冶与野二
刻冶相比较而言袁野驾空说谎冶野涉于神鬼幽冥冶之事

的情况略有所异袁 涉及鬼神的怪诞题材不过数卷袁
野叶二刻拍案惊奇曳的鬼怪故事较之叶初刻曳略多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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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袁大约是作者所收集的材料有限袁要凑成四十之

数袁不得不借径于鬼神了遥总之袁凌濛初努力将小说创

作从超自然尧超现实的空虚转向现实世俗生活的轨

道袁体现了时代的发展潮流袁对于后人的小说理论

批评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遥 冶[7]为了增强劝惩效果袁
通俗文学作家常多采用因果报应的叙事模式遥 一般

认为明清小说都有着过于渲染善恶报应袁野因果报

应是耶三言爷小说结构的一种重要动力冶遥 [8]

为了更快地切入主题袁 李渔甚至取消了头回遥
像叶连城璧曳第一回叶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

死节曳就没有头回袁叶十二楼曳的叶生我楼曳则以一词

为引子遥 用李渔的话说院野别回小说袁都要在本事之

前另说一桩小事袁做个引子曰独有这回不同袁不须为

主邀宾袁只消借母形子袁就从粪之土中袁说到灵芝上

去袁也觉得文法一新遥 冶[9]既然入话已经可以表达劝

善惩恶的议论之需袁 头回就显得有些层叠重复袁从
创作角度讲袁 头回几乎成了案头小说创作中的累

赘袁作者亦不必横生枝节地另寻题材袁敷演故事袁以
烘托正话中的主题遥

叶无声戏曳第七回叶人宿妓穷鬼诉嫖冤曳明显受

到叶卖油郎独占花魁曳的影响袁李渔并不回避这事

实袁在小说中就提到叶卖油郎独占花魁曳以及据此改

编的传奇叶占花魁曳遥 他说院野后来有个才士袁做一回

叶卖油郎独占花魁曳的小说袁又有个才士袁将来编做

戏文遥 冶可以明显看出袁两个故事中人物身份尧地位

及关系类型相似袁冯梦龙写的是卖油郎与花魁娘子

的爱情故事袁李渔则写的是给人篦头的王四与扬州

名妓雪娘的感情纠结遥 李渔担心人们看到这种底层

市井人物的野超级恋爱冶会生出非分之想袁不希望

野那些挑葱卖菜的看了袁都想做起风流事来遥 每日要

省一双草鞋袁每夜要做一个花魁梦袁攒积几时袁定要

到妇人家走走冶遥 李渔塑造的野篦头的待诏冶王四袁这
个与秦重相同地位的人袁因为看了一本叶占花魁曳的
新戏袁竟然风流兴起袁思谋那野敲油梆的人袁尚且做

得情种袁何况温柔乡里尧脂粉丛中摩疼擦痒之待诏

乎钥 冶定要娶名妓雪娘为妻袁最后被雪娘和老鸨联合

诳骗遥 要不是碰到不识字的运官主持公道袁王四五尧
六年挣得的血汗钱就会血本无归遥 李渔借此劝诫

道院野奉劝世间的嫖客袁及早回头袁不可被戏文小说

引偏了心袁把血汗钱被他骗去袁再没有第二个不识

字的运官肯替人扶持公道了遥 冶李渔故意与叶卖油郎

独占花魁曳唱反调袁正是创作上既有意创新又增强

文本阅读性的重要表现遥
二尧野一新世人耳目冶院 文学题材的市井化与商

人化

明清之际小说商品化的直接后果是小说创作

数量的激增袁创作题材的新奇与世俗并存袁创作技

巧也日益花样百出遥 野识字率普及袁社会下层人士对

文化活动的兴趣升高袁这些都与晚明时期中国印刷

业的迅速扩大密切相连噎噎文学品味的大众化与

晚明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文化活动是相互联系

的遥冶[10]为了追逐市场袁迎合读者求奇好怪尧猎艳追欢

的心理袁部分作者甚至在作品中渲染性描写袁别有

用心地将好南风尧卖人肉这样怪异尧丑陋尧变态的题

材袁给予张扬尧夸饰遥
文人在作品中屡用野罕见冶尧野奇闻冶尧野无巧不成

话冶等吸引读者的眼球遥 野二拍冶中袁叶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曳说院野今小子说一个松江富翁袁姓潘袁
是个国子监监生遥 胸中广博袁极有口才袁也是一个有

意思的人遥却有一件癖性袁酷信丹术遥 冶叶李公佐巧解

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曳 道院野而今更说一个遭

遇大难尧女扮男身尧用尽心机尧受尽苦楚尧又能报仇尧
又能守志尧一个绝奇的女人袁真个是千古罕闻遥 冶叶何
道士因术成奸 周经历因奸破贼曳 云院野元来世上的

事最巧遥 冶叶乔兑换胡子宣淫 显报施卧师入定曳借用

成语袁又道是野无巧不成话冶袁由此展开下文遥 叶同窗

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曳不仅说野又道是无巧

不成话冶袁还用野天下的事是真难假袁是假难真冶袁让
读者急于看到真真假假中的故事如何成就其巧妙

安排遥
从小说体例上看袁 文人创作时亦是匠心独运遥

比如袁野三言冶每两卷的题目恰成一对偶袁成为野二
拍冶创作时的直接参考遥 不过袁野三言冶中的两两对偶

有些分散袁野二拍冶改创以后袁体例上显得更加紧凑遥
尽管野三言冶的题目对仗工整袁且题材相应袁比如叶钝
秀才一朝交泰曳与叶老门生三世报恩曳都是写科举考

试遭际袁而叶羊角哀舍命全交曳与叶吴保安弃家赎友曳
均写友谊题材曰但却是出现在两篇单列尧相邻的故

事上袁实系两个故事尧两个题目的外在特征遥 野二拍冶
则采用每篇小说一个对偶题目袁题目彰显的是同一

主题尧同一故事的内在特征袁显得十分醒目袁更加具

体遥 凌濛初叶拍案惊奇凡例曳五则的第一则即言他于

此一体例上的创作院野每回有题袁 旧小说造句皆妙袁
故元人即以之为剧遥 今叶太和正音谱曳所载剧名袁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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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小说句也遥 近来必欲取两回之不侔者袁比而偶之袁
遂不免窜削旧题袁亦是点金成铁遥 今每回用二句自

相对偶袁仿叶水浒曳尧叶西游曳旧例遥 冶凌氏于此没有直

接谈到欲突破冯梦龙的野三言冶体例袁而是说自己每

回用两句比偶作题袁是仿叶水浒传曳尧叶西游记曳的野旧
例冶遥 这可能是由于凌濛初与冯梦桢少年交游情谊袁盂

所以不明言野三言冶创作中野必欲取两回之不侔者袁
比而偶之冶的野点金成铁冶的做法遥

尽管凌濛初不少篇目有明显的借取之点袁但凌

濛初的创造性贡献还是十分明显的遥 榆就其尚奇观

在野二拍冶中的体现方面袁亦可见其一斑遥
首先袁冯梦龙尧凌濛初等人将野奇冶解读为野从来

未有袁亘古新闻冶的野新闻冶遥
他们所谓的野新闻冶袁意即新鲜见闻袁包括家庭

隐私尧口碑故事尧小道消息等遥 比如袁叶陈御史巧勘金

钗钿曳野石城县把这件事当做新闻沿街传说冶之野新
闻冶袁即新鲜传闻遥 叶李秀卿义结黄贞女曳说媒婆嘴之

利害是野惯报新闻不待叩冶袁邻居街坊袁家长里短袁媒
婆是尽数悉知遥 叶沈小霞相会出师表曳野世间只有权

势之家袁报新闻的极多冶之野新闻冶袁即一般的消息袁
指通风报信遥 叶范鳅儿双镜重圆曳写兵火战乱袁往往

造成父子夫妻终身不复相见的惨况袁若野其中又有

几个散而复合的袁民间把作新闻传说冶遥 叶玉堂春落

难逢夫曳结尾诗云院野三官嫖院是新闻遥 冶叶唐解元一

笑姻缘曳结尾处述院野学士回家袁将这段新闻向夫人

说了遥 夫人亦骇然遥 冶此处野新闻冶指离奇脱俗的故

事遥 其他处袁多与此意相近袁如叶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曳
中载院野到后生出一段新闻袁传说至今遥 冶叶陈多寿生

死夫妻曳院野街坊上听说陈家癞子做亲袁 把做新闻传

说遥 冶叶赫大卿遗恨鸳鸯绦曳道院野必定是我庵中有人

走漏消息袁这奴狗方才去报新闻遥 不然袁何由晓得我

们的隐事钥 冶叶白玉娘忍苦成夫曳载院野那时满城人家

尽皆晓得袁当做一件新闻袁扶老挈幼袁争来观看遥 冶
叶李汧公穷邸遇侠客曳 云院野定然当做新闻袁 互相传

说遥 冶叶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曳有野将这桩事只当做风闻

言事的一个小小新闻袁 奏上一本冶袁叶蔡瑞虹忍辱报

仇曳有野扬州城里传遍了这出新闻冶袁叶转运汉遇巧洞

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曳 入话中点明故事的性质

为野从来稀有袁亘古新闻冶袁叶感神媒张德容遇虎 凑

吉日裴越客乘龙曳载野这话传出去袁个个奇骇袁道是

新闻冶遥 叶陶家翁大雨留宾 蒋震卿片言得妇曳 尚有

野饮酒中间袁大家说些江湖上的新闻冶袁野片言得妇是

奇缘袁此等新闻本可传冶等说法袁所谓新闻效果袁用
故事中阮太始的话说就是院野一边妄言袁 一边发怒袁
一边误认袁凑合成了这事遥 真是希奇浴 冶凌濛初通过

重新敷演袁让野生来心性倜傥佻挞袁顽耍戏浪袁不拘

小节冶的野旧家子弟冶蒋震卿袁通过一系列的误会尧偏
差尧扭合情节袁在游玩途中与野殷实大户冶的女儿结

了亲袁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野旧家子弟冶的儒门风范与

富厚家规之间的喜剧性互动遥
文人作品中也常将野新闻冶与野传说冶并提遥 野初

刻冶叶李克让竟达空函 刘元普双生贵子曳 道院野此事

便传遍洛阳一城袁把做新闻传说遥 冶叶盐官邑老魔魅

色 会骸山大士诛邪曳中的主人公野好奇冶袁故其所记

的野新闻冶更有现场感院野他书生好奇袁只要来问洞中

事体各细袁去书房里记录新闻袁原无他意袁恰好撞见

许多人在内遥 冶野二刻冶叶徐茶酒乘闹劫新人 郑蕊珠

鸣冤完旧案曳也是如此叙事院野嘉定一县传为新闻遥 冶
叶甄监生浪吞秘药 春花婢误泄风情曳道院野六府之人

见察院行将文书来袁张挂告示袁三三两两尽传说甄

家这事袁乃察院明断袁以为新闻遥 冶叶贾廉访赝行府牒

商功父阴摄江巡曳作者叙事方式中也以野稀奇古怪冶
来吸引读者院野小生如今说着宋朝时节一件事袁也为

至亲相骗袁后来报得分明袁还有好些稀奇古怪的事袁
做一回正话遥 冶叶张福娘一心贞守 朱天锡万里符名曳
结尾处谈院野那朱景先忽然得孙袁 直在四川去认将

来袁已此是新闻了曰又两处取名适然相同袁走进门

来袁只消补荫袁更为可骇遥 传将开去袁遂为奇谈遥 冶此
与开头之论正相应和院野话说天下袁 凡事皆由前定遥
如近在目前袁远不过数年袁预先算得出袁还不足为

奇曰尽有世间未曾有这样事袁未曾生这个人袁几十年

前先有前知的道破了袁 或是几千里外恰相凑着的袁
真令人梦想不到袁可见数皆前定也遥 冶

其次袁文人们亦常用野罕闻罕见冶来称引野奇冶遥
叶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曳则将

海外贸易情景作了较理想化的想象院中国货物与海

外货物的两方运销袁竟能得近十倍的利息遥 这也会

极大地刺激读者的阅读兴趣袁 激励读者的涉商热

情遥 叶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曳中则叙述

了一个野奸巧希奇冶的故事院野今日再说一个容貌厮

象袁弄出好些奸巧希奇的一场官司来遥 冶叶感神媒张

德容遇虎 凑吉日裴越客乘龙曳 中尚书夫人见虎负

女安然送归袁不误佳期袁便感慨道院野从来罕闻奇事遥
想是为吉日赶不及了袁神明所使遥 冶叶酒下酒赵尼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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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曳则有野机中机冶之巧事院
野而今还有一个正经的妇人袁中了尼姑毒计袁到底不

甘袁与夫同心合计袁弄得尼姑死无葬身之地遥 果是快

心袁罕闻罕见遥 冶作者深恐读者不领会其设奇之意遥
既然罕见袁当然也就野奇怪冶遥 叶宣徽院仕女秋千

会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曳道院野话说人世婚姻前定袁难
以强求袁不该是姻缘的袁随你用尽机谋袁坏尽心术袁
到底没收场遥 及至该是姻缘的袁虽是被人扳障袁受人

离间袁却又散的弄出合来袁死的弄出活来遥 从来传奇

小说上边袁如叶倩女离魂曳袁活的弄出魂去袁成了夫

妻遥 如叶崔护渴浆曳袁死的弄转魂来袁成了夫妻遥 奇奇

怪怪袁难以尽述遥 冶野王氏父母遂把女儿招了刘氏子

为婿袁后来偕老遥 可见天意有定袁如此作合遥 倘若这

夜不是暴死尧大雷袁王氏女已是别家媳妇了遥 又非刘氏

子试胆作戏袁就是因雷失尸袁也有何涉钥 只因是夙世

前缘袁故此奇奇怪怪袁颠之倒之袁有此等异事遥 冶入话部

分故立其罕见之事遥 另外袁叶赵六老舐犊丧残生 张

知县诛枭成铁案曳 说院野如今且说一段不孝的故事袁
从前寡见袁近世罕闻遥 冶像叶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

娥智擒船上盗曳 有言道院野而今更说一个遭遇大难尧
女扮男身尧用尽心机尧受尽苦楚尧又能报仇尧又能守

志尧一个绝奇的女人袁真个是千古罕闻遥 冶比如叶华阴

道独逢异客 江陵郡三拆仙书曳道院野张公吃酒袁李公

却醉遥 命若该时袁一字不费遥 这多是该中的话了遥 若

是不该中袁也会千奇万怪起来遥 冶又如袁叶东廊僧怠招

魔 黑衣盗奸生杀曳亦说院野话说天下的事袁惟有天意

最深袁天机最巧遥 人居世间袁总被他颠颠倒倒遥 就是

那空幻不实境界袁偶然人一个眼花错认了袁明白是

无端的袁后边照应将来袁自有一段缘故在内袁真是人

所不测遥 冶再如袁叶诉穷汉暂掌别人钱 看财奴刁买冤

家主曳中道院野在下为何先说此一段因果袁只因有个

贫人袁把富人的银子借了去袁替他看守了几多年袁一
钱不破遥 后来不知不觉袁双手交还了本主遥 这事更

奇袁听在下表白一遍遥 冶
如果语涉超自然力量的妖魔故事袁当然便不乏

奇怪幻妄色彩遥 叶盐官邑老魔魅色 会骸山大士诛

邪曳中的妖道野日逐把些奇怪的事冶袁做与他擒来的

妇人看袁野一来要他快活袁二来卖弄本事高强袁使他

绝了出外之念袁死心塌地随他冶遥 叶庵内看恶鬼善神

井中谭前因后果曳道院野自实把愤恨投井袁谁知无水

不死袁却遇见道士袁奇奇怪怪许多说话袁说了一遍遥 冶
叶赠芝麻识破假形 撷草药巧谐真偶曳指出院野而今说

一个妖物袁也与人相好了袁留着些草药袁不但医好了

病袁又弄出许多姻缘事体袁成就他一生夫妇袁更为奇

怪遥 有叶忆秦娥曳一词为证院堪奇绝袁阴阳配合真丹

结遥真丹结袁欢娱虽就袁精神亦竭遥殷勤赠物机关泄袁
姻缘尽处伤离别遥伤离别袁三番草药袁百年欢悦遥 冶作
者最后还说院野这一回书袁乃京师老郎传留袁原名为

叶灵狐三束草曳遥 冶
世少才女袁更乏有魄力的才女遥 叶同窗友认假作

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曳 中的杜子中笑道院野有其主必

有其仆袁有才思的人做来多是奇怪的事遥 冶作者议论

道院野可见蜀女多才袁自古为然遥 至今两川风俗袁女人

自小从师上学袁与男人一般读书遥 还有考试进庠做

青衿弟子遥若在别处袁岂非大段奇事钥而今说着一家

子的事袁委曲奇咤袁最是好听遥 冶结尾还有评论道院
野这是蜀多才女袁有如此奇奇怪怪的妙话遥 卓文君成

都当垆袁黄崇嘏相府掌记袁又平平了遥 诗曰院世上夸

称女丈夫袁不闻巾帼竟为儒遥 朝廷若也开科取袁未必

无人待价沽遥 冶
明清社会的异动表现在诸多方面袁而人道沦落

现象也实能惊醒人心遥 叶贾廉访赝行府牒 商功父阴

摄江巡曳道院野小生如今说着宋朝时节一件事袁也为

至亲相骗袁后来报得分明袁还有好些稀奇古怪的事袁
做一回正话遥 冶叶赵六老舐犊丧残生 张知县诛枭成

铁案曳中说院野如今且说一段不孝的故事袁从前寡见袁
近世罕闻遥 冶叶李克让竟达空函 刘元普双生贵子曳中
讲婆媳两个在家绩麻拈苎袁自做生理袁然而野却有一

件奇怪冶袁就是婆子野十分的不长进冶袁而野老子是个

养家经纪之人袁不恁地理会这些勾当袁所以闲常也

与人做了些不伶俐的身分袁几番几次袁漏在媳妇眼

里冶袁不过媳妇野老实勤谨冶袁野只以孝情为上袁小心奉

事翁姑冶袁无心去捉他破绽遥 由此发生的事体袁野恁般

样人袁实是从前寡见袁近世罕闻冶遥 叶闻人生野战翠浮

庵 静观尼昼锦黄沙巷曳 将从偷情到成就姻缘看作

奇怪之事袁因为院野只看从古至今袁有那昆仑奴尧黄衫

客尧许虞侯袁那一班惊天动地的好汉袁也只为从险阻

艰难中成全了几对儿夫妇袁直教万古流传遥 奈何平

人见个美貌女子袁便待偷鸡吊狗袁滚热了又妄想永

远做夫妻遥 奇奇怪怪袁用尽机谋袁讨得些寡便宜袁在
玷辱人家门风遥 直到弄将出来袁十个九个死无葬身

之地遥 冶
由于话本小说的市场效果极佳袁仿作者后继不

断遥 野由于冯梦龙编造耶三言爷已把耶宋元旧种搜括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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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爷袁即使有耶一二遗者爷也是耶沟中之断芜爷袁在搜集

整理方面已没有多少工作可做袁后来的文人只能模

仿话本的文体写作耶拟话本爷袁因此他们受耶两拍爷的
影响就更深遥 冶[11]这在明末已有例证遥 一部署名梦觉

道人尧西湖浪子的话本小说集叶幻影曳袁不仅书名袭

取叶二拍曳而又名叶三刻拍案惊奇曳袁而且书中故事情

节亦直接借取遥 比如袁第二回叶千金苦不易 一死乐

伸冤曳中王名世为父报仇故事即源自叶二刻拍案惊

奇曳卷三十一叶行孝子到底不简尸 殉节妇留待双出

柩曳袁而第二十回叶良缘狐作合 伉俪草能成曳写灵狐

赠草药给蒋生助其成就姻缘事袁则又取材于叶二刻

拍案惊奇序曳卷二十九叶赠芝麻识破假形 撷草药巧

谐真偶曳袁难怪清初有人把叶二刻拍案惊奇序曳和叶幻
影曳的残板拼凑成一部叶二刻拍案惊奇别本曳遥 与叶二
拍曳相比袁叶幻影曳的思想倾向有了很大程度上的反

弹袁走向恪守礼教尧保持名节的守旧一途袁晚明以来

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已然殒落遥 同时袁野二拍冶的故

事被更多地改编为戏曲遥 像明末傅一臣创作叶苏门

啸曳杂剧十二种袁皆取材于野二拍冶袁顾景星的叶虎媒

记曳传奇尧张大复的叶快活三曳均取材于叶初刻曳遥 通俗

文学作品如果离开生长的土壤袁 完全不写市民生

活袁完全走上文人案头之作袁就会走入死胡同院野因
为冯梦龙在写文人生活时袁 并没有忘记他的读者袁
同时也写市民遥 清代话本脱离平民百姓的生活袁失
去了它生存的土壤袁导致了话本的衰亡袁教育是深

刻的遥 冶[3]渊P170冤

三尧文学生态中士商互动与儒学民间化

在明清之际时段开端的中晚明袁世风尧士风出

现某种转向袁这在文士独特而敏感的内心世界掀起

狂澜遥 尤其是处于下层的市井文人袁在科举之途拥

堵尧仕途飞黄腾达梦想难以实现袁因而长期沉沦下

层的严酷现实世相面前袁他们开始犹豫纠结袁徘徊

观顾袁甚至转身毅然走向艺术创作袁将内心长期沉

积的抑郁不平袁将社会巨变所带来的恐惧尧慌乱与

忧思袁化为笔底波澜袁用折线的方式隐曲表达了野心
中块垒冶与野不平之鸣冶遥

在明清之际士商互动的社会运动中袁人们的审

美趣好也日益出现趋俗化袁 大量小说戏曲获得刊

刻遥 不少文人学士步入商途袁卖文卖画袁出入于商人

会馆曰一部分富有而具备很高文化素养的商人开始

刊刻文学作品袁与文人诗酒酬唱袁文人与商人两个

阶层间的社会流动越来越频繁而日常遥

文人出入于市井袁创作商贾作品袁向商人世界

渗透袁显示了儒学民间化进程袁彰显了儒学入世品

格的某些真实面相袁士人形象不再纯粹袁不再是千

篇一律风花雪月式的雅致风流袁 也不再是寒窗苦

读尧剀切直谏及家国情仇式的野高大上冶袁也开始出

现矮化尧市井化趋势遥 另一方面袁商人创作诗文和通

俗文学袁刊刻自己和文人的作品袁染指文人墨客的

诗酒风流袁客观上拓新了文学领域袁推动了文学传

播袁他们也终于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公开表达与自

己经济实力相对应的权力要求了遥
总之袁明清文学生态中出现的通俗文学创作的

文人化与文学题材的商人化现实袁构成观察明清之

际儒学转向的一个视角遥
注 释院
淤 参见黄敦兵博士后报告 叶贾儒之间冥冥明清之际小说中

士商互动主题研究曳袁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2010 级博士

后报告之叶绪言曳遥
于 参黄敦兵主持教育部课题 野明清之际的士商互动与经济

伦理的近代转型冶渊09YJCZH035冤及相关论文遥
盂 据叶凌氏宗谱曳中郑采龙叶别驾初成公墓志铭曳袁万历三十

年袁冯梦祯游乌程而造访凌氏兄弟袁次年袁又与凌濛初同

游苏州袁合评叶东坡禅喜集曳遥
榆 傅承洲先生认为袁由于冯梦龙野首创冶了野话本小说对偶命

题方式冶袁野两个题目一联的命名方式袁不仅仅限于题目的

对仗袁还要考虑内容上的联系冶袁这种命题方式还影响到

叶石点头曳尧叶欢喜冤家曳尧叶西湖二集曳等袁而野凌濛初作耶二
拍爷袁采用每篇小说一联的命题方式袁只是在冯梦龙命题

方式的基础上稍加变化袁尚有本质的区别冶遥 渊参阅傅承洲

著叶明清文人话本研究曳袁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版袁第
160 页遥 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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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ng-Qing changes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tellectuals and businessme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have

been becoming the topic study by academic circles. However,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llectuals and businessmen in literaturary
ecology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ve not received due attention. If we choose short stories and literary genres as
objects, analyze merchant themes, reinterpret the literary creation of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at era, we may perceive some in鄄
formation of the Ming-Qing confucian 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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