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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 20 世紀初梁啟超提出「早期啟蒙說」以後，陸續有侯外廬、蕭萐父等學者致力
於從明清時期探求中國自身學術發展的啟蒙思想，並希望以此追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
內在動因。
隨著研究的推進，學者們逐步意識到，早在明中後期（約 16 世紀，近乎與歐洲文
藝復興同時）
，中國本土就已經出現了具有啟蒙色彩的思想學說，也即是王陽明心學門
下的泰州學派。這一學派又被稱作王門左派，因為它的創始人王艮雖受學於陽明，但
又常常不滿師說而另外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如百姓日用即道、吾身是天下國家之
本、天性之體本自活潑等等）。從當時的視角來看，這無異於是對儒家宗旨及封建傳統
的頂撞與叛逆。也因此在很長的時間裡，泰州學派都蒙受著 “狂放空疏”、“亡國之
學”一類的罵名。
但是，隨著近代學界對於「早期啟蒙說」的提出，人們得以洗刷成見，並重新發
掘出泰州學說中追求平等、重視人權及解放個性之類帶有啟蒙性質的閃光點。不過，
由於此說提出未久，前人對此的分析著述相對比較有限。而且已有的研究或偏重於論
述哲學思想的發展，或偏重於論述文學思想的發展，而能做到兩相並重，並從文學現
象出發去反映泰州哲學與文學之間影響關係的著述則尚不多見。故而本文旨在對這一
領域做出嘗試，通過對於明代歷史、思想、文學之間發展關係的大致梳理，找尋其中
互相影響的動態脈絡。並通過對馮夢龍「三言」中故事人物的言行舉止與思想傾向的
細節觀察，去證明並揭示泰州思想對於晚明文壇人本思潮的滲透。
文章大致分為四部分：第一章緒論交待明初至明中晚期的思想與文學之發展概
況；第二章具體闡述泰州學派的由來及其三大人本思想主張；第三章論述泰州思想對
於文壇個性解放思潮的影響，並以李贄與馮夢龍為切入點，結合馮氏「三言」具體分
析其中的人本精神呈現；第四章為全文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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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自明代正德年間始，當朝聖上常沉溺於享樂，百官多奔波於黨爭。國事民生疏於治
理，致使朝政鬆弛、綱紀敗壞。然而，中央對地方的管控中空，卻意外賦予了民間以
極大的發展自由。結合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與大行其道的泰州學說，明代晚期的文學
終呈現出以「俗」與「情」為特色的別樣繁榮。而這種繁榮所代表的不僅僅只是一次
市井文化的崛起，實則更代表著中國文學之人本思潮的開端。
1

文論家王元化曾說過：
「任何文藝思潮都有它的哲學基礎」。 明代各時期的文學發
展，均與其學術思潮的發展有著緊密聯繫。正德以前，上至洪武，此時期的學術發
2

展，大體可分為「宋學」
、「古學」及「心學」三大脈絡。 明初，太祖朱元璋吸取元朝
滅亡的經驗，遂借重典以治亂世。在強硬的統治與酷虐的誅殺之下，文壇之中除了供
3

科舉及統治所需的程朱宋學尚能為人所論，其餘領域近乎萬馬齊喑。 彼時盛行之文
體，唯有閣體八股而已。
明開國八十載後，情況發生了突轉。英宗皇帝因輕信宦官王振的蠱惑而慘遭「土木
之變」。彼時精銳盡沒，皇帝受俘。就在瓦剌大軍即將攻入國都北京時，功臣于謙聯合
眾臣代立景泰皇帝，並通過成功的戰略規劃在保衛戰中力挽狂瀾，終使明朝的國祚得
以延續。此後，國君強權獨裁的情況有所改觀，文臣議政參政的次數也逐步增多。至
成化、弘治年間，敢於直言上諫，已然成了朝廷賢臣的新準則。 4在言路廣開的大環境
下，一些文人士大夫們終於按捺不住向禁錮學界近百年的宋學傾瀉怒火。吳中四才子
之一的祝允明曾作《學壞於宋論》
，批判宋學掩廢傳統、厚誣古人，還使得今之學者盡
棄祖宗、不寤不疑而愈固。 5大學者楊慎則連帶宋學與八股取士一併痛批：「經之拘
6

、
「割取其碎語而誦之、抄節其碎事而綴
晦，實自朱始」
、 「不究本原，徒事末节」
之」。 7復古的聲勢愈發浩蕩，最終演化為由前後七子所發起的復古運動，意在突破宋
人製訂的學術體系，而直接師法漢唐乃至先秦古學。
陽明心學的誕生則近乎與古學同時。其集大成者王陽明，自幼便立志要成為聖人。
然其苦苦求索二十年，屢次沉於「五溺」之中而不得後，終於在龍場證悟，創立了自
己的心學體系。 8心學的產生，本身亦是對程朱理學的反動。然，古學著重批判的是宋
1

王元化：
《文心雕龍創作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頁 311。
參見夏咸淳：
《明代學術思潮與文學流變》
（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9）
，頁 2-8。
3
羅洪先：
「學者視諸大儒之說，有如法家律例，一字既不得輕有出入，又必一一求合於異同之間以為按
據，否則人且以杜撰譙之」
。引自羅洪先：
〈谷平先生文集序〉，見《念菴文集》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
本）
，卷 11，頁 179。
4
羅洪先：
「朝廷以敢諫為賢，而士大夫未嘗以失言獲譴，優容成全之意，過於懲創之威，故感激報稱之
誠，自出於職事之外，其不奪於常情，皆上之作養為之也」
。引自同註 3，
〈白潭詩集序〉
，頁 186。
5
祝允明：
「凡學術盡變于宋，變輒壞之。經業自漢儒迄于唐，或師弟授受，或朋友講習，或閉戶窮討，
敷布演繹，難疑訂偽，益久益著。宋人都掩廢之，或用為己說，或稍援他人，皆當時黨類。吾不知果無先
人一義一理乎，亦可謂厚誣之甚矣！其謀深而力悍，能令學者盡棄祖宗，隨其步趨，迄數百年不寤不疑而
愈固」
。引自祝允明：
〈學壞於宋論〉
，見《懷星堂集》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卷 10，頁 126。
6
楊慎：
「經學至朱子而明，然經之拘晦，實自朱始」
。引自楊慎：
〈答重慶太守劉嵩陽書〉
，見《升菴集》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配清文津閣《四庫全書》本）
，卷 6，頁 684。
7
楊慎：
「本朝以經學取人，士子自一經之外，罕所通貫。近日稍知務博，以名苟取，而不究本原，徒事
末節。五經諸子則割取其碎語而通之，謂之蠡測；歷代諸史，則抄節其碎事而綴之，謂之策套」
。同上
註，卷 52，
〈舉業之陋〉
，頁 371。
8
「初溺于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于詞章之習，四溺于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正德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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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棄古不觀」
，而心學批判的則是宋學「舍心逐物」
。 9黃宗羲《明儒學案》中指出，
孔孟以後的學者往往過度重視於外在的「詞章訓詁」之學，而往往忽略了反求諸心、
發掘內在的良知。 10而陽明則將孟子的良知學說重新尊奉為理論內核（致良知），又在
陸象山的心學理論（心即理）基礎上，融合帶有自身創見的修养工夫论（知行合一），
從而進一步將心學發揚光大為了一門簡明易快且極具實用價值的儒家派系。
心學對於彼時文學發展之最大意義在於，它突破了原先的道德框架與聖人崇拜，而
讓人轉而重視自我主體意識的覺醒。 11這種思想的轉變，隨著心學影響力的日益擴散，
也漸漸影響到了時代的文學氣質。而這一過程的主力推手，當屬後來的泰州學派。在
12

陽明逝世後，眾弟子因為對學說的理解偏重不同，而逐步分化出了八大王學門派。 泰
州學派（又稱左派王學）屬於其中最具有平民色彩的一派，其門人多出身於社會底
層，其主張亦以百姓利益為至上（百姓日用即道）
，故而在民間流傳甚廣。
然而，這種平民化的轉變，之於陽明學說已有偏離，甚至乎還有抵制名教而近於狂
禪的傾向。 13對此，學界評價不盡相同。明清之際，顧炎武、王夫之等人曾嚴厲批判泰
14
州學派的狂放空疏，甚至認為泰州學說乃是明朝亡國的主因。 清代在編修《四庫全

書》時，亦因泰州學派過於「異端」
，而均未收錄其主要思想家的著作。至民國及往
後，雖亦有學者從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角度對泰州學派提出批評。但也因為西方思想及
文化的流入，而使本國學者逐漸能以「啟蒙意義」的正面角度重新評價泰州學派。 15如
侯外廬《中國思想史綱》中，就曾將泰州學派視為「中國封建制社會後期的第一啟蒙
學派」。 16持同樣意見的還有白壽彝《中國通史》
，書中作者亦認為泰州是「我國學術史
17
上第一個具有早期啟蒙色彩的學派」
。 再有蕭萐父與許蘇民合著的《明清啟蒙學術流

變》，書中更是將以泰州學派及李贄為代表的啟蒙思想視為明清啟蒙學術之開端並加以
系統論述。 18儘管受諸多因素的制約及其自身宗旨的偏離，泰州學說在明末以後便逐步
寅，始歸正於聖賢之學。」引自湛若水：
〈陽明先生墓誌銘〉，見（明）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
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頁 1149。
9
王陽明：
「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絳日馳求於外，只做得個義襲而取。終身行不
著，習不察。」引自同註 8，
〈語錄一〉
，頁 26。
10
「
（陽明）先生承絕學於詞章訓詁之後，一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曰良知……以救學者支離眩騖、
務華而絕根之病，可謂震霆啟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引自（清）黃宗
羲著、繆天綬選註：
《明儒學案》
（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
，頁 32。
11
「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
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引自同註 8，
〈答羅整庵少宰書〉
，
頁 66。
12
據黃宗羲《明儒學案》分類，八大門派分別為：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閩粵、止修、泰州。
13
「泰州、龍溪時時不滿其師說，益啟瞿曇之秘而歸之師，蓋躋陽明而為禪矣……泰州之後，其人多能以
赤手搏龍蛇，傳至顏山農、何心隱一派，遂複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引自同註 10，頁 10。
14
「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
墟。」引自（清）顧炎武：
《日知錄》
（上海：世界書局，1936）
，頁 154；
「王氏之學，一傳而為王畿，再
傳而為李贄，無忌憚之教立，而廉恥喪，盜賊興，中國淪沒，皆惟怠於明倫察物而求逸獲。」引自（清）
王夫之：
《張子正蒙注》
（北京：中華書局，1975）
，頁 332。
15
此即中國學術思想史研究中的「早期啟蒙說」
。此文化觀早先由梁啟超提出，後經由張岱年、侯外廬、
蕭萐父等學者的闡發而漸成規模。其目的在發掘明清學術發展的啟蒙意義，並找尋其與中國現代化進程的
關聯及內在動因。
16
侯外廬主編：
《中國思想史綱（下冊）
》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1）
，頁 17。
17
白壽彝主編：
《中國通史.第九卷，中古時代·明時期》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頁 439。
18
「從學術變遷的大勢看，陽明心學的勃興實為傳統學術蛻變的一大契機。陽明去世後，其學派急劇分
化，發展出『掀翻天地』
，
『顛倒千萬世之是非』的早期啟蒙學術思潮。」引自蕭萐父、許蘇民：
《明清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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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微，而未能發揮出如同西方啟蒙思潮那般進一步影響社會進程的作用。但不可否認
的是，泰州仍是古代中國思想發展史上的一次重要自我革新。同時，憑藉著與文學的
緊密聯繫，泰州學說也啟發了晚明文學對主體意識的覺醒、對平等觀念的探求以及對
傳統的質疑反思。在下文中，筆者將具體闡釋泰州學派的啟蒙意義，並以馮夢龍「三
言」為例，分析泰州學派對晚明文學之人本主義思潮的具體影響。

蒙學術流變》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頁 48。
7 / 20

二、泰州學派的人本思想體現
泰州學派，因其創始人王艮是為泰州人士，又主要在泰州講學，故而得名。然，
隨著泰州一派逐步發展為王門之最盛，其弟子也幾乎遍佈全國。據清人袁承業的《明
儒王心齋先生師承弟子表》統計，分佈在大江南北的門人多達四百七十八人。 19這其
中，影響最顯赫者，除王艮外，另有顏鈞（顏山農）
、何心隱及羅汝芳。還有一人更負
盛名，但學界對其是否隸屬泰州卻頗存爭議，此人便是李贄。在《明儒學案》中，黃
20
宗羲並未將李贄歸入泰州乃至王門。 然而，李贄實與泰州學派有著密切聯繫：一則他

的思想主張大多近於泰州；二則他平生多有作文表達自己對泰州門人的稱讚與欽慕； 21
22

三則他曾師事王襞（王艮之子），且與羅汝芳、耿定理、焦竑等人關係甚佳。 加之當
今絕多數主流的泰州學派研究著述中，都有將李贄視為「泰州後學」
。因而本文也採納
了這一主張，將李贄歸為泰州一派。

1、百姓日用是道——打破道學權威，為求平等開路
如上文所說，泰州學派的最大特徵，便是平民性。這一方面與其門人組成有關。
王艮自身是灶丁（煮鹽工）出身，自學成才的他深知民間的疾苦與受教育的不易。於
是他效仿孔子「有教無類」的主張大力推廣民間教育，上至書生、商賈，下至農民、
樵夫，凡「有志願學者，傳之」
。 23並且，他還力求將複雜的學說理念簡化，即便是愚
夫愚婦，與之能行；另一方面，在所有門派中，唯有王艮是前所未有地將「百姓日
用」放在了道的層面，甚至提出「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人之條理處」。 24這無疑是
向人本邁出的巨大一步。
其實，傳統儒家本身就帶有一定人文色彩：如孔子反對殉葬（始作俑者，其無後
乎）、孟子提出「民貴君輕」
、荀子主張「民水君舟」等等。但由於時代的局限性，這
些思想更多是一種「民本」性質的體現。而民是相對於君而言的——民得到重視，君

19

然袁承業仍稱其「搜羅未廣，遺漏頗多」
，表明泰州的影響可能還比其數據要更大。參見侯外廬等:《宋
明理學史（下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頁 447。
20
龔傑《王艮評傳》指出，黃宗羲在撰寫《明儒學案》時，正值清初文字獄，而李贄的「異端言論」與對
封建制度的攻擊批評顯然過於敏感，因而黃氏未將李贄寫入書中。儘管這種說法未可盡信，但也提供了一
種思考角度，即李贄未被載入學案中，未必僅是出於思想關聯性的考慮。參見龔傑：
《王艮評傳》
（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頁 293。
21
「當時陽明先生門徒遍天下，獨有心齋（王艮）為最英靈……故心齋亦得聞聖人之道，此其氣骨為何如
者！心齋之後為徐波石，為顏山農。山農以布衣講學，雄視一世而遭誣陷；波石以布政使清兵督戰而死廣
南。雲龍風虎，各從其類，然哉！蓋心齋真英雄，故其徒亦英雄也。」引自（明）李贄：
《焚書·續焚
書》
（長沙：嶽麓書社，1990）
，頁 80。
22
李贄在〈儲瓘〉一文中說：
「心齋之子東厓公，贄之師。東厓之學，實出自庭訓，然心齋先生在日，親
遣之事龍溪於越東，與龍溪之友月泉老衲矣，所得更深邃也。」引自同註 21，頁 371；雖然，王襞對於李
贄的意義更像是心師，但本身李贄是學無常師、博采諸家，也不愿受學派所束縛的。因此若從嚴格意義的
派系歸類上，李贄的思想本身自成一家。但從風格及思想取向上，李贄自身的興趣仍以儒家為重，且與泰
州的主張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23
泰州眾門人中，顏鈞本不識字，夏美廷原為農民、朱恕為樵夫、韓貞為陶匠……皆因王艮的平民教育，
讓許多布衣出身的庶人於是有了受學的機會。
24
（明）王艮撰、陳祝生等校點：
《王心齋全集》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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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統治便得以牢固。這也意味著民本思想仍然在君主制的框架之下，而未能將人視為
獨立自由並被尊重的個體。
然而，即便是民本的思想火光，在數千年的歷史中也僅是曇花一現。自漢儒董仲
舒獻《舉賢良對策》與漢武帝，將儒學升格為了被獨尊的思想權威，以及用於統治的
思想工具以後。儒學中原本強調內驅力與相互關係的「忠孝仁義」、
「父慈子孝」等概
念，逐步轉化為了「三綱五常」一類的禮教規矩。到了宋代理學，禮教更是進一步被
強化，像是《二程遺書》所載「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25《朱子類語》所載「天
26

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之類的主張，漸成主流。 聖人的境界愈發之高聳而
近於天理，相比之下則常人的自然人性就俞是顯得卑微而罪孽。隨著外在形式制度的
冗雜而僵化，人的真實存在受到了空前的壓抑。
直至陸王心學的出現，
「理在心外」的主張才得以被「吾心即是宇宙」
、
「聖人之
道，吾性自足」的說法所撼動。心學力圖將關照重點回歸於對人的自我內心的審視與
修煉。當然，心學作為儒學的分支，儘管對於聖人與道的理念提出了重新定義，但也
絕對不會去質疑此概念的至高地位。 27而王艮卻做出了極為大膽的嘗試——把聖人與道
拉到了和百姓日用處於同一境界，即「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
之異端」。

28

這一思想的提出自然石破天驚，起初同門也都不太敢於相信。然而王艮對此頗有
信心，因為他的理論絕非信口胡謅，而是自有一套周全的理論體系做支撐。所謂「百
姓日用是道」
，並不意味著道是人與生俱有而無需再探求。王艮的意思是，百姓的一舉
一動之間本都蘊含著道，只是人們沒有意識，所以越求越遠。 29而聖人之所以為聖人，
便是意識到了百姓日用的條理，而且知而不失。 30
那麼，如何才能探求日用之中的道呢？首先，王艮指出，要探求道就得先正確認
識道，而不能先有妄心，也就是不能對此道強加稱謂。 31他對於弟子解釋到，童僕往
來、百姓日用之中的道，難以察覺，智者見了說是智，仁者見了說是仁。但一旦有了
「見」，就成了「妄」。這頗有「道可道，非常道」的意思。
隨後，王艮的弟子王棟進一步對此作出解釋：
「既有所見，便是妄。心妄，非是誠，見非自明。惟百姓不落意見而日用皆道，
卻又由不知而終身罔蔽，故君子之道鮮矣。君子誠明根於心性，通乎晝夜而知，
又何意見之有哉！」 32

25

（宋）程頤、
（宋）程顥：
《二程遺書》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頁 235。
（宋）黎靖德編:《朱子類語》
（明成化九年陳煒刻本）
，卷 13，頁 149。
27
王陽明認為：
「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聖愚之所
由分也。」引自同註 8，頁 43。
28
同註 24，頁 10。
29
「先生言百姓日用是道。初聞多不信，先生指童僕之往來，視聽持行，泛應動作處，不假安排，俱順帝
之則，至無而有，至近而神，惟其不悟，所以愈求愈遠，愈作愈難。」引自同註 24，頁 72。
30
「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人條理處。聖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會失」引自同註 24，頁 10。
31
「或問『中』
，先生曰：
『此童僕之往來者中也』
。曰：
『則百姓日用即「中」乎？』曰：孔子云『百姓日
用而不知』
。使非『中』
，安得謂之道？特無先覺者覺之，故不知耳。若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
仁。有所見，便是妄；妄則不得謂之『中』矣。」引自同註 24，頁 90。
32
同註 24，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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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道既然已經存在於日用之中，那麼所需要做的不再是去探求，而是去
意識到它的存在，並且以「誠明」的方式保有住它。這也呼應回了上文的說法，聖人
對百姓日用之道的做法，便是「知而不失」
。
這也說明了，王艮本意不是要完全推翻儒家的學說，相反，他對古典儒家中的
「中庸」、
「誠明」
、「率性之謂道」等概念，及孔子在《周易·系辭上》中所提及的「百
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還有陽明的良知學說，其實是做了一個相當大規模
的有機結合。
而此舉的目的，是在於他要通過「重新詮釋『道』
」這一行為，將舊有的權威重重
打破。道的神聖性與對求道者的門檻（愚夫愚婦不能致）不再有了，那麼人人也便有
了平等的追求道的權利。這一思想，不僅是泰州學派其他一切思想的根基，也同時給
李贄等後人的「聖凡如一」、
「庶人非下，王侯非高」、
「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一類
的平等論提供了理論基礎。

33

2、淮南格物，以身為本——重視人的價值，以人為一切本
「淮南格物」是泰州學派的另一核心理論，也是其人本精神最直接的體現。淮南
是因泰州地處淮南而得名。格物一詞則出自《禮記·大學》，是儒家「修齊治平」前的根
本工夫。但由於文獻中缺乏對格物的定義，所以這也成了程朱學與陸王學的爭議焦
點：前者在《大學章句》中把格物詮釋為「格物窮理」
（在萬事萬物中尋求理），後者
則在《大學問》中把格物詮釋為「正心之物」
（為善去惡）
。 34
然而，王艮對於各家說法都不滿意，因為這些做法均是增字解經，而與儒家正宗有
所偏離。而他的辦法，則是直接從《大學》的原文語境去找尋答案： 35
首先，他發現文中有一個大前提——「物有本末之物，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
同時又有著小前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環環相扣且有先後順序的，
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
那麼，是否能得出結論——身是根本，國家天下是末？
這便是王艮的「以身為本」說。王艮在此理論基礎上，進一步延伸。既然身是根
本，那就好比畫圖時所用到的「矩尺」一樣。自己的「矩」身正了，那麼畫出來的
「方」（國家）也就能端正了。反之，天下國家不正，便是自身的不正。而調整矩尺的
這個過程（挈矩）
，就是他認為的「格」
。 36這個思想，其實便是聯繫回了儒家「行有不
得，反求諸己」的核心。相比於朱熹的格物，淮南格物的不同在於方向：朱熹是從內
向外去即物窮理，而王艮是從外向內，從認識自身開始；與陽明的不同在於工夫：陽
33

「人但率性而為，勿以過高聖人之為可也。堯舜與途人一，聖人與凡人一。」引自李贄：
〈明燈道古
錄〉
，見《李溫陵集》
（明刻本），卷 18，頁 230。
34
「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
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為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引自同註 8，頁 803。
35
「
『格物致知』四字本旨，二千年未有定論矣。某近理會得，卻不用增加一字解釋，本義自足，驗之
《中庸》
、
《論》
、
《孟》
、
《周易》，洞然吻合，孔子精神命脈具此矣。」引自同註 24，頁 33。
36
「格，如格式之格，即後挈距之謂。吾身是個矩，天下國家是個方，距則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是
以只去正矩，卻不在方上求，矩正則方正矣。方正則成格矣。故格物。」 引自同註 24，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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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認為格物致知本就是「正心」的工夫，而王艮則認為這是工夫的前提，「誠意正心」
才是真正的工夫。對比之下，王艮的解說確實也更近於《大學》的本義。

37

說回到「以身為本」
，既然身是家國天下的根本，那麼將身照顧好便應是首要任務
了。王艮於是作《明哲保身論》
，專門敘述了他對於保身的思想。不同於世人對保身持
貶義看法，王艮的保身並非楊朱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
。他認為，真正「愛身」的
人，則「不敢不愛人」
。
「能愛人，則人必愛我。人愛我，則我身保矣」。這意味著保身
本質上是推己及人，愛人愛己，而絕非自私自利。否則，「利己害人，人將報我，則吾
身不能保矣」
。推而廣之，用此心去齊家治國平天下，知人好惡，並做到「有諸己而後
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則家國天下沒有治理不好的。 38這層思想，便是王艮從
孔孟學說的「忠恕之道」發展而來。
為何王艮要特地提出自己的明哲保身論呢？據《王心齋全集·年譜》所載，王艮因
不忍嘉靖初年諸多文士捲入「大禮議」的政治紛爭中致使自身「或以諫死，或譴逐遠
方」而作此篇贈與王瑤湖。 39他認為，如果「身且不保，何能為天地萬物主」呢？
回顧明代歷史，不難發現「言官」文化是明代朝政的一大特色。在明代，敢於上書
死諫、慷慨赴義的烈士大有人在。若是為爭取正義、為家國太平而犧牲，這樣的氣節
當然值得稱頌。但也不乏有人的壯烈赴死，實際圖的是青史留名。
那麼，這樣的名究竟有意義嗎？或者說，人死後的名聲，就一定比人在世時的作為
與價值還要重要嗎？如果人人都為了名而赴死，那誰又去做實際的事業，去改變世界
的現狀呢？ 40因此，淮南格物與《明哲保身論》所引申出的，實際是對於人之價值的重
新定義。尊重人的價值，以人為一切的根本。這便是對人權的重視，也是人本思想最
直接的體現。

3、天性之體，本自活潑——反對外在束縛，主張個性解放
王艮的思想致力於突破舊有的學術權威，又主張以身為本。那麼，對於「存天
理，滅人欲」的做法，他自然不會認同。
41
何為人欲呢？朱熹的解釋是：超過人生存所必須的欲望，便是人欲。 然而，人欲

的邊界是否總是那麼清晰呢？以及，不由分說就完全摒棄了人欲，是否人生也少了很
多樂趣，而這就一定能符合天性嗎？
王艮認為，有欲望，本身就是人的天性。因為人本出於自然，形與氣皆是由自然
所賦予，人和天能相互感應，也有著同一的理。 42而天的理，表現在動物中，便是鳶飛
37

參見季芳桐：
《泰州學派新論》（成都：巴蜀書社，2005）
，頁 67。
上述《明哲保身論》引文，引自同註 24，頁 29。
39
同註 24，頁 72。
40
王艮：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必不以道殉乎人……若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也。」引自同註 24，頁 37。
41
「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引自同註 26，卷 13，頁 149。
42
王艮認為，天地萬物、人，都是自然人本乎天地之形氣以生，所以人之「天」即天之「天」，天人同
體，故天人一理：
「父母生我，形氣俱全。形屬乎地，氣本乎天，中涵太極，號人之天。此人之天，即天
之天。此天不昧，萬理森然，動則俱動，靜則同焉。天人感應，因體同然。天人一理，無大小焉。」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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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躍。表現在植物中，便是萬紫千紅。 43反而，如果制定外在的規矩，去壓制與滅除人
44
的內在天性，那這種做法，才是人欲。 因為這種做法是不自然的，也就是人為作偽

的。 45此外，王艮指出，人欲還應以道德作為評判標準。若是正當的穿衣吃飯，則不叫
人欲。若是「不孝、不弟、不睦、不渊、不任、不恤，造言乱民」
，那這也就成了人
欲。 46故而，王艮說「即事是學，即事是道。人有困於貧而凍餒其身者，則亦失其本而
47
非學也」。 也就是說，真正的學問，是應致力於提升百姓的生活質量的。這似乎也是

對管子思想的一種致敬，畢竟倉廩實才能知禮節，衣食足才能知榮辱。
王艮的「自然人性論」學說，也進一步引發了泰州後學對人欲的探討。如李贄就
提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好貨好色」是人的稟賦之自然的觀點， 48並以此延伸
49
出「人皆有私」及「童心說」的主張。 在《焚書》中，李贄指出，人無論是在田間勞

動，還是在讀書舉業，背後的驅動力都是人的私心。但私心本沒有錯，因為這都是圍
繞生存的本能。即便是聖人孔子，若無司寇之任、相事之攝，也無法一日安其身於
魯。至於無私的說法，皆是畫餅之談，徒有好聽的虛名而不具實際可能性。 50既然聖人
都如此，百姓又有何不可談利呢？至於工商業，就更不應該像一些儒士所認為的那樣
是末流且羞恥的，何況商人的工作，本身也辛苦且冒著巨大風險。 51 而李贄認為，真
正應該鄙視的，反而是那些「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假道學
家、偽君子們。

52

4、小結
實際上，泰州學派的理論還遠不止這些。泰州後人在王艮思想的基礎上，也多有
延伸。但受文章篇幅所限，此處僅列舉了上述三類最能體現泰州人本精神的理論。
此三類中，「百姓日用是道」最具獨特意義。因為王艮對於道學權威的反抗，為日
後的平等主張開闢了道路。這不禁讓人想起馬丁·路德對於教會權威的突破。新教的創
立改革的不僅僅是宗教本身，同時也將人民的思想從天主教會的束縛中解脫了出來。

同註 24，頁 54。
43
「惟皇上帝，降『中』於民，本無不同。鳶飛魚躍，此『中』也。譬之江淮河漢，此水也；萬紫千紅，
此春也」引自同註 24，頁 38。
44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
」 引自同註 24，頁 10。
45
「凡涉人為，皆是作偽。故偽字從人從為。
」 引自同註 24，頁 5。
46
同註 24，頁 64。
47
同註 24，頁 13。
48
引自同註 21，頁 4。
49
「如好貨，如好色，如勤學，如進取，如多積金寶，如多買田宅為子孫謀，博求風水為兒孫福蔭，凡世
間一切治生產業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習，共知而共言者，是真邇言也。
」引自同註 21，頁 39。
50
「夫私者，人之心也……如服田者，私有秋之獲，而後治田必力……如學者，私進取之獲，而後舉業之
治也必力……雖有孔子之聖，苟無司寇之任、相事之攝，必不能一日安其身于魯也決矣。此自然之理……
然則為無私之說者，皆畫餅之談，觀場之見，但令隔壁好聽，不管腳根虛實，無益於事，只亂聰耳，不足
采也。」引自李贄〈德業儒臣後論〉
，轉引自曾譽銘：
《義利之辨》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
，頁
141。
51
「商賈亦何鄙之有？挾數萬之貲，經風濤之險，受辱于關吏，忍詬于市易，辛勤萬狀，所挾者重，所得
者末。」 引自同註 21，頁 48。
52
同註 21，頁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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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既然最高的道學權威都可以被泰州學派打破，那階級的等差、職業的等
差、男女的等差，豈不是一樣有被打破的空間？於是，以李贄為代表的泰州後學，接
過了王艮的大旗，在晚明的學界與文壇上進一步提出了更為前衛且反傳統的學說，並
深深影響到了湯顯祖、袁宏道、馮夢龍等晚明大文豪的文學主張……

三、泰州學派人本思想在晚明文壇與「三言」中的呈現
1、由心學發起的中晚明反復古運動
如緒論所言，在心學誕生的前後，明代文壇主要以「古學」最為盛行。誠然，前
後七子的復古主張對於突破宋學與閣體的萎靡文風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但也因其
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過度提倡，導致文壇在隨後又陷入了新的形式主義窠
臼。 53
直到唐宋派的出現，情況才悄然出現了轉機。派系的主將之一唐順之，在其四十
歲前曾以理學為信仰，又堅持過復古唐宋的主張。可是，求道多年而不得的他，終在
54
失落之餘轉投心學門下，並成為南中王門的重要學者。 他將自己對於心學的體悟，融

入到文學理論之中，提出了重視真精神的「本色論」
。 55
53

參見袁行霈主編：
《中國文學史》第四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頁 94-95。
參見左東嶺：
《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頁 452-462。
55
「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為文章，但直據胸臆，信手寫出，
如寫家書，雖或疏鹵，然絕無煙火酸餡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字……此文章本色也。」引自（明）
唐順之：
〈答茅鹿門知縣二〉
，見《荆川先生文集》
（明萬历元年純白齋重刊本影印）
，卷 7，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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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出自浙中王門的另一位大文藝家徐渭，在思想與文學主張上都頗與唐順之相近。
他繼承了「本色論」，並將這一理論在其雜劇《四聲猿》中發揮得淋漓盡致。這一劇作
的發佈，一時間引起了文壇的轟動。湯顯祖初讀後，感慨「此牛有千夫之力」
。 56袁宏
道初見此劇，便評價「意氣豪達，與近時書生所演傳奇絕異」
。

57

無獨有偶，雖沒有文獻記載泰州學派的李贄是否與唐順之有過往來，但李贄提出
的童心說又與唐氏的本色論多有相似。而同出於泰州門下的湯顯祖與袁宏道，對於李
贄的思想學說與文學理論也推崇備至。並在他的基礎上又各自提出了「至情論」與
「性靈說」
。各家論說雖在名號與傾向上略有不同，但均是強調文學書寫應真情實感、
直抒胸臆，而非陳詞濫調、受縛形式。這些出自心學門派的文學主張相互交織，共同
構建起了晚明文壇的反復古與個性解放運動。

2、李贄對馮夢龍的文藝觀影響
（一）真與情
馮夢龍則生於上述諸公之後。當李贄死於獄中時，馮夢龍年僅 29 歲。他雖未與泰
州或是其他王門有過師承關係，但卻對李贄與陽明的學說極為狂熱。其中，李贄對他
的影響尤為深刻，據許自昌《樗齋漫錄》記載，馮夢龍「酷嗜李氏之學, 奉為蓍蔡」
。 58
他的許多價值觀與文學理念，都與李氏表現一致。
59
比如李贄童心說，指出「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只有本著這

樣的童心去寫作，才能創作天下之至文。 60《焚書》中有一段李贄對「世之真能文者」
的描述，將這種理念描寫得淋淋盡致：
「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於為文也。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
事，其喉間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頭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莫可所以告語之
處，蓄極積久，勢不能遏。一旦見景生情，觸目興嘆，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
塊；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於千載。既已噴玉唾珠，昭回雲漢，為章於天矣，遂亦自
負，發狂大叫，流涕慟哭，不能自止。」 61
童心既如此重要，李贄於是說，聖人讀書便是為了保有童心而不喪失。然而一些
學者卻因讀書反被讀書誤，而讓童心被書中義理所蒙蔽，於是「言語不由衷」、
「文辭
不能達」。這樣文章就算再工巧，也不過是假人假言，不足為道。 62
馮夢龍對此倍感認同，他也在〈敘山歌〉中指出「今雖季世，而但有假詩文，無
63

假山歌，則山歌不與詩文爭名，故不屑假。」 從中可以看出，他認為爭名是詩文造假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明）查繼佐：
《罪惟錄》
（四部叢刊三編景手稿本）卷 18，頁 1632。
（明）袁宏道：
〈徐文長傳〉
，見《四庫全書精編·集部》
（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
，頁 350。
引自（明）許自昌：
《樗齋漫錄》
（明萬曆刻本）
，卷 6，頁 49。
同註 21，頁 97。
「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於童心焉者也。」引自同註 21，頁 98。
參見同註 21，頁 97。
參見同註 21，頁 98。
馮夢龍著、顧頡剛譯：
《山歌》（上海，永華書局，1937）
，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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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原因。而馮夢龍對抗假文假言的方法，便是通過以山歌為代表的文藝形式，「借
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

64

在〈情史序〉
，馮夢龍進一步闡述了自己對於情教說的理解：馮夢龍認為，情是世
間萬物的起源（天地若無情，不生一切物）
，也是一切人倫關係的鏈接（子有情于父，
臣有情於君）。這個觀點與湯顯祖至情論所言及的「世總為情」頗為相近。隨後他說，
世間唯有情最為真實而不摻假（四大皆幻設，惟情不虛假）。而情，也正是一切道德與
善意的集合（佛亦何慈悲，聖亦何仁義），能使盜賊不作，奸究不起。他自認為是多情
之人，而世間又因乏情生亂，故而他「欲立情教，教誨衆生」
。

65

（二）重視通俗文學
情教是馮夢龍諸多作品中一以貫之的理念，「三言」就是此中典型。所謂三言，即
是《喻世明言》
（原名古今小說）
、
《警世通言》與《醒世恆言》的合稱。誠如其名，馮
夢龍便是希望通過篡輯通俗短篇白話小說（擬話本）的方式，以達到教化世人的目
的。通俗文學常為傳統文人所不齒，馮夢龍卻有意要堅持，他在《古今小說序》中有
言：「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則小說之資於選言者少，而資於通俗者多。試今說話人
當場描寫，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決脰，再欲
捐金；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雖小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
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

66

此中兩個關鍵詞，
「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
，便是說明通俗文學的受眾更廣，也
更能讓教化得以普及；
「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
，便是說通俗文學對於人心的震撼力
其實更甚於儒家經典。這一觀念也與李贄相同，李贄在《童心說》中也提到自己對於
厚古薄今的反對及對通俗文體的重視：「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為六朝，變而
為近體，又變而為傳奇，變而為院本，為雜劇，為《西廂》，為《水滸傳》
；為今之時
文，皆古今至文。」

67

由此可以看出，馮夢龍與湯顯祖、李贄，乃至王艮之間，確實存在思想上的一脈
相承。而馮氏三言的篡輯，又何嘗不是對泰州學派「百姓日用是道」與平民教育之精
神的踐行呢？然而還不僅僅如此，在書中的具體篇章，我們還能看到更多對於人本觀
念的提倡。

3、「三言」的人本精神體現
（一）提倡重民重商

64
65
66
67

同上註。
上述〈情史序〉引文，引自（明）馮夢龍撰：
《情史類略》
（長沙：嶽麓書社，1984）
，頁 1。
（明）馮夢龍編著、恆鶴等標校：
《古今小說》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頁 1。
同註 21，頁 97。
15 / 20

在過去的唐宋傳奇中，主人公基本以歷史人物或才子佳人為主。但三言卻表現出
了比較明顯的市民文學傾向。據統計，在三言 120 篇小說中，以商人、手工業者為主
角的作品大約佔到四分之一。 68若除去作品中歷史人物與鬼怪故事的部分，則比重更為
可觀。這種現象一方面反映了客觀上的明代商品經濟高度發達，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馮
夢龍主觀上對於工商業者的看重。 69
由於中國自古以來有就著重農輕商、重義輕利的價值取向，商人往往被視為四民
之末而遭歧視。在明以前的文學中，商人多以配角的身份出現，而且常會被扣上「為
富不仁」、
「無商不奸」的帽子。但在三言中，商人不僅可以成為主角，甚至還能以誠
懇踏實、樸實善良的品質感動讀者。
有如《施潤澤灘闕遇友》的主人公施復，平日里就是個忠厚的布商，賣人貨物分
兩不缺，有時還會多給一些。一日他拾得六兩二錢銀子，也因為出於對經商不易的同
情而選擇拾金不昧，最終物歸原主還不要報酬。
再如《賣油郎獨佔花魁》中的秦重，他就始終堅持物美價廉的經商策略，吸引了
不少回頭客。偶然一日他見到了花魁娘子莘瑤琴的美貌，便下定決心要攢夠十兩銀子
的巨資去見她。結果春宵一夜瑤琴卻因醉酒而身體不適，秦重不僅不介意還照顧了她
一整晚。對比之下，表面光鮮的吳八公子只是為欲望而行事，身份低下的油郎秦重卻
有著真摯的情深義重，這也最終打動了瑤琴的心並選擇從良嫁給給了他。
還有《徐老僕義憤成親》中的老僕阿寄，年歲五十有餘卻趕上主人家內鬥，結果
自己和徐三娘母子被趕出家門。出於對徐三娘孤兒寡母的可憐，他於是憑藉自己的智
慧走南闖北、經商謀利。別人嫌遠的地方他不介意，別人緊缺漆料與米糧的時候他又
及時供給上。靠著屢屢精明的決策不斷積累，終於在十年後將原先的十二兩本錢發展
到了家私巨富。
重情重義，誠實守信，同時還有著真性情，三言中這些正面商人的形象，無疑打
破了過往人們對於商人唯利是圖的刻板印象。馮夢龍的價值觀，與李贄等泰州門人為
工商平反的理念是一致的。
（二）提倡男女平等
馮夢龍借男女真情發名教偽藥的精神，在三言亦得以延續。據統計，三言中有近
乎三分之一的故事論及男女愛情。 70值得注意的是，三言中的不少愛情故事，是有意要
突破過往男尊女卑、郎才女貌的格局。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中，風塵女子杜十娘為追求愛心，遂贖身與李公子私奔。
不料李公子在半路起了悔心，擔心此舉有違禮法而會惹怒父親。恰逢同路的孫富覬覦
杜娘姿色，願出千金購美人，而李公子居然鬼迷心竅答應了。杜娘本秘藏了價值萬金
的寶箱，如今自知真心錯付，遂與寶箱一同投海，以死表達對李公子的唾棄。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裡的女主角金玉奴是乞丐頭目的女兒，當時嫁給了一位窮
書生莫稽。隨著莫稽接連中第，他愈發覺得玉奴的身世配不上自己，於是在某日遊船
68
69
70

參見徐朔方、孫秋克：
《明代文學史》
（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
，頁 401。
許滌新、吳承明主編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中，已有將晚明經濟形態視為是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
參見同註 68，頁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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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故意將玉奴推入江中，想以此抹去「終身之玷」
。無巧不成書，莫稽的上司許德厚正
巧遊船經過，救起了玉奴，並收其為義女。得知事情緣由後，許公決定給莫稽一些教
訓。隨即佯裝要嫁女給莫稽，並在洞房夜安排了七八人將莫稽一頓棒打。莫稽羞愧難
當，從此夫妻和好。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蔣興哥為經商謀生，不得不暫別妻子王三巧遠赴他
鄉。妻子苦苦等待，到了一年歸期也不見丈夫回來，亦未見任何書信，以為丈夫背信
棄義。同時三巧又不慎受陳商蠱惑，而另外過起了夫妻生活。其實興哥原是因染病才
不便歸鄉，得知此事後他雖惱怒，但也自責是因自己為圖蠅頭小利而使妻子守寡在
家，才導致了這般下場。所以興哥只是修休書一封，將原先的嫁妝物件統統歸還於三
巧，三巧感恩之於又極盡愧疚。結果，許久以後二人又再度相逢，在興哥死生之際，
三巧對其極力挽救，終而免其於死罪。
這一類的故事中，能明顯看出時代思想的進步。過去的男權社會中，女性被要求
「三從四德」
，即便遇到不公對待，也難以訴諸正義。但馮夢龍卻在三言中對這一制度
發出辛辣的諷刺與反思。他敢於為女性發聲，為男女平等而呼籲，也與李贄「謂男子
之見盡長, 女人之見盡短, 又豈可乎? 」 71的平等思想有相契合處。
（三）反對思想禁錮
在《鈍秀才一朝交泰》中，馬德稱原本是個聰明飽學、前程似錦的少年。就在眾
人以為他考取功名不過唾手可得時，他接連三次都落了榜，並在此後接連遭逢厄運：
父親冤死、田宅被抄、投靠無門，往日的門第公子頃刻間成了破衣爛衫、饑寒交迫的
災星，周遭人也畏懼與他交往。可恨的是，小人黃勝靠著賄賂，輕易就中了秋榜。
類似性質的還有《老門生三世報恩》
，鮮于同亦是年少有大才、八歲舉神童，書中
形容是胸藏萬卷、筆掃千軍。然而這等傑出，卻不受科舉所賞識，整整考了四十年，
也還只是秀才。終於在五十餘歲時，他遇到了「貴人」考官蒯遇時。
「愛少賤老」的蒯
考官本不願讓他中榜，卻不料三次都歪打正著，並讓他最終直通進士。於是鮮于同六
十一歲登甲，歷仕二十三年。知恩圖報的他，也在日後幫助了蒯家三代人以報「恩
情」。這篇故事頗為特殊，因為據徐朔方的考證，鮮于同的人物原型，其實就是馮夢龍
72
自己。 這篇文章也體現出馮氏對於科舉制度的強烈諷刺，文中甚至說，即便孔子再

世，若不得科第，也無人去述說其胸中才學。 73科舉對人才的埋沒時有發生，而這背
74
後，其實也和利益相掛鉤。因為考官本身，也有拉攏黨羽的私心。 而當朝為官的人，

又是否德才配位呢？若再讓他們去參與科考，還能通過嗎？ 75一針見血的諷刺，讀之讓
人振聾發聵。

71

同註 21，頁 59。
參見同註 68，頁 398-399。
73
「假如孔夫子不得科第，誰說他胸中才學？」引自（明）馮夢龍編著：
《警世通言》
（杭州：浙江文藝出
版社，2018）
，頁 201。
74
「我取個少年門生，他後路悠遠，官也多做幾年，房師也靠得著他。那些老師宿儒，取之無益」引自同
上註，頁 203。
75
「若是三家村一個小孩子，粗粗裡記得幾篇爛時文，遇了個盲試官，亂圈亂點，睡夢裡偷得個進士到
手……誰敢出個題目將戴紗帽的再考他一考嗎」引自同上註，頁 72。
17 / 20
72

另一篇極盡諷刺意味的小說《汪大尹火燒寶蓮寺》
，則揭露了一群偽佛偽僧的醜陋
陰暗面。故事中的寶蓮寺本名聲顯赫，因其不似其他寺廟那般利欲熏心，而且以求子
極為靈驗。但有個奇怪的規矩是，求子的婦女必須在寺中淨室待七日。結果新任的縣
官汪大尹察覺到事有蹊蹺，並在隨後的調查中發現所謂淨室實有密道，而婦人們也在
夜中被僧人姦淫，這才有了身孕。大尹於是逮捕了方丈佛顯等一眾人，誰料僧人卻私
攜兵器於獄中，並分發給了重犯一同造反。最終犯事者被處決，寶蓮寺也皆儘燒毀。
其實，經學也好，宗教也罷，當它們的發展出現了病態，而又因權威的保護而放
任下去，這樣的思想對於人而言何嘗不是一種更大的危害呢？書中有句說到：「那和尚
們名雖出家，利心比俗人更狠」。 76按今天弗洛伊德的理論分析，確實不假，人的潛意
識被壓抑久了，不僅不會消失，還只會惡化發酵。於是禁慾主義、思想禁錮發展到了
一個極端，出現個性解放的提倡，亦是必然。

四、結語
綜上所述，明朝的學術與文學的發展大致可以分成三段，前期因嚴苛統治與宋學
獨尊而暮氣沉沉，中期因前後七子的復古主張而漸有朝氣，後期則因心學各派的個性
解放提倡而呈百花齊放的景象。
在心學所引領的個性解放思潮中，泰州學派是其中最為主力的思想推行者。它們
有著各派中最顯著的平民性特征，也有著相當明顯的啟蒙人本色彩的思想：打破權威
追求平等（百姓日用是道）
、重視人的價值以人為本（身是天下家國之本）以及反對外
在束縛主張個性解放（天性之體，本自活潑）。
不可忽略的是，泰州學說能夠大行其道，也離不開外在的天時地利。彼時因皇帝
昏庸與文人參政，朝廷對於思想的管控較之明初顯然鬆弛了不少，這也給了民間以更
大的自由發展空間。同時，明代中後期的民間工商業呈現出高度發達，東南沿海一代
的經濟發展甚至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滿足了物質需求的市民，對於文化亦有
了更高的需求。而文人們也可以藉助寫作出版來獲得利潤回報。加之明代的印刷與出
版業已經相當繁榮。因素與因素之間相輔相成，才使得晚明最終呈現出多姿多彩的市
民文化，並在小說與戲曲藝術上達到極高成就。
馮夢龍的不少作品，都代表著這一時期的氣質。在「三言」，我們常常能看到平民
百姓、工商階層能成為故事的主角，並屢屢通過這些小人物的真、善、美，來洗刷我
們對於階級認識的刻板印象。同時，我們也能看到其中有不少提倡男女平等、抵抗權
威、批判黑暗的進步思想。而這些思想背後，有不少與泰州學派的主張是一脈相承
的。
遺憾的是，
「三言」也有其局限性。在突破傳統的同時，也不乏還是會遺留一些傳
統觀念的痕跡（如節婦、報應論等）
。而這一現象的背後，其實也與馮夢龍自身的思想
內在矛盾有關。馮夢龍一方面認同李贄對於傳統的反叛，但另一方面他對於部分傳統

76

（明）馮夢龍編著：
《醒世恆言》
（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8）
，頁 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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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仍然有所堅持。不過，筆者也認為，這種矛盾的存在其實是非常合理且正常的。正
如魯迅所言的「歷史中間物」概念那樣，在時代變革、新舊交替之際，總會有著過渡
的一代人，會被夾在兩個時代之間，並承受著因不同思想相互傾軋而產生的痛苦。 77
對於這樣的人，舊時代會痛加批判，新時代的人也會憤其不爭。但實際上，若是
沒有他們，也不會有新時代的到來。我們只有結合他們所處的時代去評價他們的作
為，才能做到公正客觀。晚年的馮夢龍，一直在追求情與理的一致與平衡。理自然有
它不對的地方，但單方面放棄一切理而一味解放個性，也同樣會走向危險。晚明思潮
發展到後期出現的遊談無根、道德敗壞，其實就是這一例證。
儘管，歷史並沒有留給明朝更多的時間，去實驗這一思潮最終會不會走向像西方
文藝復興那樣的發展方向。但毫無疑問的是，這一思潮也讓中國發展至瓶頸的本土文
化循環有了一次內在的更新。
而這種更新，對於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進程而言，也是至關重要的。自由、平等、
博愛，在當今世界已經成了公認的價值觀。而中國文化如何能在兼容這一價值的同
時，又發揮自身的獨特意義呢？重新回顧明代思潮的經驗，或許能給今人帶來不錯的
靈感與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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