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末清初的士人生活與文人文化 

王鴻泰 

 

自來士人即是中國社會的中堅分子，但他們在不同的歷史時期卻是以不同的

面貌、形態牽動社會與文化的發展。宋代以來，中國社會由貴族性的社會轉為「平

民社會」，科舉制度成為促成社會流動的主要機制，而社會經濟的發達與印刷術

的普及，使科舉考試的參與者越來越多，上升管道因而相對地日趨狹窄，尤其到

了明代中期以後，社會上逐漸出現一大批積滯在社會底層的士人。如此，科舉所

造成的「士大夫」社會中，真正成為「大夫」（取得官職）者只是少數，在其基

層還有為數龐大的一般「士」人，他們成為一個介於官與民之間的社會階層。這

群基層士人，既是士大夫社群的一員，具有上升的可能性以及相同的文化傳統，

另一方面，他們為數眾多，且長久積滯在社會底層，也因此，在他們與政權的直

接關聯鬆動、疏離的同時，他們反倒成為士大夫階層中與「庶民」最為貼近的一

群。他們滲透入庶民社會中，流動於不同的「階層」間，衝擊、動搖了傳統「四

民社會」的格局，造成「士商交雜」的新格局。他們的社會活動也為庶民社會加

添了新的資源，帶動社會文化的更新與流行。因此，對此「基層士人」進行深入

的考察，將是透視近世中國社會性質的變化與意義的重要關鍵。 

現代學者的研究大致斷定，明末清初這段期間，中國文化的發展出現了新的

局面：在社會經濟上有所謂「資本主義萌芽」的說法1，在學術思想上也有所謂

「近代思維」之開展與挫折的論辯2，而社會文化上則出現「情色文化」風行，

以致造成情慾與禮教關係的重新辯證。3且不論個別論點的基礎是否堅實，或明

清社會文化的發展是否真的開展出「近代性」的因子，單純從現象面來觀察明清

社會文化的發展，可以發現其中的確呈顯出極為豐富的景象，尤其是以城市為據

點的社會活動，更發展出極具特色的文化表現，例如：在物質面上各種商品的流

通，成為個人生活表現的豐富資源，以致形成不斷變化的「流行文化」，而在人

與人的互動關係上，城市中頻繁的社交活動，已使個人得以跨越親族、地域的界

限，創造其社會關係，以致組織成許多自願性的社會團體。4同時，社會上發達

的出版事業，也急速地推動著諸如小說之類的通俗文類的發展；另一方面，社會

                                                 
1 參吳承明，〈導論：什麼是資本主義萌芽〉，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

一卷《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北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 4-35。石錦，〈中國資本主義萌芽——
研究理論的評介〉，氏著，《中國近代社會研究》，台北：李敖出版社，1990，頁 101-137。 
2 參溝口雄三，〈論明末清初時期在思想史上的歷史意義〉，《史學評論》12期，1986.7。 
3 參熊秉真、呂妙芬主編，《禮教與情慾──前近代中國文化中的後／現代性》，台北：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99.6。 
4 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北京：中華書局，1982(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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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頻繁的戲劇活動，也大量地湧入一般社會大眾的生活領域中，豐富其生活，拓

展其視野，以致形塑其對歷史、時事的認知⋯⋯。5種種跡象顯示，明清社會文

化的發展有其獨特之處，即使不能說是全新的文化形態，至少也是在唐宋以來商

業活動的基礎上，發展到極高峰，而自成一具有鮮明歷史特色的文化表現。6

然而，這高度發展的社會文化究竟是如何開創出來的呢？固然，整體社會經

濟的發展，尤其是商品經濟的發達，可說是其基本因素。不過，在經濟力量支持

的「結構」中，文化的各種形式是如何「具體」發展出來的？從人為的角度來看，

除了一般社會大眾，尤其是商人，直接或間接的參與，來厚植其發展基礎外，當

時社會上為數甚多，且活動力特強的基層士人的居間作用，可說是推動此社會文

化發展的創造性因素。 

在相當程度上可以說，明清社會的中堅分子就是為數甚多，且遍存於各地區

的基層士人。所謂的「基層士人」，可以包括所有還沒有當官的士人，不過主要

還是以科舉制度下具有「生員」身份的人為主，生員就是一般所稱的秀才。親身

經歷明清間的朝代更替，深懷亡國之痛的顧炎武曾經寫過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

做「生員論」，他在這篇文章裡痛罵生員，他說：「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

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廢天下之生員而門戶之習除，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

之才出。」7顧炎武這段話一方面反映出：明中期以來，生員的存在與活動，確

實牽動著整個社會的發展。不過，另一方面，因為顧炎武經歷亡國之痛，他對生

員的批評也是置於檢討明亡因由的前提下。所以，他將生員的存在意義置於朝廷

養材的宗旨下——其〈生員論〉之起首即言：「國家之所以設生員者何哉？蓋以

收天下之才俊子弟，養之於庠序之中，使之成德達材，明先王之道，通世俗之務，

出為公卿大夫，與天子分猷共治者也。」從此一立場出發，他發現生員在實際發

展上，逐漸背離這個養才的初衷，甚至轉而干擾國家行政，因此對之痛加撻伐。

然而，如果能夠突破顧炎武觀察立場上的侷限，從社會生活的角度來看待生員問

題，可以發現：生員對國家行政的干擾，在某種程度上，可說是其社會活動與國

家統治展開新的互動關係的反應。而生員背離國家養材宗旨的過程，事實上，也

正是他們逐漸寄存、滲透入各個社會生活領域，在不同層面、不同面向發揮其影

響力的過程。這正是我們選擇生員所代表的基層士人作為切入明清社會特質之觀

察點的重要考量。 

顧炎武概略地統計，在數量上，明代後期的生員至少有五十萬人。這些生員

分佈於全國各地，政權給予他們一定的社會身份，卻沒有授予他們職務或經濟上

的保證（雖然部份生員——廩生——可以有經濟上的補助，但數量並不多），生

                                                 
5 王鴻泰，〈社會的想像與想像的社會──明清的資訊傳播與「公眾社會」〉，收入陳平原、王德
威、商偉編，《晚明與晚清：歷史傳承與文化創新》，武漢：湖北教育出版社，2002.3。 
6 余英時，〈明清變遷時期社會與文化的轉變〉，余英時等編，《中國歷史轉型時期的知識份子》，

台北：聯經出版公司，1993，頁 35-42。 
7 顧炎武，《顧亭林詩文集》，卷 1，〈生員論中〉，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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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只是科舉制度下，得官職前的一種過渡性的身份或人生階段，但是由於進士名

額與生員人數的懸殊比例，導致這些生員上昇管道的相對狹窄，絕大多數的生

員，長期乃至終身停滯於此「過渡性」的階段。如此，這些基層乃舖展於各地方

社會中，成為一個獨特的社會階層。這個社會階層一方面在科舉制度下，明確地

立足於現實社會中，另一方面，他們無論在精神上或物質上，都有其不穩定性，

這不穩定性使他們流動於社會各階層與各個社會活動領域，成為其中極具活力的

群體，因而觸發各動社會活動，以致成為社會文化創造過程中極重要的動力。如

果能夠放寬視野，對基層士人繁複的社會活動進行確實的考察，不但有助於對士

人全貌的了解，同時，透過此種了解，將可對明清的社會文化有更具體而完整的

掌握。 

關於生員的社會活動，事實上，已是現今明清史的研究中一個重要的議

題——即對於「紳士」階層的討論。參與「紳士」問題討論的學者多將生員與衿

紳共同視為介於官與民之間的一個中間階層，在實際討論時往往強調紳士——包

括生員、監生和退休官員（即衿紳）——在官民之間的中介、協調（或抗衡）的

功能。也就是說，這些討論大體上是將基層士人納在「官—紳—民」的脈絡中，

定位其社會角色，將士人視為一種政治勢力，由政權與地方勢力的互動關係來理

解其社會活動。8這些討論在確定士人之社會影響的同時，也將其社會活動侷限

於與官府的互動範圍內，因此，可能化約了基層士人具體的社會活動。在某種程

度上可以說，這種探討取徑主要是將士人活動歸納於「政治史」的脈絡下——當

然，這是一種比較廣義的政治史，因其範圍延伸及社會層面。 

「政治史」脈絡下的紳士研究有其成就，但也有其限制，這種限制在相當程

度上是源於社會文化史面向的欠缺。因為士人的活動被侷限於政治範疇內，以致

在研究議題的開展上只將焦點集中於士人的政治作用，而不能以士人為主體，針

對士人的社會活動進行不同面向、不同層次的考察。事實上，明清士人除了扮演

官—民之間的中介角色外，他們有著更廣闊、繁複的社會活動。他們也在此豐富

的社會活動中逐漸建構出一個獨特的生活世界，以致形成特有的「文人文化」。

譬如：士人之間熱絡的交遊活動，在顧炎武眼中乃被視為干擾政權正常運作的朋

黨門戶之營結，而現代學者也多傾向於將明清的結社活動視為一種政治勢力的營

結。事實上，士人的結社活動形形色色，規模大小不一，只要興趣相投，三五人

即可約集成社，其發展為政治勢力只是一端，並不足以代表全部，而士人的交遊

活動，除部分具有政治意涵外，也可說是種文化活動，特別是其中頗為繁盛的詩

文往來，更是「文人文化」發展的重要基礎。進一步而言，明清時期士人除了「出

入公門以撓官府之政」或「倚勢以武斷於鄉里」外，他們也寄存在社會各個角落，

在其間進行個人生存條件的創造或生活情境的經營，而此種經營往往也帶動著整

                                                 
8 吳金成，〈再論明．清朝的紳士層研究〉，國立台灣大學歷史系編，《民國以來國史研究的回顧

與展望研討會論文集》中冊，台北：國立台灣大學出版組，1992，頁 653-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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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社會文化的發展。例如：他們可能與商人建立密切的交往關係，乃至親身投入

商業活動，造成士商之間的合流。他們也可能立足於發達的出版市場上，發展其

寫作、出版之長才，進行各種通俗文化的推展工作，或者如當時盛行的戲劇活動

也與士人的創作、倡導有關，而許多民間宗教活動也多有士人居間參與⋯⋯。除

了政治活動外，士人的活動面向其實相當的廣濶，我個人認為與其把他們的活動

侷限在政治史的脈絡下，不如將他們放在社會文化史的脈絡下來考察。 

明清時期的基層士人在社會身分上和心理上都有他們獨特的地方，他們一方

面承繼著「經世」的精神傳統，卻又由於其身份上的「過渡性」，以致於在心理

上有極大的矛盾與緊張感。在這種精神與心理因素的交雜下，他們乃發展出獨特

的活動面向。在公共事務的參與上，他們可能與衿紳（不在職官員）一般共同推

動地方事務的進行，也可能在許多立場上與衿紳有所差別，甚至可能結合其他下

層社會的力量以與官府或衿紳相抗衝。而在個人人生的經營上，他們則可能逸出

於科舉制度所規範的人生前途，另外開展其社會活動的領域，構結出不同的社會

關係、社會團體，以至建構出不同的社會價值──明代的「文人」已然成為一個

別具意味的稱號，這種指稱或標榜的出現，顯示士人已在科舉之外，另外發展出

一套自我認同與辨識其社會身份的方式。 

另一方面，從現實層面對基層士人的生活處境進行具體的考察，也可以發現

基層士人有獨特生存之道。 

「士」作為現實中的一種職業分類，在未取得官職之前，並無明確、穩定的

經濟收益，除非別有家產，否則這些基層士人往往必須各憑本事地在現實社會中

營求謀生之道。因此，他們往往在經濟壓力下，流入各個社會領域以謀取生活資

源，除了士人原本專長的教學工作外，轉事其他行業者亦不乏其例，這種士人對

於其他行業的浸透，在相當程度上造成了這些行業內涵文化的變化──其最顯

著，而為當今學者所注目與強調者有「士商」文化的交融。9士人除與商業活動

相交流，因而交雜出新的士商文化外，基層士人也多有流為醫卜星相、胥吏幕僚

乃至訟師無賴，這些士人的流入，除可能造成這些行業活動形態上的變化外，由

於他們的文化能力，也可能進一步造成整個社會形態的變化。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明清士人為了追求經濟利益，或者是為了追求聲名，或

者是為了證實自我，明清士人的生活經營上也多有致力於書畫創作、骨董賞鑑、

小說戲曲寫作⋯⋯等等作為者，這方面的活動直接刺激社會文化的開展──所謂

「文人文化」也正是在此過程中逐步形成的。 

接下來，我就根據我過去的研究，從幾個不同的角度來探討一下，明清士人生活

和文人文化的形成。 

                                                 
9 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倫理與商人精神》，台北：聯經出版公司，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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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文人 

要討論所謂的文人文化，首先面臨的問題是：什麼是文人？並不是所有的士

人都可以稱為文人，文人其實是大的士人群體中比較特別的一類人。 

不過，「文人」的界定，事實上有它的困難，因為我們很難有一個客觀的標

準來區別、定義明清「文人」，所謂「文人」可以說是一種主觀上的身分認同，

這種身分認同表現在他們的生命態度和文化選擇上，而要追究這種認同的由來，

可以從士人的生命成長和知識的養成過程中來仔細分辨，也就是說「文人」身分

的認定，及「文人文化」的構成，雖沒有客觀性的外在標準來界定，卻可以從士

人的生命歷程的中各種可能的活動來觀測。所以，我想我們可以嘗試著從士人的

「生命史」角度切入，透過明清士人生命成長歷程中的知識與人格的養成，自我

意識與自我表現方式的發展、知識活動方式和人生方向的選擇（或猶豫），以及

文化認同與社會活動形態的關聯，來體察造成「文人」意識和文人性格的根由，

從這裡來探究「文人文化」的構成基礎與基本內涵。 

一、幼年：對句演練與人格成長 

首先我們可以先來了解明清士人的知識養成過程。一般而言，明清士人的養

成教育大概有兩個起點：一個是識字的訓練，一個是對句的練習。前者在培養他

們的閱讀能力，使他們可以進入經典世界，吸收、理解經典內容；後者旨在培養

其表達能力，使其能駕馭文句，藉此文句駕馭以表白個人之思想、理念或志向、

情感。明清士子往往在初學階段，接受識字訓練的同時，即已開始練習對句，在

文風較盛的家庭中，這種練習更時常以半遊戲的方式出現在學童的日常生活中，

不斷探測學童的造句應對能力和人生志向發展；相對於此，學童也在這種演練

中，學習恰當或精巧地操作文句的同時，更藉此來表白個人的意念，所以對句演

練也成為自我表白的鍛鍊，在這個鍛鍊的過程中，受測者的對句表現與觀測者的

相對反應兩相作用，學童的人格也因而有獨特的發展。所以我們可以說：對句的

演練和明清士人的人格成長有密切的關係，文人性格的形成，就是從這裡開始的。 

我們在文集或年譜中之類的資料中，閱讀到有關明清士人的傳記時，常常可

以看到他們都會提到成長過程中，作對句的經驗，也很容易看到所謂「學屬對，

出語驚人」這類的形容詞。傳記中有精采的對句也往往會被記下來，對句的演出

可以說是他們童年學習經驗裡，印象鮮明的事跡。 

明嘉靖年間，因彈劾嚴嵩而被處決，卻也名揚天下的楊繼盛（1516-1555）
在被判刑後處決前，在牢裡頭寫下自己的年譜，其中提到他童年時，父親寵愛小

老婆，根本不太理他，他邊放牛邊讀書，直到有一天，父親的朋友來訪，家裡沒

有酒，父親出了個對句說「無酒是窮主」他立即回答了句「有兒為名臣」，從此

以後，「父由此鍾愛之，而庶母意亦稍稍敬矣。」他又提到他 13歲時，在學堂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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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書，有一天老師不在，大家開始玩打仗的遊戲，老師一回來，大家趕緊躲起來，

老師叫他罰跪的同時，出了個對子，叫「藏形匿影」，說對得上的就可以起來，

他馬上對應著說：「顯姓揚名」，老師「自此相愛之甚，敎以作文法」。他臨終前

還對這兩個改變他一生的對子記得清清楚楚的。10

對句的練習可以說是「文人」意識與性格養成的隱性基因。雖然它的出發點

與目的主要是為了科舉文字的寫作。但是在操作的過程中，它卻可能培養出不同

的發展潛能。因為，對句練習乃是士人操作字句以表達個人意念的開始，在練習

的情境與過程中，個人的自我意識也漸被引發萌生，而且，在此演練過程中，經

由不斷的測試，這當中表現優異的人，容易得到成人世界的接納、肯認，因此，

透過這種活動，學童的自我意識也可能早熟地成長。同時，這也是人生想像的激

發、培養的過程，而且這種人生想像大多導向於卓越不凡的人生成就，如此，它

很容易養成學子強烈的秀異意識。這種強烈的自我表現企圖，及「不凡」的人生

想像，大致可以說是「文人」性格的潛在基因，因善長對句而自命不凡的士人，

往往容易具有較高的知識野心和文藝能力，而在遭遇科舉挫折時，特別可能發展

出超越於現實的志向，或激越狂傲的性情。 

二、古文的寫作與文化的認同 

對句的練習可說是學子進入文章寫作的預備性活動，從這個文句演練的起

點，士人可能走上不同的寫作方向，一個是科舉文字的寫作，一個是古文辭的寫

作。這是兩種不同的文字表現方式，也是兩種不同的知識態度，甚至可以說是兩

種不同的人生途徑。在這個知識與寫作的分歧點上，士人可能選取並發展出不同

的生命光景。 

我們可以在許多明清士人的傳記資料中看到有部分士人在學習的過程中，因

為對科舉知識的不滿而在四書五經之外，另外去學「古文詞」，例如文徵明在追

憶他年少同學顧春潛的傳記資料中說他們在讀書時，「雅事博綜，不專治經義，

喜為古文辭」，這裡顯示：明清士人識字到一定程度，而具備閱讀能力以後，在

閱讀範圍的選擇上即可能出現極大的差異，大部分的人為了因應科舉考試科目的

需求，會把他們的閱讀限定在四書五經的範圍內，但是，部分學子對知識的態度

較為積極，不願自己的知識活動拘限在科舉考試的範圍內，而在舉業教程之外另

外展開更廣闊的閱讀範圍。這樣的知識活動也讓他們產生獨特的文化認同。像這

樣，知識視野的開濶，或知識掌握的廣博，也讓這些好古的士人具有獨特的自信，

加上文化認同的差異，很容易讓他們刻意去和專注在舉業中的同學相區別，甚至

以高傲的姿態來面對他們的同學。而相對的，在科舉知識範圍內活動的士人，也

傾向於把這種「越軌」的同學，視為「異類」，對他們不務正業地從事科舉外的

                                                 
10 明．楊繼盛，《楊忠愍集》，卷 3，〈詩‧自著年譜〉，頁 23b-25b，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 1278冊，總頁 663-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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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活動表示不以為然。這可以說是種文化差異，導致「非我族類，其心必異」

之族類意識在作用。像這樣，在舉業發展的中程──具一定程度之閱讀與寫作能

力的階段中，士人群體中，已經在知識態度、知識活動上，出現不同的取徑、偏

向，以致於形成不同的文化認同與士人族類。 

對知識活動範圍的設定，與知識態度的差異，清楚地決定「舉子」與「文人」

的區別。根據我們的觀察，明清士人在完成基本的知識訓練──具閱讀與寫作能

力後，開始對知識活動範圍的設定發生歧異：部分士人專志於科舉的經營，將其

知識活動──主要為閱讀與寫作兩方面，概皆限定於舉業範圍內，所習者不外乎

四書五經，所作者僅止於八股文字，此則為「舉子」；不滿於舉業知識之侷限者，

乃在此之外別有知識活動，他們崇尚「博古」，泛覽無關舉業之典籍、藝文，寫

作制藝之外的「古文詞」，此則為「文人」。這種閱讀與寫作興趣、方向上的歧異，

也造成士人文化認同上的差別，乃至在社會層面上隱然對峙。這種文化認同上的

歧異是文人意識的由來，也是文人文化的發展根源。 

三、「迷路的詩」：詩歌與人生志向 

在古文與舉業的分流中，古文事實上包括極為重要的一個成分，就是詩歌的

寫作。所以，在相當程度上，我們可以是否從事詩歌寫作來作為辨別「文人」的

標幟。 

一般而言，明清士人的養成教育中，在認字的基礎教育到達一定程度後，除

進而閱讀四書五經外，為了練習八股文中的對仗能力，也多會選讀、背誦部分詩

文，甚至在對句練習之外，更進一步地嘗試詩句的寫作。因此開啟了年少學子與

詩接觸的機緣，這個習詩經歷可以說只是舉業經營中的一個學習階段，就一般期

求子弟「上進」的父兄師長而言，可以說他們只求其子弟讀取詩句的表面形式，

而不應陷溺於文字背後的情感或美學意境中。但是這樣的企盼難免會有事與願違

的時候，總有部分士人，在習詩過程中，詩文中豐富深切的情境和他們敏銳善感

的年少心情相互觸發感動，有人可能強自壓抑，將這種詩情收斂在心，還是以舉

業為重，有人則可能從此留連徘徊、甚至陷溺在這種文藝美感中，從此偏離科舉

正途，走向另一條人生路徑：以文藝寫作為人生職志，因而成為「文人」。當然，

也有人徘徊於兩者之間，或者力能兼顧。 

對於制舉文字外的文藝的愛好和認同，讓士人偏離科舉正業，而走上「文人」

的路，進入這個歧途的文人，大多以詩歌寫作為他們生命活動的重心，詩藝的講

究和創作是文人的自我實踐之道，這是他們情感的寄託，也是他們人生意義、生

命價值的維繫關鍵。詩歌活動乃是文人的生命重心，因而也成為「文人文化」的

核心。文人的詩歌活動正是開展文人文化的動力根源──甚而可說是種「機制」。 

詩在表達形式上因其得以貼近個人情感，故而成為個人情感的寄託，以至於

能為受困的生命處境另外開闢出一個超越於現實的人生意境。所以，士人常在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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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志的候時，轉而寄情於詩藝，甚至，將生命活動轉向投注在詩藝上，而以文人

自居。然而，詩之所以吸引士人投入其中，除了這種內在的因素外，還有其他外

在因素。簡單的講，詩其實具有很強的「社交性」，透過詩歌的寫作，除了內涵

上，在作者與讀者之間，透過文字的流通、傳閱，因而引發共鳴，導致內在的感

情交流外，在社會層面上，詩的寫作及其相關活動，也可以開發出極為繁複的社

交活動，營結出密實的人際網絡，而且凝聚、編組對文藝寫作有興趣文人，開展

出相關的藝文活動，甚至在這當中進行各種評鑑工作，由此在現實社會中營造出

構成一個獨特的「文藝社會」，就在這文藝社會中士人可藉此建立他們的身分認

同，以至於形成一種特定社會文化，而對此特定文化的認同，並投合於這種文化

就成為特定的社會身分，因此這也成為一種社會價值。士人可以根據這個來肯定

他們自己。 

生活經營──雅／俗的辯證 

對「文人」的形成有了認識之後，我們可以進一步來探討「文人文化」的

形成，並由此深入了解「文人文化」的具體內容。 

簡單地講，文人文化的形成和士人的生活形態有很密切的關係：一方面可

以說：文人文化是從士人的生活經營中開展出來的，另一方面，也可以說：文人

文化具體地表現在士人的生活經營當中。在這裡我們嘗試把文化問題放在實際生

活層面上來思考從生活經營的角度來思考明清文人文化的成立和發展，我希望藉

由這樣的思考，全面性、結構性地建構明清文人文化的內涵，並進一步去追究它

的社會文化意義。 

對一般明清士人來講，他們的生活有兩個層面：一個是和一般世俗大眾沒

什麼差別的，追求基本生存或榮華富貴的現實生活的經營，另一個是超越一般現

實營營茍茍之上的美學生活的經營。簡單地講，他們的生活具有「俗」和「雅」

兩個不同的層次或面向。這兩者互相關聯，互相辯證，或者可能相互呼應，或者

可能相互排斥。而這種雅俗的並存、矛盾與辯證，不止是存在於個人生活層面上，

也進而舖展在社會層面上，以致成為整體社會文化的開展動力。 

更具體地講，考中科舉去當官發財，或經國濟民，這是明清士人世俗人生

的主要目標，但是因為科舉制度與經濟發展等結構性的因素，社會上絕大多數的

士人無法順利考中舉當官。因此，在中舉當官之外，另外開闢出一條不一樣的人

生道路，並且為這種人生建立一套生命價值，這可以說已經是明清社會上一種具

有普遍意義的社會性需求。亦即相對於仕宦的閒隱生活，可以說就是這種社會需

求下發展出來的論述。就是為了滿足這種社會需求，明清士人就積極的去建構「閒

隱」的生活內容和價值，從這裡發展出一套非世俗的生活理念和生活形式。 

所謂「閒隱」的生活理念，「閒」是指他們不用為掌握基本生活資源而奔忙，

日常生活的需求已經可以不勞而獲，因此生命活動可以不用著落在世俗世界中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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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茍茍。而所謂「隱」就是退出利世俗性的富貴名利的追求，在世俗價值系統之

外，另外設定生活的重心與方向。簡單的講，閒隱的生活理念就是在現實世界之

外，另外開闢出一個生命活動場域，在這裡發展不同於世俗性的生活趣味、生命

價值和人生意義。 

從概念層次來看，可以說：「仕」與「隱」分別代表兩種不同的人生方向，

也是兩種不同的生活經營方式，對明清士人來說，這兩者有它相互矛盾的地方。

不過，在一般士人的實際生活層面上，這兩者卻又往往同時並存。明清士人常常

在往科舉之途前進的過程中，也同時在為他們的「閒隱」生活作準備，或者已經

在實際上進行這種生活的經營。也就是說在現實生活中，一般士人有可能讓兩種

價值同時並存在個人心中，徘徊其間，以至於在實際上同時進行這兩種生活的經

營。明後期知名文人袁中道就是一個很明顯的例子，他從二十幾歲開始，就有隱

居的念頭，也實際去買地經營隱居生活了，但他又一直不斷的參加科舉考試，他

大部分的人生可以說是在這兩種人生方向中徘徊、猶豫度過的。11

明清的閒隱生活，並不是消極性地抗拒參與物質文明的演進，它不是簡單

地以「樸素」對抗「繁華」（或者以「原始」對抗「文明」），事實上，它是在發

展一種更為精細複雜的「閒雅」的生活模式，它開展出非常繁雜、豐富的生活形

式和相關論述。它在建立一套新的生活美學，也就是一種「雅」的生活形式。這

套生活文化發展到一定程度以後，就成為明清士人肯定自我，和對抗世「俗」世

界的憑藉。我們可以說這種雅的生活文化的建立是明清文人文化的發展契機與實

質內涵。 

「雅」的生活的經營可以說就是從時間和空間概念的重新定義，在新的時

空架構下展開的。 

明清士人喜歡強調「閒」這種生活情調，而「閒」的強調背後意涵著不同

意義的時間觀，它表示：時間不是用來累積像是富貴名利這類社會資源的，時間

回復到只是時間本身，它不是一種換取社會資源的資本。更具體一點的講，時間

不具有任何生產性的意義，不是用來作為社會資源的增殖，而是被用來消耗，用

來遊賞用的，這是一種沒有被社會化的，兒童式的時間觀。這種時間的解放，讓

人可以進入一個純粹遊樂的世界，我們可以說在這個具有自足性的時間中，世俗

性的社會價值被排除在外，個人進入一個沒有時間刻度的童玩性的時間觀。從這

一點來看，我們可以說，「閒」在形而上的層次上，具有抗拒、離異於世俗價值

的意涵，閒就是從現實社會上，追求富貴的場域中，「隱」退出來的意味。 

除了在時間觀上強調「閒」情，表示有意退出世俗社會之外，明清士人也

常常刻意在空間上建構出「隱」居的意涵。他們往往在家居空間之外，別具用心

                                                 
11 袁中道，《珂雪齋集》（上海：上海古籍，1989），卷 12〈杜園記〉中有言：「今予年方二十餘，

心躁志銳，尚在隱顯之間。若至中年不遇合，隱顯便分，其能長偃蹇庠序耶？」（頁 5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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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經營茶寮、書齋、樓房、園林等空間形式，意圖憑藉這類非日用性的空間經營

來寄託他們的「閒情」，並作為他們非世俗的生活根據。相較於時間，空間是一

個更具體的退隱場所，它也是一個可以具體經營的對象。它既是脫俗生活的形

式，也是生活的內容。我們可以從許多小品文中，看出來明清文人往把他們的閒

情寄托在某些空間形式的經營上，他們藉由具體的空間經營來塑造一種優雅的生

活情境，這種空間經營可以說是他們的閒情轉化為美感生活的起點，在這個美感

空間中他們可以消磨時間，揮灑閒情，讓時間重新具有非「世俗性」、現實性的

意義與價值。我們可以說這是他們離棄了世俗社會以後，重新建構起來的一個安

身立命的場所。12其實，這也是他們和世俗社會重新對話的據點，他們在這裡創

造出屬於他們的「雅」文化，藉這個雅文化證實他們的社會存在。 

從上面的討論我們可以看出來，明清士人的「閒隱」理念，並不是一種消

極性的泊淡人生觀。事實上，這當中含有對抗世俗世界，顛覆既有社會價值，進

而另創一種人生境界的意圖。我們可以說時間與空間意義的重新詮釋、架構，正

是營造這種新的人生境界的基礎。或者，也可以說因為明清文人有意要離開既有

的世俗世界，所以就去重新架構時間與空間，藉此開闢出一個非世俗的「異境」

出來，再進而將自己的人生重新投注在這個異境中，在其中重新開展自我，營造

「不俗」的生活形式、人生價值與生命意義。 

閒隱理念在將世俗世界的價值掃開之後，並不是就讓生命活動完全停頓下

來，而是另外開闢一個生命活動的面向，由此發展出一套新的生活方式。這可以

說是從「閒」到「雅」的概念的推移：在「閒」的概念下，個人的生命重心從世

俗世界中撤離開來，因此它的生活經營也脫離世俗名利的經營，轉而寄托於賞玩

生活，藉由各種玩物的品評、擺設、賞玩，經營起來一個兼具知性與美感的生活

世界，從這裡建構出一套「閒雅」的生活文化。明中期以後，這套生活模式已經

在社會上普遍流行，它成為一種特定的社會文化。甚至，這套雅的生活文化已經

成為一種價值表徵，可以作為辨別「名士」的標誌──有人就說：所謂的「名士」

就是要焚香品茶把玩古董。我們可以看到這套生活形式常被士人用來自我標榜，

或互相標榜。也就是說它已經成為某些士人身分認同的根據了。 

明清士人「閒隱」理念的具體落實開展出一套「雅」的生活形式，這套「雅」

的生活可以說就是在重新架構起來的時間、空間中，放置進去新的生活內容，這

些內容是什麼呢？晚明文雅生活的經典教材《長物志》中所羅列出來，像是：花

木、水石、禽魚、書畫、几榻、器具、衣飾、蔬果、香茗⋯⋯之類「長物」，可

以說就是這個文雅生活的大概內容。13這些沒有實用性，也無關生產的「長物」

（或玩物）被放入生活範圍內，文人戀物癖般地耽溺在這些物當中，賞玩這些物

                                                 
12 參王鴻泰，〈美感空間的經營──明、清間的城市園林與文人文化〉，收於《東亞近代思想與

社會》(台北：月旦出版社，1999.11)，頁 127-186。 
13 關於長物的討論可參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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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生活重心，進而藉這些物來營造生活情境，作為個人生命的寄託，就這樣藉

由物的佈置、賞玩，交織成一種文雅生活的具體內容，這也同時構成一套文人式

的賞玩文化。 

進一步探察文雅生活的實質內容，可以發現：除了各種長物陳列在生活範

圍內之外，雅文化的構成還需要有人的感官在其中發揮作用。事實上，我們可以

說，士人的文雅生活其實是充滿感官性的，他們對物的賞玩就是把物納入個人的

感官世界中，以感官來接觸、滲透物品，也因此藉由物的感官接觸來承載個人的

情感，再經由情感的投注，來營造一種脫離世俗的文雅的生活情境。我們可以在

各種有關賞玩的敘述中看到感官的作用，例如：古物的賞玩中，常常需要手的「摩

撫把玩」。許多鑑賞古董的論述都表示，能不能讓手的觸感在古董的賞玩中發揮

作用，是決定一個人是不是真正的玩賞家的關鍵。14此外，明清文人很熱衷於焚

香，他們認為不同特質的香品經過焚燒後，再透過感官的作用，就可召喚出不同

的心情，將個人引導入不同的生命意境。15另外，我們在花木的欣賞上，文人也

往往將花人格化為具有特別性情的美女，進而對他們投注深厚的感情。16其他像

是品茗、品泉或是飲食上的各種講究，以至於種種聲色娛樂的追求、品味，都可

以說是一種感官品味能力的鍛練與培養，這些賞玩娛樂活動都可說是感官能力對

物的滲透。所以我們可以說：雅文化的內涵就是在生活經營上，讓個人的感官和

物密切的互動，交相感應，進而營造出一個美感的意境出來。 

在物的賞玩中，文人往往賦與物特定的質感，對它們具有特定的情感的想

像，因此，被「性情化」的物也就可以作為人的交往（感）對象，而人與物在感

官、情感上的交流互動，則可以營造出一個寄托個人生命的「情境」出來。這是

明清文化的重要特色，也是文人文化的基本內涵。 

這套賞玩文化大體上是從明代中期逐漸形成的，剛開始的時候，比較具有

經濟優勢的富貴士大夫可能是主要的倡導者，17但是發展到一定的程度以後，它

的詮釋權就逐漸落入具有文藝傾向的士人手中，這些文人一方面在生活經營上，

                                                 
14 高濂撰《遵生八箋》，〈燕閑清賞箋上‧論新鑄偽造〉在論及山東、金陵等地之仿造古銅器時

謂其「雖云摩弄取滑，而入手自粗；雖妝點美觀，而氣質自惡。」（頁 520）而對淮安之產品則
謂：「入手膩滑，摩弄之功，亦非時日計也。」（頁 521）可見手之觸感實為賞玩之要義。 
15 冒襄在《影梅庵憶語》中回憶他與董小宛的閨房之樂時，特別記及他們都是香品的愛好者，

兩人常「靜坐香閣，細品名香。」──冒襄，《影梅庵憶語》，頁 42，收於宋凝編，《閑書四種》
（武漢：湖北辭書，1995）。 
16 袁宏道曾言：「夫花有喜怒寤寐，曉夕浴花者，得其候，乃為膏雨。澹雲薄日，夕陽佳月，花

之曉也。狂號連雨，烈焰濃寒，花之夕也，脣檀栱目，媚體藏風，花之喜也。暈酣神歛，烟色

迷離，花之愁也。欹枝困檻；如不勝風，花之夢也。嫣然流盻，光華溢目，花之醒也。⋯⋯浴

梅宜隱士，浴海棠宜韻客，浴牡丹芍藥宜靚妝妙女，浴榴宜豔色婢，浴木樨宜清慧兒，浴蓮宜

嬌媚妾，浴菊宜好古而奇者，浴臘梅宜清瘦僧。」──袁宏道，《袁中郎隨筆‧瓶史》，〈八洗沐〉，

頁 20。 
17 沈德符，《萬曆野獲編》，（北京：中華書局，1980），卷 26〈玩具‧好事家〉中載：「嘉靖末年，

海內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園亭，教歌舞之隙，間及古玩。」（頁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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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著作論述上，積極擴充這套文化的豐富內涵，經過這番建構以後，他們在社

會生活中，也藉這套生活文化來自我確認，或互相標榜，彼此認同，像這樣發展

到一定程度以後，這套雅文化就成為一種具有特定族群意識的文化符號，它成了

可以用來指稱標識特定士人類型的「文人文化」。而且，經過文人的不斷充實和

渲染，文人文化在明代後期已經成為社會上的一種優勢文化，社會上不同階層的

人，尤其是商人階層，往往刻意去跟隨、仿效這套生活文化，他們試圖藉這套文

人文化來裝飾、豐富他們的生活形式。這種文化的採借在社會上造成複雜的士商

關係，一方面可能造成文化與經濟的流動、交換，士人可以為富人的生活經營貢

獻心力，而且從中謀利；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文化力量和經濟力量的相互排斥、

競爭，士人可能刻意劃清他們和富人的文化界線，為了劃清這個文化界線，他們

在生活上以及論述上就更積極地去辨別這當中雅俗的差異。18

這種雅俗的辯證在古董的賞玩上可以明顯的看出來：大體上我們可以說古

董的賞玩風氣是文人帶動起來的，他們鼓動起這種風氣後，商人也隨著參與古董

的收藏，商人加入後，文人一方面為商人鑒定古董，甚至製造假骨董賣給商人，
19但卻又常常刻意去強調他們才是真正的「鑒賞家」，富人只是附庸風雅的「好

事者」。這種文人和商人對於雅俗界線的攻防，事實上是明清社會文化發展的重

要動力：文人在他們的文化生活遭到抄襲的時候，往往更積極地去開展出不同的

生活樣態出來，因此，文化界線的劃清和跨越的過程中，雅和俗不斷重新辯證，

文化內容也就因此而不斷翻新。這，就構成一個文化發展的過程。 

小結 

就明清社會文化發展而言，文人文化的形成和不斷開展是明清社會文化自我

繁衍、豐富化的過程。而就整體中國文化而言，這套「文人文化」的發展卻不能

說是完全出自明清士人的獨創，像閒隱的理念、古董的鑑賞或各種生活美學，都

不是明清文人所獨創出來的，這些都是承襲以前的文化再進一步發展的結果，因

此，明清文人文化可以說之前的時代各種文化因素的繼承、重新詮釋，並且和現

實生活相互整合的結果。而經過明清文人的詮釋、整合，並在生活中具體實踐，

                                                 
18 《花村談往》中曾記有一則趣聞：「董玄宰三楚學歸，怡情赴宴，一舊族子驟富，倣名公家營
搆精舍，中藏書畫鼎彝琴棋玩好之物充牣無序，又與算格法馬帳簿等交互錯置，因邀玄宰眉公

與張侗初輩花會談敘，飯後引入清談，主人各為誇指某物矜所自來，某為的係真蹟，某件價值

多少，玄宰閉目搖道曰：『太多，太多，穢雜矣。』⋯⋯『吾兄亦去之可耳！』」──花村看行

侍者，《花村談往》，卷 2〈封君公子〉，頁 17a-b，收於《叢書集成續編》第 26冊（上海：上海
古籍，1994），總頁 320。這則記載反應出文士與富人在玩物的世界中，既共存互用，卻又緊張
相斥的複雜關係──董其昌、陳眉公、張侗之知名文人之所以應允與會，可見兩者之間實有依

存之處，然而既然應邀與會，卻又刻意譏誚排斥，又可見當中雅俗辨明之不願妥協。 
19 沈德符，《萬曆野獲編》卷 26〈玩具．時玩〉中有言：「玩好之物，以古為貴。⋯⋯始於一二
雅人，賞識摩挲，濫觴於江南好事縉紳，波靡于新安耳食。諸大估曰千曰百，動輒傾橐相酬，

真贋不可復辨。」（頁 653）又，同書同卷〈假骨董〉條言：「骨董自來多贋，而吳中尤甚，文士

皆借以餬口。」（頁 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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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不斷重新辯證、繁衍之後，它已經發展成為明清社會的重要特色和成就，這套

在明清時期發展成熟的文人文化也是整體中國文化中別具特色的一個支流，它也

在後來的世代中繼續發揮它的影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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