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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代商品经济熏染下的
文化变迁述略

孙 竞 昊

　　明清时期, 以私人工商业为杼机和主体的相对

自由的商品经济的突兀性发展对社会生活产生了

广泛、深刻的影响。与经济、政治结构的若干变动相

适应, 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气

象。固然思想文化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运动轨迹, 但

其递嬗莫不由物质经济生活的震荡引发。明清时期

空前活跃的商品货币关系, 直接地促使了传统文化

发生某种“变异”或转化。

文化的涵义是复杂的, 大致有俗、雅之分。俗文

化包摄人们的生活习惯、行为规范、舆论倾向、宗教

情感这类显而易见的精神现象, 与具体生动的城乡

生活息息相关。作为知识分子“劳心”活动的雅文

化, 则更为深刻、敏锐, 具有超越性、超前性。在雅、

俗文化的精神、氛围的浸润、支配下, 明清时期的一

些工商经营者的观念信仰也异于前代。兹对这一古

代社会最后阶段的文化变迁现象作粗略的勾勒和

剖析, 以期对传统文化的走向有个总体的把握和评

估。

一、明清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给社会风俗
带来的变化

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向来比较发达, 但由于官

营工商业居于主导地位而使商品经济成为自然经

济的补充, 作为官僚衙门住所的城市的商业繁荣因

其庞大、侈奢的非生产消费吞噬社会财富而带有畸

型和病态。宋以降, 私人工商业异军突起, 逮至明清

已蔚为大观。特别在山东西部沿运河一带、江南地

区、岭南地区, 城市的经济功能大为增强, 新型工商

市镇靡然勃兴, 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益发商品化, 由

此导致了生活方式的剧烈变动, 并侵袭到社会结

构、社会关系, 触及社会道德、时尚风习、心理观念

的裂变, 这在当时盛行的市井文学作品里得到了典

型的反映。

文学艺术是来自现实生活最为直接的精神产

品,“只有当它的发展是以时代的普遍要求为条件

的时候, 才能得到辉煌的发展。”①明中叶, 以小说、

戏曲为代表, 以“求真”、“写实”为特征的“市民文

学”崛起, 涌现出一大批描写普通人尤其是城镇市

民, 探索人性、人欲等问题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

作品,《金瓶梅》、《三言》、《二拍》堪称其中的杰作。

在市民文学和文献资料所展示的社会生态图卷里,

我们看到: 经商热高涨, 弃本逐末成风, 从贩夫走

卒, 到乡坤处士, 到达官贵人, 就连佛道净地的出家

人, 都在钱财的魔杖驱使下纷纷操起货殖行当; 民

风尚奢, 享乐主义盛行, 甚至“贫者⋯⋯与富者斗豪

华”②; 讽讥礼教, 传统道德沦丧, 所谓“伦教荡然, 纲

常已矣”; 世态炎凉, 各为私利, 尽其情伪,“天下尽

市道之交也”③; 金钱至上, 商人地位提高, 有钱人颐

使气指, 鄙视权威, 等级秩序紊乱, 贵贱观念淡薄;

玩世不恭, 市井刁民横行不法, 西门庆的文学形象

便是新兴暴发户的精彩写照。如此文化景观与等级

森严的传统政治城市生活以及自然经济下死板、敦

朴的乡村文化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和昔尼克派”④商品这个

到处兴风作浪的坚物确实把俨然的等级结构搅乱

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充分发展, 必然触发平等、自由

的人权要求, 然而明清时期的市民们在这方面并不

尽如人意。究其原因, 当时并不存在“空气使人自

由”的自治性城市, 即便新起的工商市镇也无法逃

避来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军事官僚机器的强有力

的控制与干涉, 故而类似西欧中世纪末期的严格意

义上的市民阶级难以出现。在专制主义的桎梏中,

人性欲望得不到全面、正当的满足, 导致抹煞个性

的非理性施放, 也即扭曲为西门庆身上所体现出的

那种疯狂追逐“财”、“色”的淫乐主义。这样的市民

文化只是官宦性城市文化与宗法式乡土文化的反

动, 而非近代城市市民文化之肇始, 因而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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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清商品经济文化氛围影响下的商
人精神

明清趋利逐末之风影响到士大夫阶层,“弃儒

就贾”一度成为时尚, 突破了“学而优则仕”的教条。

这种现象并不能简单地归诸“用贫致富, 农不如工,

工不如商”的物质诱惑, 而是埋伏着深层的观念异

变。王阳明在《节庵方公墓表》里提出:“四民异业而

同道”⑤的命题, 为工商业者正名、辩护。陈确、张履

祥等人阐扬“治生说”⑥, 为工商赢利寻找根据。甚至

相传顾炎武、傅山这样的硕儒同创山西票号。当然,

多数大、中商人还是一般识字人。

我同意余英时先生所谓部分明清商人具有“入

世苦行”的精神, 他们从“治生”的理念出发, 投身于

利己利民的工商活动中; 并讲求“贾道”, 即看重职

业道德修养⑦。但这种“贾道”不似近世西方商人的

新教“天职”观念, 如明末商人倾囊抗清, 并非新教

徒式的以“出世”精神转向“俗世”性格。“治生”、“贾

道”至多是儒家修身治国思想的延伸或演绎, 含有

浓重的世俗道德成份, 这种转化方式犹同儒家仁爱

礼义的理论“俗世化”为日常生活的纲常规范一样。

工商者推崇“名”、“德”, 用“义”规范“利”, 以尽量减

少人们的鄙异和敌意。具备一定文化素质和儒学修

养的工商业者大都赞赏“能积能散”的“陶朱公”风

范。与之相反, 西方近世商人具有狂热的积累欲,

“为积累而积累, 为生产而生产——古典经济学用

这个公式表达了资产阶级时期的历史使命。”⑧而明

清商业资本利润大量散耗在无益于生产的个人生

活消费和家族、社会消费上, 尤其是官宦性、政治性

消费上。如山西和徽州两大商人集团, 史称:“新安

奢而山右俭也。”⑨但晋商在与朝廷、官府交结方面

不惜血本, 目的是换取权力的袒护。商人对官僚的

依赖性, 商人资本以充当权力的附庸作为交换条件

来谋取一定限度内存在和发展的保障, 热必丧失自

己的独立人格和独立生长的理由, 就其货殖经营本

身来说也难做到贯一持久。前文所举的王阳明赞誉

的昆山商人方公麟, 他的 3 个儿子都先后进仕为

官, 并都小有政绩。另外, 士人从商毕竟还是少数,

起因也往往是科场、宦场失意或其它社会政治因

素。然而, 当时商人们反倒热衷科举功名, 诸多文献

有“天下之士多出于商”、“非诗书不能显达, 非勤俭

不能治生”、“夫贾为厚利, 名为儒高⋯⋯一张一弛,

迭相为用”之类内容的记载。况且, 纵然“治生”、“贾

道”等较为新颖的说教对于一些具备较高知识素养

的商人起到些许作用的话, 那么对于广大以逐利营

生为目的的大大小小的工商业者来说是发挥不了

信仰支配和道德约束影响的。特别是在礼崩乐坏、

人欲横流的嬗变时代, 是西门庆欺诈、掠夺式的经

营方式和骄奢淫逸的生活风格, 代表了工商业者的

精神旨趣。所以我认为, 明清时期的商人精神虽然

较前代有变化, 但却无质的建设性可言。

三、所谓“启蒙思想”的出现和社会思潮
的演变

明清时期发达的商品市场经济也启动起思想

界的活跃。其 引人注目的是晚明东林、复社等党

社活动十分频繁, 产生了很大的社会震荡。尽管这

些活动与宗派党争、政治倾轧、民族矛盾掺杂在一

起, 但日益增长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得士大

夫自身的群体自觉冲淡了旧式党争色调。东林党人

设院讲学, 评议朝政, 商人亦为之捐资支援、呐喊助

威。从思想衍变的角度考稽, 宋以来, 程朱理学作为

官方意识形态, 一直钳制着人们的思想活动。明代

前期诸儒一味“述朱”, 缺乏创造性; 而为部分士大

夫崇奉的陆王心学, 虽蕴含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潜

势, 却又多遁入空谈心性, 没落颓唐。而晚明东林党

人张厉“狂狷”, 蔑视“乡愿”式的温和、中庸。从“治

生说”到“经世致用”思潮, 迄至清初出现了以黄宗

羲、顾炎武、王夫之以及陆世仪、唐甄、张履祥、方以

智等人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 稍后又有戴震等人

承其余绪。在此, 扼要归纳几个赋有突破性、时代性

的思想命题和倾向。
(一)对君主专制主义的怀疑、批判和追求个性

自由、地方自治思想的萌生。在揭露君权独裁黑暗、

阐扬民权方面,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原君篇》最

富有战斗性。此外, 顾宪成认为:“天下之是非, 当听

之天下”, 金圣叹呼吁庶人议政, 顾炎武力倡“清

议”, 矛头都直指专制体制。如何约束君权? 黄宗羲

主张扩大学校的舆论力量, 并区别开“君”与“君的

职分”, 以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 天子之所非未必

非”, 必须“公其非是于学校”, 这样“天子亦遂不敢

自为非是”βκ了。于是必然要痛诋君为臣纲、君尊臣

卑的宗法等级观念, 唐甄甚至发出“自秦以来, 凡为

帝王者皆贼也”βλ的概愤之言。顾炎武划分了“国”与

“天下”, 黄宗羲强调建立“天下之法”代替“一家之

法”。可以说, 明清工商业者、庶民百姓经济和社会

地位的上升使“民贵君轻”思想再放异彩。中央集权

专制主义对诸如江南等经济先进地区实行重赋苛

税的经济盘剥和政治压抑, 思想家们感受尤为痛

切。顾炎武扩大地方权能的设计见诸“寓封建之意

于郡县之中”的政体方案βµ。戴震倡导人民自治,“凡

事之经纪于官府, 恒不若各自经纪之责专而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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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βν但这些地方自治议论总的意旨是在承认中央

集权体制前提下争取统制宽松一些, 也如陆世仪所

云, 君主应对地方官吏:“重其事权, 宽其防制, 久其

禄位。”

(二)对传统纲常伦理道德的突破。理欲、义利

之辩是思想史上一个悠久的话题。针对“存天理, 灭

人欲”这种窒息人性的理学信条,“治生说”注重人

的感性欲望, 并进而从哲学的高度揭露国家对个人

利益的压抑。高攀龙主张“官民两利”, 顾炎武提倡

“自私”、“自为”, 黄宗羲也肯定私利的合理性。但

是, 自私自利并不能代表完全和严格意义上的个性

解放。即使黄宗羲主张土地私有也是针对“君父”的

贪婪而言, 并非从法权的角度发凡, 故而难见“市民

意识”的觉醒。
(三)对工商业活动的重新评价, 即认可商品经

济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合理性和不容低估的地位。

王阳明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 肯定士、农、工、商

在“道”面前不复有高下贵贱之别。东林党人亲身体

验到抑商政策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破坏性, 大力阐发

“恤商”、“扶商”思想。至黄宗羲, 还揭起“工商皆本”

的旗帜。社会思想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但思想家们

的思考往往会超越时代前进的步伐, 实际上明清商

品经济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尚未达到“启蒙”

思想家们所说的那种境地。而这时的西欧社会, 却

早已是重商主义的滥觞了。

明清时代的这些“思想火花”, 标示着对专制主

义、传统思想的怀疑和批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对财、利、欲和工商活动的宽容亦已形成一股不小

的声势, 但在如何引导社会变革方面却没有跳出

“圣君贤相”的“三代”窠臼。顾炎武认为:“天下有

道, 则庶人不议; 然政教风俗苟非尽善, 即许庶人之

议矣。”βο何心隐主张人的物质、感官欲求如“声色、

臭味、安逸”等应得到适当的满足, 却推绎出“群而

均”的乌托邦空想。《明夷待访录》、《潜书》虽然在掊

击专制帝王的猛烈程度上不亚于《论法的精神》、

《社会契约论》, 但黄宗羲、唐甄等人仅能用扩大相

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技术性手段修补现

行制度, 而不是从法权意义上彻底否定“使人不成

其为人”的专制主义, 无法与孟德斯鸠、卢梭以“天

赋人权”、“三权分立”为核心的民主政体方案比拟。

明清“启蒙”思想家们对专制统治的声讨多起因于

政治表象, 他们没有清晰地认识到, 商品经济的扩

张必然要求人与人的平等、个性的自由, 以及以个

体自由为宗旨的民主制度和社会秩序, 反因蹈袭

“民本”古训而为专制主义保留了庇护所。他们的经

济思想尤其贫乏、落后, 如主张“工商皆本”的黄宗

羲的经济理论十分守旧, 他反对金银作为通货, 在

财政交纳上主张谷帛并用, 有悖子商品货币关系发

展的潮流。某些一时与正统文化抵牾的异端思想不

啻为一种“非理性”的反动, 实属文化延续中的反常

现象。“异端之尤”李贽显扬私利、私产, 尝曰:“夫私

者人之心也。”可也开口“忠义”, 闭口“仁道”, 赞颂

什么真儒不离君臣大义。明清思想界没有建树起统

一的新价值体系, 人文主义和市民文化一些新的潜

组织胚胎便无法正常发育, 何况由于缺少宗教中

介, 雅文化中的许多粗具新意的思想质料无法与民

间俗文化沟通, 加之在锢闭、落后的自然经济下过

活的农民居于人口的绝大多数,“启蒙”思想更无从

渗透进社会基层, 自然会失去生命力。而西方中世

纪末期以崇尚理性、个性为标志的文艺复兴和包含

着人文主义内核的新教迅速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

意识形态, 这才真正启引了一个思想启蒙时代的到

来。

四、明清时期思想文化没有发生质的突
破之原因

上面以商品经济对文化的作用为视角, 从三个

层面勘察明清时期变化中的文化现象, 认为这些变

化依然属于“传统内变迁”性质。近代“中学”与“西

学”两种文化和社会形态的剧烈冲突、格格不入, 也

可反证出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文化还踯躅在中世

纪。

首先, 以儒学为主体的正统文化具有极大的包

容性、整合性和顽韧的惯性。唐宋以来溶儒、佛、道

于一体的儒学新形态理学, 可以说是“出于老释”而

“复返之六经”。明末清初煊赫一时的“启蒙”思潮,

是经济变动、王朝更替、民族冲突的特定时代的产

物, 而且这些多多少少带有叛逆精神的思想亦皆

“出入佛老, 归宗宋儒”。到了清中后叶, 早时的“启

蒙”思想几近乎流产, 顾炎武等人倡导的“经世致

用”精神反倒蜕变为象牙塔内的繁琐考证了。

其次, 明清时期的文化专制主义不容忽视。明

末曾四毁书院, 明清屡兴文字狱, 而八股取士的科

举制度日趋完备, 清初又设鸿学博词科。在专制主

义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一体化的严密控制下, 知识

分子难以正常地塑造健全的独立人格, 便无法构建

崭新的思想价值体系, 惟有对正统文化的愤懑和片

断的揭露、批判而已。

再次, 明清商品市场发展的程度、形态也制约

了文化发展。明中叶以来的商品经济 (下转第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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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取西方各国的长处, 会更利于中国自身的
发展和壮大。其三, 留学人员应“并遣工匠”。
派遣工匠出洋学习西方的技术, 在成效的周
期方面比选派幼童要短得多, 这能有效地缓
解当时中国人才奇缺的状况。幼童和工匠并
遣的做法, 既能保证以后发展的潜力, 又可照
顾到当前发展的速度, 应该说是一种切实可
行的方法。

重视西学, 是王韬教育思想中的一个主
要侧面, 上述几点, 则体现了王韬对西学教育
事业的宏观把握。开始时, 他或通过新闻媒介
作宣传或直接给清廷人员上书, 分别从不同
的角度阐述自己的教育主张。后来, 他出任上
海格致书院山长, 亲身实践自己的教育理想,

使格致书院新才辈出, 称盛一时, 成为“吸引
四方之士, 宣传维新变法的一块阵地”, δν 亦
为“近代科学教育之先驱”。δο成功的教育实
践正可反衬出王韬西学教育思想的合理性。
〔注〕

①②③④⑤⑧⑨βν βθ βσχπ χθ χρ王韬:《�园文录外

编》, 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第 297、297、13、2、22、296、321、

321、24、31、22、40、33 页。

⑥⑦转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 中华书局 1986 年

版, 第 2059、2060 页。

βκβλβπβτ χκχτ δκ王韬:《�园尺牍》, 中华书局 1959 年

版, 第 90、215、29、236、215、137、215 页。

βµ 张立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 , 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392—395 页。

βο χν χο χσδλ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 陈尚凡等

校点,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99、121、115、50、135

页。

βρ χλ王韬:《格致书院辛卯年课艺·序》, 1897 年上海

书局石印本。

χµ《王韬日记》, 方行、汤志钧整, 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第 113 页。

δµ王韬:《瀛土需杂志》, 沈恒春等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126 页。

δν刘世龙:《清末上海格致书院与早期改良思潮》,《华

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1983 年第 4 期。

δο 王尔敏:《上海格致书院志略》, (香港) 中文大学出

版社 1980 年版, 第 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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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但是并没有导向萌

生新生产方式的结构性转化。城镇市民生活、文化

的繁盛景况也逾出了商品生产的实际水平, 因其更

多地缘自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猖獗所启动而无以

除去畸型和虚假的成分。因为没有享有自治、自由

的空间, 这种前资本主义性质的私人工商业活动一

如马克思所比喻的, 象“生活在世界空隙中的伊壁

鸠鲁的神”, 被扭曲、变形。经济上没有出路规定了

文化上没有出路。描写当时社会生态的优秀文学作

品《红楼梦》、《金瓶梅》用佛教轮回作为故事结局,

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明清文化和社会变迁的困境。

〔注〕
①《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车尔尼雪夫斯基论

文学》上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 年版。

②崇祯《郓城县志》卷 7“风俗”。

③李贽《续焚书》卷 2“论交难”。

④、⑧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版, 第 103、652—653 页。

⑤《阳明全书》卷 25。

⑥“治生”一语出于《史记·货殖列传》, 指商业经营。

⑦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载于《士

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⑨谢肇氵制《五杂俎》卷 64“地部二”。

βκ《明夷待访录·学校》。

βλ《潜书·室语》。

βµ《亭林文集》卷 1“郡县论”。

βν《戴东原集》卷 11“汪氏捐立学田碑”。

βο《日知录》卷 19“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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