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李維楨作為嘉、萬間重要文化人物，著名官員、學者、文學家，在當時享有隆廣聲譽，其

政治遭際與思想、性格形成、演變皆極具代表性，可據以把捉那個時代的精神脈搏；在文壇上，

雖被歸入後七子陣營中堅，實為萬曆間藝文領袖，影響遍及兩都、吳越、湖廣、江右、閩中，

以之為焦點重新考察中晚明文學之流衍，可突破歷來明代文學史論前後七子、公安、竟陵紛爭

遞變格局，在明代文學與文化研究上，具有較高觀察視角價值，能豐富明代文學尤其是明代詩

文研究的內涵。

對此，擬分為《李維楨研究》、《李維楨全集》、《李維楨文學交遊與晚明詩歌演變》、《李維

楨年譜》四題展開。本文為起點篇，採取傳統的作家研究框架，對其思想、性格、心態、文學

創作、文學理論及其影響詳細論述，以期加深對李維楨在具體時代背景下的心路歷程、政治文

學作為的理解，體現他在明末士人中的普遍意義與代表價值。本文著力全面深細，文獻力圖求

全存真，詩文挖掘個性特色，詩論見明後期詩壇演進之跡，翼質樸還原作家心性遭際與身份地

位，為後續推進打下紮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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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96年 8月接受中華書局的約稿開始，十幾年的時間內我一直默默地

從事《中國文學家大辭典‧明代卷》的撰寫工作。至去年終於完成交稿的這

本工具書，共為有明一代 2949位作家撰寫了小傳，其中為萬曆、天啟年間著

名作家李維楨所寫的小傳如下： 

李維楨（1547－1626）字本寧，號翼軒、士安，自署角陵里人、

大泌山人。湖廣承天府京山（今屬湖北）人，廣西右布政使李淑子。

嘉靖四十三年（1564）舉於鄉，隆慶二年（1568）進士，選翰林院

庶吉士，授編修。萬曆三年（1575）進修撰，坐蜚語，出為陝西右

參議，五年遷副使，提督學政，九年升河南左參政，旋守制家居。

十七年再赴河南任，十九年補江西右參政，抱病，尋以坐謗免官。

二十六年起四川參政，次年晉浙江按察使。二十九年上計京師，以

坐不稱職，守穎川兵備道，同年遇喪歸里。三十三年起補陝西按察

副使，分巡河西道，駐鄜州。三十四年轉山西參政，次年升按察使，

三十七年晉陝西右布政使，以病辭官，客揚州。天啟元年（1621）

詔為南太僕寺卿，改太常，皆未赴。四年四月召為禮部右侍郎，八

月進南禮部尚書，五年正月辭官歸，六年卒，年八十，崇禎時贈太

子少保。維楨為人樂易闊達，雅好交友。少習舉子業，未諳文藝。

科考順遂，二十二歲入翰林，得以殷士儋、趙貞吉為師，于慎行、

羅虞臣等為友，又結識王世貞、王世懋、汪道昆等，詩文因得大進，

不數年即以文思敏捷稱。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記云：「本寧在史

館，博聞強記，與新安許文穆（許國）齊名，同館為之語曰：『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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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問老許。做不得，問小李。』」後更「負重名垂四十年」。王世

貞將其與胡應麟、屠隆、魏允中、趙用賢併入「末五子」。世貞逝，

維楨與吳國倫、汪道昆稱雄文壇，吳、汪卒後，更「獨居齊州，為

時盟主」（鄒迪光《石語齋集》卷三五《與李本寧》）。平生著述甚多，

現存明季單刻詩文集有徐善生刻《新刻楚郢大泌山人四遊集》二十

二卷等。詩文總輯為《大泌山房集》一百三十四卷，集中有詩六卷，

計一千餘首（內有詞三首），餘為諸體文，現存萬曆三十九年京山李

氏刊本，蓋為其生前所刊。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另著錄其《庚

申紀事》一卷、《韓范經畧西夏始末記》一卷、《南北史小識》十卷、

《國朝進士列卿表》二卷、《鎮遠侯世家》一傳、《黃帝祠額解》一

卷。又《四庫全書總目》著錄其《史通評釋》二十卷（現存明刻本）。

然與其在世之盛名較，後世對其詩文頗多貶抑。陳濟生《天啟崇禎

兩朝遺詩》卷四錄其詩二十首。錢謙益《列朝詩集》丁集錄其詩九

首，小傳云：「自詞林左遷，海內謁文者如市，洪裁豔詞，援筆揮灑，

又能骫骳曲隨，以屬厭求者之意。其詩文聲價騰湧，而品格漸下。」

清朱彝尊《明詩綜》卷四七錄其詩四首，「詩話」謂其詩文「如官廚

宿饌，麤鹿肥麋，雖腒 具陳，鱻薧雜進，無當於味」。《四庫全書

總目》著錄《大泌山房集》，《提要》謂其「文多率意應酬，品格不

能高也」。實維楨據文壇數十年，好學思進，為詩主「緣機觸變，各

適其宜」（《唐詩紀序》）、「各得其性之所近，成其才之所宜」（《滄浪

生集序》）、「師古可以從心，師心可以作古」（《董元仲集序》），並不

特別固守一端。初崇李夢陽、何景明，尚格調，「後七子」之後竟成

一時復古派之中堅，待「公安」、「竟陵」起，於堅持格調同時，對

「性靈」之說多有褒賞（《郭原性詩序》），其詩亦有變化，從中可見

中晚明文壇演進之跡。惟應酬之文太多，集中序文達二十六卷，一

千餘篇，墓誌、墓表、神道碑、祭文亦有四十四卷六百餘篇，即昌

黎亦恐瞪目，故其弘肆才氣也淹於其間也。詩文流播甚廣。清廖元

度《楚風補》卷二三錄其詩十四首。清乾隆高士熙《湖北詩錄》錄

其詩五首。清道光熊士鵬《竟陵詩選》錄其詩三十一首、《竟陵文選》

錄其文三篇。光緒間朱緒曾《金陵詩徵》卷三八「寓賢」錄其詩二

首。清末陳田《明詩紀事》己簽卷六錄其詩二首，按語云：「本寧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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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詞徵典，不善持擇，多陳因之言，而披沙採金，時復遇寶。」陸

雲龍《皇明十六名家小品》選《李本寧先生小品》二卷。黃宗羲《明

文海》錄其文十八篇，評語云：「大泌之文以堆積為工，以多為貴，

然不染做作扭捏之習，百一之中亦有佳文，惜為多所掩耳。」署名

陳繼儒編《樂府先春》有散曲套數一套署其名，未知是否託名。生

平見錢謙益《李公墓誌銘》（《牧齋初學集》卷五一）、清鄒漪《啟禎

野乘》卷七、清張廷玉《明史》卷二八八。 

根據這部工具書的體例和篇幅要求，這則小傳主要是對李維楨生平、著

述的客觀介紹，不僅文字簡要，也基本未對其進行評價。但其中有一段話：「維

楨據文壇數十年，好學思進，為詩主『緣機觸變，各適其宜』（《唐詩紀序》）、

『各得其性之所近，成其才之所宜』（《滄浪生集序》）、『師古可以從心，師心

可以作古』（《董元仲集序》），並不特別固守一端。初崇李夢陽、何景明，尚

格調，『後七子』之後竟成一時復古派之中堅，待『公安』、『竟陵』起，於堅

持『格調』同時，對『性靈』之說多有褒賞（《郭原性詩序》），其詩亦有變化，

從中可見中晚明文壇演進之跡。」多少表達了我對李維楨的一些看法。也就

是說，我並沒有將李維楨簡單看成是「前後七子」的追隨者，認為不僅其本

人的詩歌創作前後有變化，而且這種變化與晚明詩壇的變化亦有一定關係。 

在本來規定客觀介紹的工具書中自覺不自覺地加上了這麼幾句帶有一定

評價性的話，其實透露了我撰寫這則小傳時對明代詩文研究的一些看法。在

我看來，20 世紀以來的明代文學研究存在不少問題，其中有一個問題尤其值

得注意，那就是偏重小說、戲曲研究，詩文研究開展的不充分。而在詩文研

究方面，首先是作家考察和文獻資料整理方面差強人意。雖然這種情況從 20

世紀的最後十年開始，陸續有所改善，但直到 2013年還有一位研究明詩的學

者這樣說：「相對於其他朝代的詩歌文獻整理，明代可能是最不能令人滿意

的。至今為止不僅沒有《全明詩》的出版，也沒有明代詩文別集的目錄出版，

甚至不知明代究竟有多少詩文作家與詩文別集，學界目前能夠使用的還是錢

謙益《列朝詩集》與朱彝尊《明詩綜》所記載的詩人數量。」 

這種情況對明代文學研究的深入開展顯然是不利的。例如，2012 年出版

的一部《明代詩文發展史》，應是近些年同類著作寫得比較好的一本，至少不

是東抄西拼的一本書，但其中仍有不少因資料問題而產生的瑕疵。姑且不論

該書所涉及的明代詩文作家數量有限，不足以概括明代詩文發展的歷史，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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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書中談到的作家，不少也都有文獻資料上的問題。如該書第五章第二節《景

泰十才子》中談到蘇正、王淮、沈愚、蔣主忠等，就統統認定諸人生卒年不

詳，有集已佚，所引各人之詩均未出《列朝詩集》、《明詩綜》所錄，實際上

情況並不完全是這樣。如蘇正（1411－1469）卒於成化五年（1469），年五十

九（卒後其弟子張寧曾為其作《雲壑先生蘇公墓碣》，見《方洲集》卷二三），

天順間刊《士林詩選》二卷（懷悅輯）曾錄其詩 54 首。《士林詩選》亦錄王

淮詩 20 首、沈愚詩 81 首。而蔣主忠的《慎齋集》現存清刊《宛委別藏》本

四卷（各地不少圖書館都有藏），計收詩 260餘首。同時本節還漏了蔣主孝（1395

－1472），因為「景泰十才子」本是一個不確定的「詩人群體」的稱謂，或云

蔣主孝亦在其列。主孝的《務本齋詩集》、《樵林摘稿》，雖未見傳，但曹學佺

《石倉歷代詩選》據《樵林摘稿》錄其詩 68首，末附成化八年（1472）其子

蔣誼跋語。該書緊接著第三節《江南布衣文人與理學家們的詩歌創作》，所論

共九人，除被作者稱為「理學家詩人」的薛瑄、吳與弼，其餘七人，在資料

使用上均有問題。如本節首論杜瓊云：「曾著有《東原集》六卷，今已佚。」

實其鄉人張習鈔本《東原集》七卷，現藏於（北京）國家圖書館，收其所作

五七言古近體詩 380 餘首。次論丘吉，所論則僅據《列朝詩集》（錄其詩 13

首），實天順間刊《士林詩選》二卷（懷悅輯）錄其詩 179 首，為 29 人中入

選最多者，清光緒陸心源輯《吳興詩存》四集卷四錄其詩亦達 33首。再次論

張淵，亦謂其有集散佚，實天啟六年（1626）其曾孫張鳳墀所刻張淵《一舫

齋詩》一卷（收詩 110首）亦藏於（北京）國家圖書館。第四論劉績，所據亦

未出《列朝詩集》、《明詩綜》所錄，實徐泰《皇明風雅》、李騰鵬《皇明詩統》

均錄其詩 33 首，曹學佺《石倉歷代詩選》錄其詩超過 50 首。正是因為對資

料掌握的不夠，大大影響了該書的學術品質。 

另外，值得一說的還有一個研究中的思想方法問題。明代文學有幾個不

同於其他歷史時期的特點，我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明代卷》的「前言」

中曾經簡單概括過這幾個特點： 

「明代文學有幾個比較顯著的特點：一是詩歌、散文、小說、

戲曲（戲劇文學）同時發展，雅俗交融，並行不悖，同時文學人口

（作者和讀者）大量增加，呈現出一種不同於往古、帶有一定『近

代氣息』的文學景觀；二是各種文學創作突出表現出與時代社會生

活、社會思潮、社會心理同步的態勢，在社會文化體系中所占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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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成為時代『文化生態』的重要組成部分，更多地體現出了文

學的職能、價值和意義；三是明代出現了文學創作與文學理論探討

齊頭並進、相互影響的局面，流派紛出，文學創作的地域性也較為

明顯，從而更多地表現出文學的自覺和主體意識；四是在中國文學

的進程中，明代文學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出古代文學『終結期』的特

色，龐雜卻並非無序，陳陳相因卻又充滿了創造性和指向未來的張

力。」 

在這其中，「流派紛出」應該說是明代文學，特別是明代詩文發展的一個

重要特點，所以許多研究者都將其看作是明代詩文研究的一個「抓手」，不僅

有不少直接研究某一流派的著作，即使是文學史、詩歌史著作也有一些直接

以「前七子」、「後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等作為章節的題目，以此彰

顯全書的架構。本來這應是無可厚非的作法，然而在這類著作中，有一個值

得注意的問題，那就是不少研究者不僅先驗地將這些「流派」看成是有穩固

成員的「作家群體」，而且先假定每一個「流派」都有一套相對完整的創作理

論，其成員的創作也大體以這些理論為指導並因此呈現出大體相同或相近的

風格。這種情況在鄭振鐸先生 1932年首版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就已出

現，後來就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種明代文學史、詩歌史著作的「模式」，不少

這類著作因此成為了「流派更替史」：前一章介紹一個「流派」，拿出幾個代

表作家談一談，下一章再介紹一個「流派」，再拿出幾個代表作家談一談……

這類著述不僅看起來頭頭是道，而且易於操作，但實際掩蓋了一個明代詩文

研究的巨大不足，那就是我們並沒有對明代詩文作家及其創作進行過全面的

考察研究。 

明代詩文作家眾多，在我編撰的《中國文學家大辭典‧明代卷》所收的

2949 位作家中，除去以小說、戲曲創作為主的作家 158 人，以詩文創作為主

的作家達 2791人。後人公認的幾個詩文「流派」顯然不能完全囊括這樣多的

詩文作家。而且即使我們可以將這麼多的作家排排隊，分別納入不同的詩歌

流派，也不能保證各個流派的全體成員都有著相同的或相近的創作思想和創

作風格。鄭振鐸先生在《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第六十一章《擬古運動第二期》

談及「後七子」（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

時，先是斷言 「其執論大率同『前七子』，文不讀《西京》以下所作，詩不

讀中唐人集，而獨盛推李夢陽。他們所自作，古樂府往往割剝字句、剽竊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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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則聱牙戟口，讀者至不能終篇」。而後則將所謂「後五子」、「續五子」、

「廣五子」、「末五子」及「四十子」計 59人（內一人重複）皆列入「後七子

派」之名單。 

鄭先生對「後七子派」的簡單化批評，無疑是受了陳獨秀、胡適之所宣

導的「文學革命」的影響──早在「文學革命」之初，陳獨秀就判定「明之

前後『七子』及八家文派之歸、方、劉、姚」為中國文學史上的「妖魔」（1917

年 2 月《新青年》第二卷 6 號陳獨秀《文學革命論》）──而這個 「後七子

派」人員的名單則是以張廷玉等《明史》卷二八七「王世貞傳」為根據的。

實際上「王世貞傳」中的說法又源於王世貞自己的著述：世貞《弇州四部稿》

卷一四有《後五子篇》、《廣五子篇》、《續五子篇》；《弇州四部稿續稿》卷三

又有《末五子篇》（內一人與「續五子」重複）及《四十詠》。根據世貞的前

後著述，這 59人的全部名單如下： 

「後五子」：余曰德、魏裳、汪道昆、張佳胤、張九一。「廣五

子」：俞允文、盧柟、李先芳、吳維岳、歐大任。「續五子」：王道行、

石星、黎民表、朱多煃、趙用賢。「末五子」：李維楨、屠隆、魏允

中、胡應麟、趙用賢（與續五子重複）。「四十子」：皇甫汸、莫如忠、

許邦才、周天球、沈明臣、王祖嫡、劉鳳、張鳳翼、朱多 、顧孟

林、殷都、穆文熙、劉黃裳、張獻翼、王穉登、王叔承、周弘禴、

沈思孝、魏允貞、喻均、鄒迪光、佘翔、張元凱、張鳴鳳、邢侗、

鄒觀光、曹昌先、徐益孫、瞿汝稷、顧紹芳、朱器封、黃廷綬、徐

桂、王伯稠、王衡、汪道貫、華善繼、張九二、梅鼎祚、吳稼竳。 

王世貞在《四十詠》組詩前有一則短序：「諸賢操觚而與余交，遠者垂三

紀，邇者將十年。不必一一同調，而臭味則略等矣。屈指得四十人，人各數

語以志區區。大約德均以年，才均以行，非有所軒輊也。」強調的是自己的

交遊，並未強調「一一同調」，實際上不同作家之經歷、個性、學養、才識不

盡相同，對於詩歌的認識和呈現於作品中的風格特徵亦不可能完全趨於一

致，更何況數十年間，年齡相差很大的眾多作家在文學思想和創作上基本一

致，也是不可能的。這一點 1947年出版的郭紹虞先生《中國文學批評史》下

冊就已經注意到，郭先生在該書的第三篇第三章《前後七子與其流派》就已

經談到屠隆、胡應麟、李維楨等人與王世貞等「強調格調」的不同，如稱屠

隆「詩文瑰奇橫逸，全以才氣見長，因此有時又能不為『格調』所束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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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有折入『公安』的傾向。」又提出胡應麟為「格調派的轉變者」、「修正者」；

李維楨的詩論實為「格調說」與「性靈說」的「折衷調和」等等。我在《中

國文學家大辭典‧明代卷》中為這 59 人中的 49 人撰寫了小傳（朱多煃、許

邦才、顧孟林、周弘禴、張鳴鳳、曹昌先、徐益孫、朱器封、黃廷綬、張九

二等 10 人未收），也注意到這些人對詩歌的認識以及創作風格與王世貞並非

完全一致，如其中有以下兩段文字： 

「趙用賢」條：「錢謙益謂其『為文章博達詳贍。少年頗訾謷弇

州（王世貞），晚而北面稱弟子』（《列朝詩集小傳》）。實世貞以後文

壇諸人已倡新變，用賢論詩即提出『師心獨運』（《答吳明卿》），又

云『聲詩之道，其本在性情』（《吳少卿續詩集序》），所作亦不再全

襲復古格調之舊路。」 

「屠隆」條：「世貞集中與屠隆書，謂其：『詩語秀逸，有天造

之致，的然大曆以前人；文尤瑰奇，橫逸諸子、《兩都》。』（《弇州

山人續稿》卷二○○）實屠隆非學步之徒，其為詩重性情，常謂『詩

由性情生』（《唐詩品匯選釋斷序》），『詩之變隨事遞遷……至我明之

詩，則不患其不雅，而患其太襲。』（《鴻苞論詩文》一七）」 

通過對所謂「末五子」的考察，可以看出，隆、萬以來，許多作家對詩

文的看法都在發生變化，即使是原先曾追隨王世貞的作家也不同程度地揚棄

了「七子派」規摹古人格調的主張。在我看來，連平生十分服膺其兄王世貞

的王世懋也未固守「格調」一端，故我寫的《明代卷》「王世懋」條有「晚歲

論詩，旨趣漸移，頗厭模擬剽竊之風」等語。根據這種情況，我們的明代詩

文研究僅僅是分分派顯然是不夠的，要想推進明代的詩文研究，還是應該在

更為寬廣的範圍內，從最基本的作家、作品的考察、研究做起。否則，我們

得到的只能是那種內容上「大而空」、思想上「形而上」的著作。當然，這樣

做確實有很大的難度。據我的考察，明代有詩文別集傳世的作家約 3300人，

沒有詩文別集傳世，僅在各種總集、選集或其他文獻中保存部分作品的詩文

作家則遠遠超過 10000 人。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所能做的只有踏踏實實地

工作。 

以上關於明代詩文研究的一些看法，在我與碩、博士研究生交流時曾或

詳或略地談到過。從 2003年開始，在我所指導的「明清文學」研究方向的碩

士、博士研究生，有不少人在「明代作家和明代文學考察研究」的範圍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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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撰寫學位論文。在已經通過答辯的二十餘篇博士學位論文和四十餘篇碩士

論文中，大多數是按地域劃分（分省或分府、分縣）的明代作家研究（如《明

代山東作家研究》、《明代浙江作家研究》、《江蘇明代作家研究》、《明代福建

作家研究》、《明代興化府作家研究》、《明代青州府作家研究》、《明代無錫作

家研究》等），但也有一些作家的個案研究和詩文總集（選集）研究、結社研

究、詩文理論研究等。魯茜的博士學位論文《李維楨研究》便是其中作家個

案研究中的一篇。 

魯茜 2010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上海師範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對於她選擇

「李維楨研究」作為研究課題，我是十分讚賞的。李維楨從隆慶二年（1568）

二十二歲以二甲二十四名考中進士，選為庶吉士進入翰林院開始，至天啟五

年（1625）以南禮部尚書致仕，六年以八十歲高齡逝世，近六十年間，歷仕

於南、北二京及河南、江西、四川、浙江、山西等地。其不僅有官員的身份，

而且以作家的身份置身於文壇，在不同時期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其父李淑與

吳國倫、徐中行、梁有譽、張佳胤、張九一等同榜進士，與「後七子」往來

密切，李維楨自己也很早得與王世貞、王世懋結識，成為「七子派」的追隨

者；中、晚年以後，李維楨又逐漸成為「格調派」的中堅及與袁宏道、鍾惺

等直接交集的人物，不僅是「格調派」與「公安」、「竟陵」詩學思想論戰的

重要代表，也不免受到「公安」、「竟陵」的影響。因此，對這樣一位作家的

考察、研究，對我們瞭解晚明詩壇及詩學思想的發展演變應該是有價值的。 

魯茜的「李維楨研究」是一個較大的課題，計畫分為「李維楨研究」、「李

維楨全集整理」、「李維楨年譜」、「李維楨文學交遊與晚明詩歌演變」四個部

分。2013年其第一部分研究基本完成，並提交了以《李維楨與晚明詩壇研究》

為題的博士學位論文。其內容主要是對李維楨生平、著述、文學交遊、詩文

創作及其詩學思想的論述。復旦大學的黃霖教授、陳廣宏教授，華東師範大

學的陳大康教授、譚帆教授，上海師範大學的翁敏華教授組成的答辯委員會

對她的論文進行了審議，並給出了「優秀」的成績。其答辯決議如下： 

本文以明代後期著名文學家李維楨為研究對象，特別注意了李

維楨與明後期文學演進關係的考察研究。論文首先從李維楨的生

平、著述、文學交遊、詩文創作、詩學批評五個方面對李維楨進行

了詳細的考察；然後比較全面地梳理了李維楨與全國各地域不同年

齡段詩人的交遊，與公安派、竟陵派在詩歌創作及詩歌理論上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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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互動，並通過李維楨對後七子派詩學理論的堅守及修正，以及對

公安派、竟陵派詩學理論的批評與吸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明代

後期詩壇的演進情況。本論文材料翔實，條理清晰，論證規範，不

僅是一篇完整的文學家個案研究，而且對文學史研究也有一定啟示

作用，是一篇優秀的博士學位論文。 

這一決議也基本代表了我對魯茜論文的看法。另外值得一說的是，我個

人對魯茜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的學習態度和誠懇求實的治學精神也十分滿

意。魯茜來信說她將抽出論文的一部分，以《李維楨研究》為題出版，要我

寫一篇序，我自然無法推諉，但關於李維楨和晚明文學，我沒有深入的研究，

因此說不出更多的話，在此除了對她的著作出版表示祝賀外，還有就是希望

這一課題研究的其他成果能早日完成出版。 

 

2016年 8月 16日於上海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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