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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道与守道：元至明初
文人人生模式的生成与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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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元代历史，尽管入仕之途狭窄而艰难，尽管

自我的人格尊严，那是应该引起后人足够的敬意的。

入仕之后时常遭遇种种的委屈与烦恼，但真正抱定

从本文的角度出发，认识到这一点也相当重要，因为

始终不肯入仕的志向而高蹈远引者依然是少数，宋

这才是形成元代山林文学的价值依托与核心精神，

濂主持的《 元史》 “ 隐逸传” 仅收杜瑛、张特立、杜本、

也是构成山林文学思想和审美特征的关键要素。 元

张枢、孙辙、吴定翁、何中、危复之、武恪等九人，实在

代山林文学普遍崇尚一种高洁闲逸的体貌与境界，

少得可怜。 其中当然有特殊原因，像戴表元、谢翱、

就与此种守道的精神以及由此而构成的圣贤气象有

方风等宋末元初之隐士被归入了宋代，而元末隐士

直接的关联。

戴良、丁鹤年、王逢等尚存活于世而不便入史，易代

从元代文人的传统习惯来看，此时的文人群体

之际往往会出现庞大的隐士群体，如果未将这些人

依然可以用仕与隐两种类型予以区分。 与前此不同

纳入视野，则其数量显然会大打折扣。 但即使去除

的是，此刻仕与隐之内涵有所转换与变化而已。 原

这些因素，有元一代仅收入九位隐逸之士，依然是一

来属于隐士群体的，此刻则纷纷或主动或被动地走

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其中需要注意的情况就是，元

出山林而参与到各种政治势力之中，如宋濂、刘基、

代士人或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或为道德理想的追

王袆、章溢、叶琛、刘仁本，等等。 也有一些原本属于

求，游以求仕成为一时之潮流。 真正通过游说干谒

朝廷命官与地方官员的文人，在时局动荡中弃官而

而获得入仕机会者实在少之又少。 大多数元代中后

隐于山林，如杨维桢、恭师泰、恭性之、吴当、高则成、

期的文人均经过一个或游历干谒，或参加科举，而最

戴良，等等。 由山林而被裹挟进各地方割据势力的

终失意归隐的人生过程。

文人，必须面临背叛朝廷与选择新主的压力与冒险。

正是由于元代文人的归隐一般都是在出仕而不

如果是投入张士诚或方国珍的政权怀抱，或许还有

得后的无奈选择，所以大都饱含着一肚子的委屈与

一丝心理安慰，因为这些政权毕竟名义上被元朝廷

不平。 当现实将其抛出政治格局之外后，其中具有

所招安，文人任其官职尚可视为服务于朝廷。 而投

儒家身份与理学背景者便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

入朱元璋或陈友谅这些原红巾军政权的文人，就必

“ 守道” 的角色，或著述以存道，或教书以传道，或修
身以显 道， 或 写 诗 作 文 以 明 道。 元 人 将 其 称 之 为
“ 儒隐” ，“ 学而不仕” 乃是隐儒的关键要素。 此类隐

须为自己的政治选择找到合理的解释。 元明之际的
诗人刘彦炳经历了一个由维护元朝廷政权到投奔朱
明王朝的转变过程，尤其是他还与坚守安庆而至死

儒是元代一种流行的文人身份，由于宋代理学的流

不降的余阙共事来往，更容易引起周围的议论。 刘

行及儒学的家族化，读书修身成为文人的身份认定，

彦炳关于易代之际的问题还有更多的考虑。 在他眼

而宋亡之后，文人在新的社会格局中被普遍边缘化，

中，隐居山林是暂时的，是因为时机未到，一旦机遇

来概括此种身份，可谓是准确的定位。 隐儒之能够

应该说，这并非刘彦炳一人之思，而是当时许多隐居

“ 学而不仕” 的现象便普遍存在，舒恭家族以“ 儒隐”

降临，原来之“ 潜龙” 即可变为宏图大展之“ 飞龙” 。

坚持自我的品格，关键就在于能够守住自我之志向

者的共同想法。 元明之际也有一批在朝官员走向山

而不为各种外在的诱惑与自我的欲望所影响，而守

林而隐居，其原因复杂而多样。 像杨维桢那样的名

己也就是守道，没有道义的坚守， 是很难守住自我

士类型的人物，乃是由于在元末官场遭受排挤陷害，

的。 只要“ 道明” 才会“ 志定” ，此乃儒隐之真义，也

最终转向了山林市井；恭师泰这一类朝廷重臣则是

是元儒区别于其他朝代隐士的关键所在。 在一个异

由于朝政混乱、地方动荡，从而无可奈何地处于亦官

质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守住传统的价值观念与

亦隐的状态；至于像戴良这样的所谓气节之士，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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辗转于元末各方势力之间，最终未能找到符合自己

况则存在很大的差异。 元代是入仕难而归隐易，明

理想的君主而选择了归隐山林。 其中更多的还是不

初是归隐难而入仕易。 如果说元代士人在失去政治

愿与朱明新朝合作而退隐。 在明初以夏变夷的时代

理想后还有一种坚守自我尊严的选择的话，明初士

大潮中，戴良的“ 无道” 谴责声音实在太微弱了，以

人则是连同选择的自由也一并失去。 因为实现了统

致常常为历史所忽略。 在元明之际的文人中，还有

一大业的朱元璋有足够的理由与权威迫使士人以供

一个更大的逸民群体，他们对于新旧两朝均无兴趣，

新朝驱使，而不再留给他们隐居的空间。

而是始终希望在山林中度过其观赏山水与吟诗作画

朱元璋的理由当然很冠冕堂皇，为了百姓为了

的一生。 在传统历史研究中，往往将此时的逸民与

君主，而且还搬出儒家之孔孟先师作为榜样。 然而，

遗民混杂在一起予以讨论，以致模糊了他们的差异。

作为开国君主的朱元璋仅仅从政治角度去决定文人

隐居之士具有独立的人格与超然的情怀，他不会在

的仕隐问题，显然是缺乏足够说服力的，因为它抽掉

意世俗的议论与评价，因为他知道，青山不老，松柏
常在，环境强加于自身的所有讥评非议终会冰化雪

了士人最为看重的核心—
—
—儒家之道。 看一看当时
人苏伯衡对于仕隐内涵的论说，便明白君臣之间对

消。 但这不意味着他会失去儒者的仁爱之心，当他

于仕隐的理解差异有多么遥远。 苏伯衡所言之道其

看到听到村落中的“ 饥啼野哭” 时，即使自身并未遭

实包含两个层面：第一是君臣之道，也就是君臣关系

遇如此不幸，也会怜悯其痛苦而食不下咽。 至于王

的界定。 那就是“ 君知之至然后起，礼之恭然后留，

朝的兴废与政治的纷争，那已经无关紧要，因为尽管
繁华终会散去，却不会改变人间的正道。
当大明王朝建立后，由于朝廷及各级政府缺员
严重，亟须征召有才学者予以补充，这一大批隐逸士
人也就自然成为被征聘的对象。 在此一过程中，无
论是辞去征召隐居不出者还是迫不得已应召入仕

信之笃然后用” ，相互之间的了解、尊敬与信任缺一
不可，否则便不能出仕朝廷。 第二是行道之内容，那
便是“ 道德” 与“ 仁义” ，此乃出仕之内在依据，而不
是朝廷所给予的官位与俸禄。 如果能够满足上述两
条谓之“ 道合” ，否则谓之“ 道不合” ，由此也就确立
了出或处的前提条件。

者，他们的基本态度都是不愿进入官场的。 不过他

这显然是元代文人长期形成的行道与守道的观

们的不愿合作并非对旧朝有所留恋或对新朝有所不

念，并决定着他们的人生选择。 宋濂在元末之所以

满，而是由于长期闲散自由的隐逸生活使其难以再

未能接受朝廷的征聘而入仙华山为道士，显然是感

适应礼法的约束与案牍的枯燥无味。 明初文人陈亮

到没有满足其君臣遇合之道。 而后来之所以能够被

表示大明王朝已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他为此而欣慰，

朱元璋聘请出山，也是因为他认可了朱明政权不杀

但却不愿介入以取富贵，而依然希望像陈抟那样做

人的仁义之举和“ 为天下而屈四先生” 的礼遇、信任

一个受皇上尊崇优待的隐士高人，悠游林下吟诗作

及理解。 有学者将元明之际文人的此种选择称之为

文以歌颂新朝圣明。 陈亮属于明初闽中十子之一，
包括后来步入仕途的林鸿与高棅，均属于该文人群

“ 择主心态” ，但其选择的前提便是是否有“ 道” 。 在
大明王朝未建立前，朱元璋的确显示了有道之君的

体。 他们身处远离朝廷的福建，无论对旧朝新朝均

一面，因而也就网罗了更多的人才。 然而遗憾的是，

抱着疏离之心态，宁可在山间林下度过余生。 陈亮

取得天下后的朱元璋不再认为君臣之间是合作关

属于少数幸运者之一，他晚年在当地结“ 九老社” 吟

系，需要相互间的信任与拥有共同的理想信念，而是

诗而终。 但更多的隐逸之士却没有陈亮的幸运，他

单方面要求文人的付出与服从。 于是，朝廷与文人

们被一次次的征召驱赶出山林而进入明初的官场，
而且是去从事自己所不熟悉不喜爱的各种官差，不

之间对仕隐内涵理解的相差越来越远，那么 “ 倏焉
而辞职，忽焉而拜官，暮而处，朝而出，屡进而屡退”

仅苦不堪言，而且饱受精神折磨。 其中遭受打击面

的现象终于成为官场常态，则行道与守道均难以成

积最大的当属吴中文人，他们几乎都经历了入仕与

为文人的现实选择，山林与台阁也就均难以成为士

贬谪的人生遭遇，有的还遭逢一贬再贬的不幸与苦

人的理想之地，元末文人所梦想的所谓君臣遇合也

难。 即使像很早便投入朱明政权的浙东文人，也并

便随之付诸东流。 历史就是如此的吊诡，元蒙朝廷

未能实现其行道的儒者理想。 他们不仅要受到种种

的粗疏颟顸使得文人的行道步履维艰而痛心疾首，

的皇权压迫，还遭致淮西武官集团的猜忌与陷害。

却毕竟能够悠游林下以坚守自我的操守与承担文化

由此，他们的为官经历从行道的初衷而变为颂圣的

传承的使命，当他们觉得驱逐鞑虏、再复汉统的大明

结果，并最终以集体性的覆灭终结了其历史的使命。

王朝给了自己出仕行道的机会时，却遭致的是忧谗

行道与守道，这是贯穿有元一代并一直到明代

畏讥、动辄得咎的尴尬境遇，这不仅使他们的政治热

初期的士人群体所面临的两种选择，由于每个人的

情迅速减退、政治理想最终归于幻灭，同时也使他们

出身、经历及个性的不同，最终会做出或仕或隐的不

复归大雅的文学理想成为泡影。

同决定。 但从元明之际易代前后情况看，其仕隐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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