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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对于“文人”的
认同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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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人”是一个含混的历史概念，它在不同的历

史阶段和语境中有所变化。 从词义上看，“文人”有
一个从褒义向贬义发展的过程。 “文人”本来偏于

褒义，用以尊称先祖。 《诗·大雅·江汉》：“厘尔圭

瓒，秬鬯一卣，告于文人。” “文人”即有文德者之先

祖。 后来，“文人”指能文之人。 汉代以后，尤其是

魏晋南北朝，随着诗赋文章的兴盛，出现了一批身份

独特、善于写作诗赋文章的人，被称为“文人”。 “文
人”一词开始呈现贬义色彩。

所谓“文人”，也就是从上古的“士”中逐渐孕

育、分化出来的。 作为知识文化阶层的学士、文士，
随着社会政治文化的需要而不断演化，最终分化出

擅长运用富于修饰性的语言特别是书面语言的“文
人”。 汉代以后，诗歌辞赋形成独立的文体，文人的

身份逐渐清晰。 从最初的君亲师合一，到文士、学
士，再到著述之士、文章之士，直到以文辞之美为目

的的狭义文章之士即诗赋辞章文人，这既是演化的

轨迹，也构成了分化的等级。
古代“文章”涵盖诗文诸体，从理论上说，“文

人”应该包括“诗人”，对二者不应有所轩轾。 但在

实际运用中，“诗人”一词，偏于褒义，而“文人”一

词，偏于贬义。 在评价上，“诗人”偏于正面，“文人”
偏于负面。 即便同为负面评价，“诗人薄命”与“文
人无行”两者的差异也很大。 “诗人薄命”强调命

运，具有令人同情的悲剧色彩。 而且诗人“穷而后

工”，有崇高的意味。 “文人无行”则是品行问题。
为什么“文人”与“诗人”二词在实际运用中有如此

大的差异？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诗人”源自《诗经》，
有先天的崇高感。 在传统文章价值谱系中，《诗经》
地位绝对高于辞赋。 “文人”一词，与“辞人”有直接

关系，而辞人源自《楚辞》。 所谓“辞人”，意为辞赋

作家。 汉代扬雄《法言·吾子》云：“诗人之赋丽以

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所以中国古人在对待作为群

体的“诗人”与“文人”时，存在微妙而明显的差异：
批评“文人”要比批评“诗人”多得多。

秦汉时期从学士、文士群体中还分化出“文吏”
即职业文官这一角色类型。 在古代社会，官员的身

份和阶层虽相对较高，但粗鄙少文的官员也绝不是

理想类型。 此后，官僚士大夫经由文章取士的科举

制度遴选，官僚、学者、文人等角色往往集于一身。
虽然政治、文化、社会的不断分化不可避免，但

士人特别是士大夫在政治社会文化的联结中具有重

要地位。 汉魏两晋时代，儒学与政治结合成为主流

学说，帝国士大夫、门阀士大夫占据中心位置。 隋以

后科举士大夫更是持续千余年。 上古基因与儒学重

文传统及人才选拔科举重文制度相结合，形成了以

士大夫文人为主体的政治、文化制度。 也就是说，士
人乃至官宦大都受过“文”的训练，具有“文”的素质

与作文的才能，是“能文之士”。 其中集官僚、文人

于一身的官僚士大夫、文人士大夫是联结社会上下

一体的中坚力量。 而以文章尤其是诗赋辞章著称的

“文章之士”即人们一般习惯所称的“文人”，在古代

政治、文化制度中则备受压力。 文章文人一方面与

从事学术研究与著述的学者文人等一起，受到士大

夫文人所代表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压力；另一方面，
文章文人也受到来自士大夫文人、学者文人等的压

力，在文章文人这个身份类型之中单纯从事诗赋辞

章创作的文人又受到从事各种实用文章写作的文人

的压力。 此外，文人的身份、类型还互有交叉，一身

多任，随时而变。 当然，承受最大压力的当属诗赋辞

章文人。 事实上，当文章独立、文人出现之际，对文

章及文人的非议与鄙夷也随之而起，涉及政治功用、
道德品行及命运际遇等各方面。 汉代出现对辞赋的

批评与蔑视。 扬雄认为辞赋是“雕虫篆刻”，“壮夫

不为”，谓孔门不用辞赋，实际上已经涉及对文章及

文人的批评了。 扬雄鄙薄辞赋写作，其言外之意是

表达自己志不在此，而有更高远的理想追求。
孔子云：“巧言令色，鲜矣仁。”“有德者必有言，

有言者不必有德。”最早注意到德行与语言表达的

关系。 曹丕、颜之推等人更将文人置于错综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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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评价的漩涡。 曹丕《又与吴质书》云：“观古今

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颜之推《颜氏

家训·文章》进一步提出“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在
文学批评史上，首次开列了一个长长的文人品行

“负面清单”。
文人无行之说，进一步发展就是把文人的德行

与文章之间复杂的关系加以简单化与同质化。 如王

通《中说》云：“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 其

文傲，君子则谨。 沈休文，小人哉！ 其文冶，君子则

典。 鲍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 吴筠、孔
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 谢庄、王融，古之纤人

也，其文碎。 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既
将“小人”“狷者”“狂者”“纤人”“夸人”之文与“君
子”之文比较，又在德行与文章之间直接挂钩。 王

通无论对文士还是其文章的批评，都是站在道德正

确的高度上，施以印象式的评断，无须任何论证。 这

种无须论证“简单粗暴”的批评方式，正反映出对

“文人”污名化，已经成为当时人们的共识。 明代以

后，“文人习气”是类于“轻薄”的一种不良品行，颇
受批评。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里，文人与书生的形象往

往是无缘功业的象征、无用可怜的角色。 文人无用，
很大程度是因为“文章无用”。 在中国古代，文人身

份也难以得到自我认同。 古人喜欢作文却不愿被称

为“文人”。 身为文士的范晔，却“常耻作文士”，而
且也“无意于文名”。 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范晔自

称“耻作文士”，但后人批评他的毛病正在于有文士

之见。 方孝孺也不愿当文人。 别人赞赏他的文章，
他反要“惭愧弥日，不能自解”。 古代士人宁愿称赞

或自称为百工、老农、士兵、商贾，甚至是畸零之人、
残疾之士，却不喜欢赞赏或被称为“文人”。 其中消

息，值得深味。
最早比较系统为“文人”正名和申辩的是刘勰，

他在《文心雕龙·程器》中深刻地指出关于“文人”
品德问题的复杂性。 他既列举“文士之疵”，又从两

个方面对文人无行予以反驳：第一，言行上的瑕疵不

是文人才有，武人、将相都有无行轻薄的一面；第二，
不是每个文人都有缺点，像屈原、贾谊就是德行兼备

的文人。 刘勰以打破文人与污名的必然关联来提升

文人的身份地位，从而加强自己对文人的认同。 刘

勰之后，有一些为文人辩护者，大致采用刘勰的逻辑

辩护方式。
无论是对文人的污名化还是为文人、文章辩护，

都是基于对同一词语的不同逻辑层面的内涵而引发

的。 污名者是特定地、狭义地定义，他们把“文”看

成是诗赋一类只是引发性灵与表现文采而没有实用

功能的文章，把“文人”看成只能写此类文章、没有

其他才能且品德有问题的人。 辩护者则是广义的、

泛指的。 他们把“文”看成是包括经籍在内的所有

文章，把“文人”看成是所有能文之人。 他们基本上

是各说各话，在不同的语境中阐释各自的道理。 但

是，透过现象看，对文人污名化与为文人辩护虽然论

据与方法不同，但其理论依据是一致的，两种倾向相

反相成，都表达了对文人社会责任感和对文章经世

致用的要求。
在古代各种价值谱系中，“文人”皆处于弱势。

所以，文人的焦虑是一种有深刻历史根源的制度性

焦虑。 这种焦虑的直接反应，便是对文人的激烈批

评与为文人辩护。 这两方面相反相成，都反映了中

国文人强烈的用世情怀与社会责任感，反映出中国

社会对文人的期待与中国文人的自我期许。 这也隐

含着难以解决的深刻矛盾：追求文人、文章经世致用

的实用品格与独立自由精神的矛盾，文章之学与道

统、体制的矛盾。 如何纾解这种矛盾，解决文与道的

关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一个永恒的主题。
古代社会层级制度、评价体系与文人身份必然

发生矛盾。 饶有意味的是，这些矛盾并不是以激化、
对抗的形式，而是通过调适来取得平衡。 古代文人

的理想境界，可用顾炎武一言以蔽之：“能文不为文

人”，要有文章才华，更重要的是要有经国济世大

略，两者结合，不能只当“文人”。 对文人来说，诗文

写作和维护社会共同体利益、关注社会政治道德及

个体人格并不必然矛盾。 这可以说是文人对政治体

制、文化的调整与适应，也可以说是政治体制、文化

对文人的接纳与扩容。
“文”的情况也同样如此。 “文”是展示天赋与

技艺的创造性活动，是灵动不羁的思想与情感的表

达。 “文”的特点，“文”可能产生的意义偏离与虚构

想象，连同文人“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
凌千载”的轻狂表现，都给追求稳定统一的主流社

会带来不安。 “文”从社会、文化中分化独立出来，
本身就是社会长期演化和文人性灵创造的产物，如
苏轼所说，是万斛泉涌，不可遏止。 身为古代社会层

级制度、评价体系中人，制度和体系早已积淀和内化

为文人心智的一部分，以至于几乎出于本能要从这

个制度和体系出发论事衡文、行事作文，但他们“能
文”的一面、他们性灵创造的天赋和技艺，又情不自

禁要挣脱这个制度与体系的控制，不择地而出，不择

文体而流露和迸发，行于其所当行，止于其所不可

不止。
随着宋元之际士人走向社会，走向地方，也出现

了一种新型的较为纯粹的文人或专业文人。 他们既

与当时官僚文人不同，也与此前文人不同，显示出在

传统基础上有所变化的意义与价值。 他们与仕途几

乎无缘，不仅精通文事、诗文，还普遍擅长书画、音乐

等各种艺术。 虽然早在汉魏六朝时期文人的角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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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就已基本确立了，但宋元以前，无论是否采用科

举取士制度，他们基本上都处于依附地位。 汉唐时

期他们依附于朝廷或国家，魏晋时期依附于门阀或

军阀，到宋元以后，他们走向社会，走向地方和家族，
或成为文人乡绅、乡贤。 这种身份地位的变化，也相

应地改变了文人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与和政治关系

密切的官僚文人不同，地方文人并不依赖政治而生

存，和政治没有直接的密切关系。 在无缘仕途这一

点上，他们与传统隐士相同。 但他们出官入绅，不同

于往昔文人失意归隐，隐于林泉市廛，与国家政治完

全脱节，而是由致君转向化俗，更着重在地域发展，
不少地方出现了有影响的文化家族。

近世出现的这一新兴文人阶层，实际上形成了

一个沟通官府与民间的中间阶层。 文人走向地方，
最初是因为上升无路所迫。 但宋室南渡后江南经济

高度发展，宋元之际江南因战乱破坏较小经济繁荣

延续，文人的文学特长、知识资源与经济发展所形成

的各种机会、实力结合在一起，促进了地方力量的发

展，也逐渐创造和形成了比以往自由度更高、独立性

更强的中间地带和领域：乡土社会和文化。 在中国

古代社会层级制度和价值评价体系中，文人属于士、
农、工、商分层之首的“士”，原本致力于通过仕进向

士的更高层级发展，与农工商拉开距离，但宋元以后

转而与农工商紧密结合，所以文人在地方除写诗作

画之外，还教书、经商、经营田产、调解家庭和基层纠

纷等，以较高的社会地位、能力与实力，从事较“专
业”范围以内的事。 这种对中央政治的淡薄和疏离

为文学与文化提供了必要的空间，也是文学与文化

获得相对独立地位、专注自身发展的生动体现。 不

仅如此，文人向地方的弥散化、多元化，还推动了文

学由社会的上层文学向社会的下层文学发展，由精

英高雅文学向平民世俗文学发展。
在宋元以来文人身份变化的环境与脉络下，也

可以看到对文人的评价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虽然文

人无行、文人轻薄的看法在明清一直延续，但明清人

为之正名最多，翻案最力。 明代以后，人们比较理解

文人的突出个性与迥异世俗之举，特别对文人的一

些政治选择有了更多的同情理解，更爱惜和欣赏文

人的才华与个性，甚至对其缺陷也持比较宽容的态

度。 值得注意的是，晚明高调提倡文人的个性与性

灵活泼。 文人的瑕疵，在明代竟得到正面评价。 文

人一些无关大节的细行受到更多的理解和包容。 张

岱《陶庵梦忆》进一步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

深情也。 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由于出

自深情与真气，“癖”与“疵”反成可贵的品格。 对传

统“文人类不顾细行”的负面评价，给予特别正面的

判断并大力鼓吹。 这与传统世俗观念相比，有明显

变化。

此外，我们心目中的许多文学家，古人并不视为

文人。 古代虽然没有文学史，正史中《文苑传》略可

窥见。 史书设“文苑传”或“文学传”，就是为适应文

人及诗赋文章演变的最新形势而设的。 奇怪的是，
文宗巨匠往往不厕列其中。 究其原因，大概如《旧
唐书·文苑传》中所说的，能文之人宜入《文苑传》，
但“其间爵位崇高，别为之传”。 “爵位崇高”者，若
仅列在《文苑传》，未免受委屈了。 不过，明清虽循

传统之例，重要的文人多载入《儒林传》，被当时看

作次要的文人列入文苑传，但即使是地方上的一般

文人，当时的地方志也记载他们的事迹，使他们不至

于像以往的文人一样归于湮没无闻。
当然，对于宋元以后文人走向地方以及文人身

份的自由与独立，也不应过度夸大。 在中国古代，纯
粹的“文人”与“文章”从来不具备完全独立的地位，
只有在经世致用的人文传统之中，它们才能获得尊

重。 传统有一定弹性，宋元以来文人身份、地位和形

态有一些新变化，但也没有距离传统评价制度与体

系太远，更没有脱离这个制度与体系。 这也是古代

社会层级制度和评价体系要求文人有用、与一切

“无行”保持距离，而文人追求相对独立、进行文章

探索的广泛社会基础；因为有此基础，古代社会不会

因前者而失去应有的活力，不会因后者而失去固有

的稳定，总是在收放有度的动态平衡中不断演变。
从一般理论建构的角度来看，古代“文人”话题

的意义似乎并不大，对文人群体污名化的逻辑缺陷

也非常明显，却受到中国古人的普遍接受，甚至成为

至今流行的成语俗话。 这种现象已超出事实认定与

逻辑论证的范畴，它是一种带有明确价值诉求的文

化心理与强烈选择性的集体认同。 这种集体认同，
也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部分。 文学话语的建构存在

记忆与遗忘的双重选择，而且受制于话语背后的价

值观。 在“文人”话题中所表现出来的焦虑，潜藏了

社会价值观与文学价值观。 对于文人及其文章的所

有批评，正是对文人积极用世、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和崇高人格的期待，以及对文章经世致用、摈弃虚

文的要求。 这种传统价值诉求隐含着在古代社会存

在着深刻矛盾：文人与文章经世致用的实用品格与

独立自由精神主体性的矛盾；文章之学与道统和体

制的矛盾。 这些矛盾的紧张、纾解与平衡，形成中国

文学史一条重要的理论脉络。 文学史，既是作品的

历史，也是作者的历史。 古代文人话题是一个历时

性的演变过程，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反映出这一过程

的丰富性。 这正是中国古代文人千古话题意义的深

刻与丰富之处。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原题《身份的焦虑———中国古代对于

“文人”的认同与期待》，约 ２６０００ 字

９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