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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实是否就是文本事实？历史还原是还

传主就会有多个不同的传记文本，这些传记文本

原历史事实，还是文本事实？这些问题在传记研

之间在内容上互文交错，形成了复杂的互涉关

究中都需认真思考。人们在传记书写中往往依据

系。王世贞为一代文宗，主盟文坛二十余年，

“前理解”来建构传记文本，而“前理解”又多

“才情之宏富，笔调之纵横，盖于明无两焉。”基

为文本事实，因此，传记的后文本与前文本多有

于王世贞在文学、史学、书法、绘画等方面的重

互涉关系。目前有关古代传记的研究已取得了相

要影响，记载其生平事迹的传记多达八十余篇。

当丰厚的成果，“传记”作为一种文体，古今变

那么，王世贞传的各文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化很大，形体不一。如果将“传记”理解为一种

从文本间性层面来理解王世贞传的文本互涉会有

文类，凡是与传主生平事迹相关的文体，诸如行

什么样的不同？这对理解历史还原是否有所帮

状、墓志铭、神道碑、寿序、赠序、行实、年

助？本文拟以王世贞的 32 篇传记为例①，从文本

谱、年表、日记、祭文等都纳入其中，这样同一

互涉层面探讨不同传记文本之间的复杂关系。

以王世贞传为例
——

内容摘要：文本间性是传记的一大特性，传记的文本间性呈现出文本挪用的“同文”现象、传主与叙事者
“同声”现象、相同事实不同叙事的“重构”现象、历史还原注重“文本事实”的现象。历史事实是一种客
观存在，文本事实却有很大的主观性，王世贞传呈现出的文本事实因书写者对传主历史事实理解的不同而彼
此互异。从文本间性层面关注同一传主的不同传记文本，认知传记文本对传主的理解、想象和还原，可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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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世贞的 32 篇传记依据时代可分为“三代”。第一代：王士骐 《明故资政大夫南京刑部尚书赠太子少保先府君凤洲王公行

状》、王锡爵 《太子少保刑部尚书凤洲王公神道碑》、屠隆 《大司寇王公传》、陈继儒 《王元美先生墓志铭》；第二代：李贽 《续藏
书》 卷二六 《尚书王公》，邓元锡 《明史窃》 卷九六 《王世贞》；尹守衡 《明史窃》 卷九六 《王世贞》；王兆云 《皇明词林人物考
（二）》 卷九 《王元美》；林之盛 《皇明应谥名臣录》 卷一〇 《王世贞》；何乔远 《名山藏》 卷八六 《王世贞》；焦竑 《熙朝名臣实
录》 卷二六 《尚书王公》；姚希孟 《公槐集》 卷五 《王世贞》；过庭训 《本朝分省人物考》 卷二四 《王世贞》；吴士奇 《皇明副书》 卷
八一 《王世贞》；张所敬 《弇州先生尺牍》 卷首 《弇州先生小传》；明释大壑 《南屏净慈寺志》 卷六 《王世贞》。第三代：钱谦益 《列
朝诗集》 丁集卷六 《王尚书世贞》；傅维鳞 《明书》 卷一四七 《王世贞》；邵长蘅 《邵子湘全集·青门簏稿》 卷一五 《王世贞》；张岱
《石匮书》 卷二〇六 《王世贞》；张廷玉 《明史》 卷二八七 《王世贞》；王鸿绪 《明史稿》；王昶 《（嘉庆） 直隶太仓州志》 卷二六
《王世贞》；查继佐 《罪惟录列传 （二）》 卷一九 《王世贞》；张汝瑚 《王弇州集》 卷首 《王弇州传》；曹溶 《孤本明代人物小传》 第
二册；汪端 《明三十家诗选》 卷六下 《王世贞》；朱彝尊 《静志居诗话》 卷一三 《王世贞》；朱琰 《明人诗钞》 正集卷九 《王世贞》；
赵宏恩 《（乾隆） 江南通志》 卷一四五 《王世贞》；沈德潛 《明詩别裁集》 卷八 《王世贞》；顾有孝 《明文英华》 卷八 《王世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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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李贽 《尚书王公》 记载了王世贞十五岁咏宝

一、文本挪用：传记的“同文”现象

刀、与李攀龙等结社、青州缉盗、遭遇父难、大
名改俗、浙江捐俸、郧阳构恶张居正、被授大司

在古代传记书写中前代传记经常被后代传

寇，归隐而卒。这些内容与陈继儒 《墓志铭》 基

记书写者参用，这样常出现传记的“同文”现

本一致。同样过庭训 《本朝分省人物考》 所收王

象。在王世贞的碑传中，行状是神道碑、墓志

世贞传从记事顺序、用词特征、句式结构等与陈

铭、墓表等的“母体”。古人辞世后，常常有行

继儒 《墓志铭》 如出一脉，如文中说王世贞“自

状、神道碑、墓表、墓志铭、行实等的书写，以

尚书郞荐历卿长，浮沉中外凡四十年，其间条论

彰显逝者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对活者也有警醒和

封事，皆天下大计，而所至吏治精烱，尤不可悉

暗示作用。行状一般是由传主的亲人、门人或同

数。最奇者，莫如青州治盗及楚中乐平王事。”

僚来写，详载传主的世系、生卒、字号、籍里、

这一段话与陈继儒 《墓志铭》 完全一样，类似情

①

仕履及主要事迹 。其他人先看过行状，然后才

况尚有多处，说明该传是删节陈继儒 《墓志铭》

开始神道碑、墓志铭等的书写，墓表也是如此。

而成。同样王兆云 《皇明词林人物考》 所载王世

当然，有人看过行状后还要核实内容的真伪，以

贞传也对屠隆 《王公大司寇传》 进行了删节和修

避免所谓的“谀墓”现象。行状是神道碑、墓志

改，将屠隆原文五千余字删节成一千余字，至屠

铭、墓表、传记等的材料之源。屠隆 《王公大司

隆文“议者谓：我朝文章自李何而古，至于鱗、

寇传》 说王世贞“陈言极论天下大计，语具公伯

伯玉而精，至元美而大。知言哉！公少以才自

子士骐所为状”、“诸疏草，并详子骐状中”，说

雄 ， 意 不 可 一 世 ， …… 高 风 鸿 名 ， 为 后 进 领

明屠隆 《大司寇王公传》 是参阅了王士骐 《先府

褏。”王兆云在最后增加了“于戏！盛矣！”便结

君凤州王公行状》，不过王士骐 《行状》 详写的

束全文。何乔远 《名山藏》 所载王世贞传也存在

内容，屠隆就一笔带过。

删改王锡爵 《神道碑》 的情况 ③ 。同样尹守衡

王世贞传的“同文”现象主要表现在前后

《明史竊》 中的王世贞传与王锡爵 《神道碑》 在

文本大段字句雷同，因后文本多是在前文本基础

字句方面有很多雷同，说明是删改王锡爵 《神道

上的再次理解，因此，后文本对前文本多有删

碑》 而成 ④ 。邹元标所编 《皇明五先生文隽》 收

改、节录、重新拼合等情况，这样前后文本之间

有 《太子少保刑部尚书王元美公行实》 一文，是

难 免 会 有 较 多 “ 同 文 ” 现 象 。 如 李 贽 《续 藏

由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是删节王锡爵 《神道

书》、焦竑 《熙朝名臣实录》 所收王世贞传几乎

碑》，后一部分是删节李贽 《王世贞传》。此外，

完全相同，焦竑较之李贽小十几岁，其 《熙朝名

经比对还可以发现，清人所作王世贞传与明人所

臣实录》 附有“李贽评语”，说明该传来自李贽

撰王世贞传也有较为密切的互涉关系，通过文本

的 《续藏书》。此外，过庭训 《本朝分省人物

互勘，可以看出清人所撰王世贞传多是在明人王

考》 中的王世贞传也几乎完全过录李贽的 《尚书

世贞传基础上的再次删改，如张岱 《石匮书》 卷

②

王公》，仅在文后删节数语 ，然后再植入赞语：
“博极群书，文华擅代。才轶千古，名冠海内。
诚一代之宗匠也。”不过李贽 《尚书王公》 一文
又是源于陈继儒 《墓志铭》，两文有很多字句雷

二〇六 《王世贞传》 就是对何乔远 《名山藏》 卷
八六 《王世贞传》 的删改，如此等等，王世贞明
清传记文本之间也存在较多“同文”现象。
对“同文”现象古人是什么态度？陆机

① 梁任昉撰、明陈懋仁注 《文章缘起》 称：“先贤表谥，并有行状，盖具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之详，或牒考功

太常使议谥，或牒史馆请编录，或上作者乞墓志碑表之类，皆用之，而其文多出于门生故吏亲旧之手，以谓非此辈不能知也。”

② 过庭训 《本朝分省人物考》 删节李贽 《尚书王公》 的文字为：
“大父倬仕至南京兵部侍郞，……而不知其奖护后进，衣食寒

士，惓惓如自己出。呜呼！贤已！”

③ 何乔远 《名山藏》 所载王世贞传云：
“幼称圣童，六七龄已能读父书至数十万言，十五为宝剑诗，有奇句。十八举于乡，明

年成进士，则嘉靖二十六年也。”王锡爵 《神道碑》 云：
“公幼称为圣童，六七龄已能读父书至数十万言，十五为宝剑诗，得奇句。
十八举于乡，丁未成进士。”

④ 尹守衡 《明史窃》 中的王世贞传云：
“与其弟世懋叩阙请代，司马急止之，曰：
‘无速死乃翁为也？’则相与囚服跪道傍，遮

42

诸柄人车，请救，不能得。”王錫爵 《神道碑》 云：“与其弟太常公敬美叩阙请代，司马急止之，曰：‘无速死乃翁为也？’则相与囚
服跪道傍，遮诸柄人车，搏颡请救，而诸柄人皆侧目分宜，无敢言者。于是司马竟不免。”

主的言论、思想、作品的主要观点摘录出来，传

在 《履斋示儿编·文说》 卷一撰有“史同文”，

记书写者似乎成了传主的“代言者”。其中较为

胪列了史书中的一些“同文”情况，说明“同

典型的是王士骐所撰 《行状》，文中载有王世贞

文”在史书中较为常见，古人对此似乎并不在

的“自传”。王士骐在引述完王世贞话语后说：

意。不过韩愈对这一现象却很不客气，其 《南阳

“嘻！此府君之自为状也。”传记中的“自传”和

樊绍述墓志铭》 提出“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

“他传”本来应有很大区别，如果在“他传”中

能乃剽贼”。韩愈认为抄袭别人如同做贼。唐皎

杂有“自传”就容易造成叙事视角的混淆。王士

然 《诗式》 也有类似观点，书中提出创作中的

骐 《行状》 是这样记载王世贞的话语：

“三偷”：“偷语，最为钝贼，如汉定律令，厥罪

小子识之：人故不可以无友。吾少与于鳞、伯玉、
明卿、两张甫辈定交燕市，旗鼓相当，至于老而交不

原”；而“偷势，才巧意精，若无朕迹，盖诗人

废。吾与元驭相国交最晚而最深，兄弟不若也。赵汝师

偷狐白裘手也。”皎然认为创作中“偷语”、“偷

名位已高，一朝北面师我，而实吾友也。吾名赖二三君

意”不能容忍，不过“偷势”需要有“才”和

子而立，吾之不缁于江陵，赖赵汝师及门而白。吾先人

“意”，且了无痕迹，只有写作高手才能做得出
来。皎然“三偷”之说在 《诗人玉屑》 卷五、韦

九泉之冤，与十七年以后昭旷之典，又得徐、申两相及
元驭之力，而逝者、生者两无憾。小子识之。

居安 《梅磵诗话》 卷上、《四友斋丛说》 卷二

又曰：吾自束发即负志，既举进士，有所见闻即负

四、《何良俊诗话》 等文献中都有转载，说明这

大愤。庚戌以后，国势危而巢穴之几覆，即负大虑。已

一观点已被广为接受。不过王世贞传为何会有如

未以后难作矣，即负大痛。戊辰以后，有所迫而不能固

此多的“同文”？王世贞传的书写者对此并不在
意的原因又是什么？或许碑传是一种应用性文
体，受人请托，应付了事；史传成于众人之手，

以王世贞传为例
——

必 书 ， 不 应 为 ”；“ 偷 意 ， 事 虽 可 罔 ， 情 不 可

·

匹夫之节，即负大惭。庚辰以后，觉而悟前之憯也，即
负大悔。吾他无深嗜，颇读书文及嗜酒。酒损吾德，而
幽慸之际亦复赖以活。文章稍益吾身，后而实小之，且
吾以酒得生，以生得讥。以文章得誉，以誉得谤，以讥

对碑传多有沿袭；而其他或为选文选诗、或为传

谤得挫。挫之与讥谤也，盖天之所以怜我而我之所以自

主诗文集而立传，或为编纂地方志而立传，都是

解于辟者也。

出于实用性的目的，书写者往往临事造文，难免

以上两段文字是书写者借传主之口表达自

会东拼西凑。此外，古人常常将前人著述作为公

己对传主的理解，还是传主确实说了这些话，书

共资源加以利用，并无今人的版权意识，因此，

写者只是作为当事人将传主的话语记录了下来？

传记前文本与后文本之间难免会有较多“同文”

王士骐说“此府君之自为状也”，应该是王世贞

现象。

的原话。那么，若真是传主的原话，传主是在什
么样场景下说的话？这些话语脱离了特定的语义

二、视角重合：传主与叙事者
“同声”现象

场是否还能表达传主说话时的原意？王士骐 《行
状》 中仅用“尝曰”二字便引出上述两段话，属
于对传主话语的追忆，传主说话时的具体语场已

在传记叙事中经常会出现传主与传记书写

被遮蔽，读者只能依据字面意思对以上两段文字

者叙事声音重叠的“同声”现象，传主成了潜在

进行理解。这不禁让人生疑：传主的自我叙事是

的叙事者。这一现象的出现会导致书写者成为传

否可信？传主是否有美化自我、转移话题、隐瞒

主的代言者，同时也使传记的“他传”与“自

历史信息的嫌疑？因此，针对传主的自我叙事还

传”不分。传记本应记载书写者对传主的理解，

需甄别，依据具体情况进行辨析。此外，王世贞

传主的潜在叙事会消解或弱化书写者对传主的理

自称“少嗜古图籍及三代彝鼎、名墨、酒鎗，中

解。

年好客，晚岁好道”，由早年好古到中年好客，
王世贞传中直接引用传主原话或作品的情

是王世贞一生的一次重要转变。少时王世贞恃才

况 较 多 ， 如 邓 元 锡 《皇 明 书》 中 的 《王 世 贞

放旷，目中无尘。然而，父难对其性格起到“摧

传》、林之盛 《皇明应谥名臣录》 中的 《王世贞

刚为柔”的作用，中年后的王世贞便转变为泛爱

传》 主要是摘录传主奏疏、诗文论、作品内容及

容众。上述第一段文字是王世贞在训导王士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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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要有几位重要朋友，这些朋友在关键时

贞各类传记中却都采用了 《艺苑卮言》 的说法。

会对自己有很大帮助。在第二段文字中，王世贞

王士骐 《行状》 云：“偶有卖宝刀者，山阴骆先

将自己的一生进行了分期，这里的“大志”是指

生限韵试府君。府君辄应声曰： ……骆大惊诧，

少时追求科举功名；“大愤”是指严嵩误国；“大

以为二语亦何减郭化公 《宝剑篇》，亟言于大司

虑”指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入侵；“大痛”指嘉靖

马而称之。”此事的起因是“卖宝刀者”的出

三十八年世贞父王忬滦河战事失利下狱、弃市； 现，产生的效果除了“骆大惊诧”，还有“二语
“大惭”指隆庆二年起补河南按察司副使，整饬

亦何减郭化公 《宝剑篇》 ”，并有骆行简向王世

大名等处兵备，未隐而履任；“大悔”指万历八

贞之父的赞语，这些内容有可能是王士骐自己的

年慕仙道，悔早年文事及少时意气之盛。王世贞

理解和想象，也较符合情理。屠隆 《大司寇王公

还告诫王士骐：在自己人生低谷，酒和文对治疗

传》 对此事是这样记载：“ （王世贞） 十五已淹

自己的内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上两段文

纬如宿学，然未尝为韵语。属有鬻刀者，其师戏

字对理解传主，特别对了解传主的精神世界会有

令公咏之，公应声曰：……师大诧赏，以语司马

很大帮助，结合王世贞的一生较符合实际，不过

知，异日必为命世才。”这里“鬻刀者”是王世

这种借传主之口表达出的内容，在“他传”中植

贞写诗之因，写诗的效果除了有“师大诧赏”，

入“自传”的叙事方式却有很大弊端。

较王世贞多了“以语司马知”，较王士骐少了

当然，传记中传主的自我叙事也可能是书 “二语亦何减郭化公 《宝剑篇》 ”的评价。说明
写者的一种书写策略：通过传主之口传递出书写

王士骐、屠隆写行状作传时参考了王世贞的 《艺

者对传主的理解。不过如果传主的自我叙事存在

苑卮言》。因 《艺苑卮言》 刊刻次数多，影响

矛盾，那该怎么办？王世贞 《弇州四部稿》 中有

大，说明传主流传广、影响大的作品会对传记书

《宝刀歌》 一诗，诗序云：“予十五时，目不知

写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同时也说明传记中的事实

诗 ， 会 经 师 骆 先 生 为 人 作 《宝 刀 歌》， 戏 以

在不同传记文本之间的转述中并不等值，会发生

‘漠’字命韵。予辄应曰：‘少年醉舞洛阳街，将

形变。上述“赋宝刀诗”一事，王世贞其他传记

军血战黄沙漠。’先生大激赏，谓‘子他日必以

文本也多有记载，对此事所产生的效果传记书写

诗名’。”这事件王世贞 《艺苑卮言》 卷七也有记

者各有不同的理解：其一，“师为之避席”，陈继

载：“余十五时，受 《易》 山阴骆行简先生。一

儒 《墓志铭》 云：“自十五咏宝刀诗，师为之避

日有鬻刀者，先生戏分韵教余诗，余得‘漠’

席”，赞同这一说法的还有李贽 《尚书王公》、过

字，辄成句云……先生大奇之，曰：‘子异日必

庭训 《本朝分省人物考》、傅维麟 《明书》、王兆

以文鸣世。’”同一事件王世贞自己的说法前后

云 《皇明词林人物考》 等；其二，“老宿”或

不一，前文说骆行简因“作 《宝刀歌》 ”而命王

“见者”赏叹，《明史稿》 云“十五咏宝刀，老宿

世贞以“漠”为韵写诗；后文却说“有鬻刀

皆赏异”，査继佐 《罪惟录》 说“世贞年十五，

者”，骆行简便“戏分韵教余诗”。这一件事的两

尝咏宝刀诗，见者惊叹”；其三，“有奇句”，王

种说法哪一种更为可信？或者哪一种会被王世贞

锡爵 《神道碑》 说“ （王世贞） 十五为宝剑诗，

传记书写者采用？若进一步查阅王世贞文集，会

得奇句”，何乔远 《名山藏》 也说王世贞“十五

发现其晚年在 《奉寿广州司理容山骆翁尊师九十

为宝剑诗，有奇句”。原本是咏“宝刀诗”，在转

序》 一文中对此事也有记载：“世贞十五，而先

写过程中演变成了咏“宝剑诗”，说明在传记书

司马公延山阴骆翁主宾塾，俾受博士家言。……

写中同一历史事实会不断融入书写者的理解和想

而又一日，翁为人赋 《宝刀篇》，得‘漠’字

象，传记在由历史事实转化为文本事实的过程并

韵，顾谓世贞试押一语，世贞应声云……翁起而

不等值，文本事实因融有了书写的主观性理解而

揖，且叹曰：‘子必以大雅名世哉，吾且拜下

会产生差异。

风’。而是时世贞亦不知翁所以许。”写此文时王
世贞已是晚年，其回忆说是骆行简“为人赋 《宝

三、历史重构：相同史实的不同叙事

刀篇》 ”，顺便让其“试押一语”，而不是在“教
44

余诗”后才让其赋诗，这一说法与 《四部稿》 中

传记是书写者基于对传主的理解而对历史

的记载较为接近，似乎更为可信。然而，在王世

进行的重构，传记书写者通过对史料的掌控，依

传》 说：“会其 （王世贞） 友宗子相辈称七子

存在相同史实的不同叙事，这一点在王世贞传中

者，并以文名，阁学士嵩故好古文辞，则大喜，

尤为突出。

奖之曰：‘吾将旁采风雅’。而世贞辈骯髒不附

王世贞构恶严嵩一事，在王世贞传中多有记

也。”[3] 王世贞故意疏远严嵩，严嵩又让其子严世

载，书写者往往站在王世贞的立场，以此赞美其

藩以酒食交欢王世贞，王避匿不往，严嵩颇为不

不曲媚权贵的品格。然而同一事件，各传记文本

快。林之盛 《皇明应谥名臣录》 所收 《王世贞

的叙事却有很大差异。王世贞与严嵩交恶一事王

传》 也有类似记载：“时相嵩欲收致诸名士，浮

士骐 《行状》 中是这样记载：

慕其文，令子世蕃结纳之。每置酒高会诸客，多

先是，府君观政大理，分宜才府君，欲罗而致

俯首饮，必嚼，不敢与抗，世贞独骯髒不为下，
会主事杨继盛论嵩十罪，坐法死，世贞从国伦治

赴，分宜固已疑之。而杨忠愍公亦以露劾分宜，忤旨系

其丧。”因拉拢王世贞不成，加之王世贞经营了

狱。府君入狱访公，饮泣唏嘘，且以六尺孤相托。……

杨继盛丧事，严嵩最后寻机报复。可以看出这些

府君……谋之前座师王太常。……而杨夫人之代死也，

说法都是将王世贞构恶严嵩与王忬罹难联系在一

府君又为笔削奏章。及就义之次日，匍匐出宣武门，躬

起，然而这些说法却与钱谦益 《王尚书世贞》 的

自含敛。……先大司马闻报亦弹指出血，北向唾骂不

记载有较大出入。

已。而分宜又以妖人事曲杀沈公錬，大司马对客则泣，
酒后诃詈峻于前。客詷之，以媚分宜，分宜怒。故遣私
客索贿大司马不得，分宜大怒，……于是遂缘边事，徭
上心，逮下狱。

依据王士骐的说法，王世贞不依附严嵩、积
极营救杨继盛；王忬又怒骂严嵩曲杀沈錬，并拒
绝严嵩索贿，这些事件招致严嵩报复，遂借“边
事”致王忬下狱。陈继儒 《墓志铭》 所载此事与
王士骐大致相同。王锡爵 《神道碑》 在记载王世
贞不依附严嵩、积极营救杨继盛而得罪严嵩方面
与王士骐较为一致，接着却说：“又以公父司马
公受世庙特达知，不宾事左右，瑕衅滋起。会虏
入滦州，分宜遂酿为司马公罪，构下狱当死。”

以王世贞传为例
——

之。……分宜又数遣子世蕃以酒食交欢，府君辄自匿不

·

不同传记文本有着对传主的不同理解，若
将同一传主的多个文本对读，就会丰富对传主的
理解。王世贞与张居正的关系历来为人所关注，
王锡爵说二人“且忤且合”，因二人关系太复
杂，以至何乔远在 《名山藏》 的 《王世贞传》 中
说：当时的人一会认为“世贞，居正之人”，一
会又认为“世贞，非居正之人”。张居正父母寿
诞，王世贞在所作寿序中有很多溢美之词，外人
看来王世贞似乎是张居正的人；王世贞督抚郧
阳，惩治张居正妻弟不殆，外人看来王世贞似乎
又不是张居正的人。陈继儒 《墓志铭》 却另有记
载：“江陵初欲处公 （王世贞） 史局，公谢唯
唯，江陵以为有心远已也。”对此，孙卫国先生

王锡爵并没有说严嵩欲阴收王世贞于“门下”，

提出异议：“所谓处之以史局，而王世贞‘唯

也没说严嵩向王忬索贿，只说其因“受世庙特达

唯’不从，纯粹是陈继儒的想象。如果真任命王

知，不宾事左右”，最后因滦河战事不利而下

世贞为史官，则正是王世贞之愿望，也不会有不

狱。不过对此事钱谦益却另有说法：“元美在郎

愿出山的事情了。”[4] 王世贞确有为史官的愿望，

署，哭谏臣杨继盛于东市，经纪其丧，已大失分

如不参阅其他传记资料，难免会对陈继儒之说产

宜意。而其父忬总督蓟辽，虏大入滦州，杀伤过

生怀疑。不过若从文本间性来理解这段话，就会

当，上大怒，下狱论死。” [1] 钱谦益并未特别突

发现陈继儒所言不虚。王士骐 《行状》 是这样记

出王忬死于严嵩之手，也未在王世贞构恶严嵩与

载：“初，府君北冏时，江陵下府君才名，数前

王忬罹祸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其实，严嵩、王

席，至欲以史局相处，露其意于汪司马伯玉。伯

世贞的关系有一个变化过程，据屠隆 《大司寇王

玉微言之，府君曰：‘词林诸公方耽耽吾辈，奈

公传》 的说法，最初“相嵩才公 （王世贞），欲

何越樽爼而代之？纵相公知我，而人且以为私

引公为重。弗屑也。缇帅复以前却，数媒孽嵩

我，清议可畏，何可作此？’乃遂移书辞于江

所，于是，公祸始此矣。铨曹两拟公学使，皆为

陵。江陵以府君有心自远，弗悦也。”王世贞万

嵩沮。”[2] 王世贞等人倡导复古运动产生了很大影

历二年赴京任职太仆寺卿，此时，张居正正在推

响，严嵩为扩大自己的势力，想让王世贞等文士

广新政，延揽人才，对同年王世贞“以史局相

45

Journ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 Social Sciences ) Vol. 43 No.2 / March , 2015

而，不同书写者在历史重构中会因理解的不同而

事实 、
理解与还原：传记的文本间性

依附自己，吴士奇 《皇明副书》 卷八一 《王世贞

魏宏远

据自己的理解来还原建构传主的历史世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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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也在情理之中，其将此意告诉了汪道昆，汪

妇，公下兵马捕之，缇帅炳折辱兵马，匿罪人不

道昆又含蓄地说给了王世贞，王世贞虽有修一代

出，公急捕得之，炳不能堪，诉于政府，以语

之史的愿望，但担心张居正的安排会有“私我”

公，公曰：‘缇帅为天子爪牙，乃以三尺法私一

之嫌，于自己声誉不好，于是移书拒绝，由此而

校？某知有法，不知陆公。
’”文中是谁向传主求

使张居正不快。

情，屠隆并未交代。类似屠隆这种含糊的记载还
有多个文本，如程穆衡 《娄东耆旧传》 中的 《王

四、历史还原：历史事实还是文本事实？

之，炳请脱，后因执政请，卒不许。”陈继儒、
传记主要是书写者对传主的理解，因理解不

李贽、焦竑、傅维鳞、王昶 《（嘉庆） 直隶太仓

同，在相同事件的不同叙述中会存在历史事实与

州志》 等也有类似记载：“嘉靖间，陆炳方贵幸

文本事实的差异。关注传记的文本间性，通过抽

用事，受巨珰指匿奸校阎某，欲贷其死。公搜炳

丝剥茧的比对，可以从文本事实的多样性来理解

家得之，炳宛转请脱，既复因执政以请，卒不

传记的丰富性以及文本事实的真实性。

许。当时业无不侧目公者。”一些传记书写者极

对同一历史事件不同的传记文本会有不同的

力将陆炳一事与严嵩联系起来，何乔远 《名山

记载，那文本事实与历史事实之间是否会有出

藏》 云：“ （王世贞） 视中贵人锦衣帅幸用事者

入？文本事实之间的差异又会有多大？就王世贞

蔑如，中贵人锦衣帅或有不得，请求政府为地，

与陆炳之间的关系而言，各传记文本说法不一。

亦不为理。相嵩才而欲致之，意弗善也。时有讥

如果要还原历史，所能还原的是历史事实，还是

诋在酒杯，口角闲语流闻嵩，嵩谓世贞恶少年

文本事实？李贽 《王公尚书》 是这样记载：“陆

矣。”何乔远将此事与王世贞、严嵩交恶联系在

炳贵，幸用事。受巨珰指，匿奸狡阎某，欲贷其

了一起。王、严交恶是当时的公共事件，一些书

死，世贞搜炳家得之，炳宛转请脱，既复因执政

写者似乎认为陆炳请严嵩说情，王世贞不给严嵩

以请，卒不许。当时无不侧目世贞者。”王世贞

留情面、并由此激怒严嵩，这在逻辑上更为合

初入官场，任职刑部，陆炳受权贵指使，窝藏要

理。于是张廷玉 《明史》、王鸿绪 《明史稿》 在

犯，王世贞将该犯从陆炳家强行带走。陆炳请权

为王世贞作传时也沿着这一思路记载此事：“奸

贵说情，那么，这位权贵是谁？王世贞的不同传

人阎姓者犯法，匿锦衣都督陆炳家，世贞搜得

记文本却有不同的记载，有的说是徐阶，有的说

之，炳介严嵩以请，不许。”不过 《拟明代人物

是严嵩，有的含糊其辞。王士骐 《行状》 说：

志》 卷四 《王世贞传》 却说宦官和严嵩指示陆炳

锦衣校阎某者，司礼文书珰侄也，有外嬖殴妇死，

匿藏了阎奇：“先是世贞官刑部时，锦衣都督陆

府君下兵马逮之。兵马辱于缇帅者再，匿不出。府君索

炳，受珰、严嵩指，匿奸人阎奇，欲贷其死，世

出之，缇帅炳不能庇，至流涕诉诸执政，徐公以语，府

贞搜得之。炳宛转以请，卒不许。”从情理上

君曰：‘三尺法，人主所以共天下者也，尔何私一锦衣

说，陆炳请徐阶说情的可能性较大，原因是王世

校？吾知奉天子法耳，安知陆公、徐公？’无以应。

贞家族与徐阶有姻亲关系，王世贞 《上太师徐

王士骐对此事的记载最详，并附有传主话语

公》 说：“严氏与今元老相公方水火，时先人偶

及事件细节，极力表现传主刚正不阿的一面。王

辱见收葭莩之末。渠复大疑，有所弃就，奸人从

锡爵 《神道碑》 中的记载在情绪上较为平和，

中构，牢不可解。”“葭莩之末”是结亲，也就是

云：“缇帅陆炳方贵幸用事，受巨珰指，匿奸校

王世贞之父与徐阶有着姻亲关系。求人办事，当

阎某，欲贷其死。公捜炳家得之，炳宛转请脱，

然是找与当事者关系亲密者为佳，因此，陆炳找

既复因执政徐公以请，公不许。”王锡爵说陆炳

徐阶似乎更合乎情理。

通过“徐公”向王世贞求情，这里的“徐公”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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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贞传》 云：“陆炳幸时，匿狡犯，公搜炳家得

在传记中同一史实因理解的不同而会产生

该是指徐阶，徐阶在当时为次辅，位高权重，且

差异，若考察此事，最好能将之置于历史语境。

与王世贞家族关系亲密，不过王世贞对其不留情

王世贞与归有光的关系颇耐人寻味，钱谦益 《震

面似乎有悖情理。为此，屠隆的传记在记载此事

川先生小传》 说：“ （归有光） 尝为人文序，诋

时采取了回避的策略，以“政府”代称，其 《大

排俗学，以为苟得一二庸妄人为之巨子。弇州闻

司寇王公传》 云：“锦衣校阎某者，有嬖人槌杀

之，曰：‘妄则有之，庸则未敢闻命。’熙甫曰：

一说法被广为接受和流传，《明史·归有光列

后来王世贞在写 《书归熙甫文集后》 一文时说：

目为妄庸巨子，世贞大憾，其后亦心折有光。”

撼不容口。”于是钱谦益将归、王二人文字间的纠

后人或引用钱谦益话语，或赞同“弇州心折震

葛设计成正面冲突，并推出“弇州晚年颇自悔”

川”。不过这一说法却引起王世贞的乡党程穆衡

及弇州“推服”震川等观点。程穆衡对此极为反

的不满，其在 《王世贞传》 中批评钱谦益云：

感，说“妄庸子之目自有其人”
，显然是为了袒护

“无忌惮如钱谦益，更谓归熙甫昌言排之 （王世

王世贞，否定钱谦益有关归、王不睦之说。

贞）。夫公 （王世贞） 宏奖辈流，熙甫尝在所涵

要之，通过对王世贞传文本间性的关注，
探讨传记书写是走向传记书写者的理解，还是走

其人，乃移之公乎？谦益性喜攻剋讦闘，其衡诗

向传主历史事实的辨别，从传记文本间性层面对

文亦然，今两家之集具在，无论他作，即考尺

传记叙事、文本事实进行解读，对传记历史事实

牍、墓志膏唇者，可无聚聋而鼓矣。” 程穆衡认

与文本事实进行区隔，有利于后世对传记文本事

为王世贞与归有光本来志趣相投，钱谦益刻意夸

实理解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此外，同一传主的多

大二人的矛盾和冲突。其实，这一事件的真实情

个传记文本，在不同文本转换过程中历史事实与

况是归有光在 《项思尧文集序》 中说：“盖今世

文本事实的区分也非常值得关注，不同文本在相

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茍得

互转换过程中应遵循什么样原则、是否等值、有

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诋排前人。

哪些转变等问题，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

[5]

以王世贞传为例
——

煦，此犹臭味也，而何有差池？妄庸子之目自有

·

事实 、
理解与还原：传记的文本间性

传》 云：“时王世贞主盟文坛，有光力相触排， “熙甫集中有一篇盛推宋人，而目我辈为蜉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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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s, Interpretation, and Restoration:
Inter-textuality of Biographies
—Taking the Bibliographies of Wang Shizhen as an Example
WEI Hong-yuan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Inter-textuality is one of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biographies, which demonstrates itself in the
following forms: textual similarities among different biographies of the same subject, simultaneousness between the biographer and the subject, reconstruction of the same facts but in different versions, and the emphasis on facts in restoration of history. Generally, historical facts are objective, but textual facts are full of
subjectivity. There are different versions of biographies of Wang Shizhen due to the fact that different biographers hav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historical facts. Inter-textuality helps the study of different biographies
of the same subject so that a more accurate and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subject an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can be achieved.
Keywords: Wang Shizhen; biography; intertextuality; textual fact; historical fact
（责任编辑：李向辉）

47

Journ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 Social Sciences ) Vol. 43 No.2 / March , 2015

韩文公云：‘……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魏宏远

‘惟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钱谦益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