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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书画消费与士大夫的身份危机

○ 董文强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ꎬ 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摘　 要〕晚明消费社会中ꎬ书画消费活动逐渐由士大夫阶层普及到社会下层ꎬ呈现

大众化趋势ꎮ 社会各阶层纷纷仿效士大夫的消费活动ꎬ形成书画消费场域的社会竞争ꎬ
严重削弱了书画消费的身份象征意味ꎮ 这使得士大夫产生极大的身份危机ꎮ 因此ꎬ他
们采取区分雅俗身份ꎬ创新消费品味ꎬ转变流行时尚ꎬ增加书画的特殊化等方式ꎬ保持与

其他阶层的社会差异ꎬ重塑书画消费中的身份意义ꎮ 这映照出晚明社会阶层变动时社

会自我调节机制的运行状况ꎮ
〔关键词〕晚明ꎻ书画消费ꎻ士大夫ꎻ社会阶层ꎻ身份认同

消费社会学认为ꎬ除财富、文化、职业之外ꎬ消费也是重要的社会分层标准ꎬ
消费行为、品味具有社会阶层的符号象征功能ꎮ〔１〕 晚明社会经济发达ꎬ消费主义

盛行ꎬ已形成消费社会的基本特征ꎮ〔２〕这种现象的出现ꎬ使得原以职业划分的社

会阶层关系遭到严重破坏ꎬ带有阶层区分属性的消费限制日益瓦解ꎬ各阶层日趋

融合ꎬ使得士大夫遭遇严重的身份危机ꎮ 此种现象引发学界的关注ꎮ 柯律格、巫
仁恕等前辈借鉴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理论ꎬ观察消费层面的社会结构变化ꎬ以及

士大夫的身份区分问题ꎬ取得良好成果ꎮ〔３〕 然而ꎬ他们关注的主题集中在衣食住

行等方面ꎬ对书画消费有涉及ꎬ但有待深入ꎮ 目力所及ꎬ叶康宁吸取消费社会学

理论ꎬ对嘉隆万时期的书画消费进行了俯瞰式研究ꎬ然对士大夫的身份危机与应

对着墨不多ꎬ分析不够条理ꎬ并且他以绘画、古董书画为论述对象ꎬ对书法、明代

时人书画关注不足ꎮ〔４〕笔者欲以此为着力点ꎬ论述晚明不同阶层的书画消费概

况、书画消费背后的价值取向ꎬ以及士大夫的身份危机表现与反应ꎬ探讨晚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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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阶层变迁下的自我调整情况ꎬ冀有助于深化晚明消费与社会阶层的研究ꎮ

一、士大夫的书画消费

(一)士大夫的书画消费概况

书画消费不同于一般的物质消费ꎬ它有较强的文化意味ꎬ属较高层次的消

费ꎮ 对其消费并非仅有金钱即可ꎬ还要有鉴赏力ꎬ保证消费时不被欺骗ꎮ 处于文

艺优势地位的士大夫与之有着天然的联系ꎮ
士大夫的书画消费大致分为高官贵胄和普通士大夫两种类型ꎮ 严嵩父子ꎬ

张居正属于士大夫中显贵者ꎬ自身兼顾政治、文化双重社会地位ꎬ原可凭借政治

身份与普通士大夫、其他阶层拉开身份距离ꎬ但他们并未满足于此ꎮ 他们期望能

在消费趣味上突出文化身份ꎬ以高于普通士大夫ꎬ立于文化阶层的顶端ꎮ “士君

子读书出身ꎬ虽位至卿相ꎬ当存一分秀才气ꎬ方是名士ꎮ” 〔５〕 严氏书画终被籍没ꎬ
部分书画录入«天水冰山录»ꎮ 其中“墨刻法帖ꎬ共三百五十八轴册”ꎬ“古今名画

手卷册ꎬ共计三千二百零一轴卷册”ꎮ〔６〕 其中名贵者有«越王宫殿图» «文会图»
«海天落照图»等ꎮ〔７〕张居正ꎬ一代名臣ꎬ也有书画收藏的雅好ꎬ“今上初年ꎬ张江

陵当国ꎬ亦有此嗜ꎬ但所入之途稍狭ꎬ而所收精好ꎬ盖人畏其焰ꎬ无敢欺之ꎮ” 〔８〕 他

们在宴饮会客之余ꎬ向众人展示自己的藏品ꎬ强调自己的消费品味与之相同ꎬ鉴
赏能力不输于他们ꎮ

晚明书画收藏ꎬ蔚然大观ꎬ普通士大夫也多有消费书画的活动ꎮ “嘉靖末

年ꎬ海内宴平ꎬ士大夫富贵者ꎬ以治园亭ꎬ教歌舞之隙ꎬ间及古玩ꎬ如吴中吴文格之

孙ꎬ溧阳史尚宝之子ꎬ皆世藏珍秘ꎬ不假外索ꎮ 延陵则稽太史应科ꎬ云间则朱太史

大诏ꎬ吾郡项太学、锡山安太学、华户部辈ꎬ不吝重赀收购ꎬ名播江南ꎮ 南郡则姚

太守汝循、胡太史汝嘉ꎬ亦称好事ꎮ” 〔９〕收藏名家涌现ꎬ意味着晚明士大夫的书画

市场庞大ꎮ «味水轩日记»记录李日华与数十位书画商人的交易活动ꎬ仅 １６０３
年“先后十三次古董字画商向他兜售古董字画的事(还有多少次被他忽略未予

记录ꎬ我们不得而知)” 〔１０〕ꎮ
(二)士大夫书画消费中的身份意义

因为“消费在社会学意义上的重要作用之一就在于它既是用于建构认同的

原材料ꎬ又是认同的体现和表达ꎮ” 〔１１〕 故书画消费是塑造自我认同感ꎬ强调身份

区分的重要方式ꎮ 在社会交往中ꎬ士大夫视书画有无为交往依据之一ꎬ“人家壁

上无墨ꎬ阶前无草ꎬ不可与之往来” 〔１２〕ꎮ 由此观之ꎬ若保持自己的士大夫身份ꎬ则
不可无书画ꎮ

权臣的书画消费为其政治身份提供一份财富、品味证明ꎮ 作为上层士大夫ꎬ
他们为保持权力所带来的身份ꎬ必须显示自己的消费能力和层次ꎮ 书画消费集

合财富、品味等要素ꎬ成为最佳消费品ꎮ 王世贞谓严氏贪墨书画ꎬ乃雅好之言可

见一斑ꎬ“分宜当国ꎬ而子世藩挟而行黩ꎬ天下之金玉宝货ꎬ无所不至ꎬ最后始及

法书名画ꎬ盖以免俗ꎬ且斗侈耳ꎮ”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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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消费ꎬ尤其是古董书画与名人书画消费ꎬ实乃奢侈之举ꎮ 普通士大夫在

消费时ꎬ往往不顾身家ꎮ 例如ꎬ何良俊遇到入眼的书画时ꎬ“辄厚赀购之ꎬ虽倾产

不惜ꎮ 故家业日就贫薄ꎬ而所藏古人之迹亦已富矣” 〔１４〕ꎻ范大澈收入不高的情况

下ꎬ“以笔耕之入ꎬ捃摭书画碑帖、三代秦汉器识” 〔１５〕ꎮ 这应非喜好所完全决定ꎬ
背后蕴藏着对身份的追求ꎮ 喜好有雅俗之分ꎬ身份有高低之别ꎮ 喜好往往与身

份相对应ꎬ形成高雅与低俗的对照ꎮ 故雅可识别爱好ꎬ也可标识身份ꎮ 普通士大

夫权势身份不突出ꎬ便欲借雅好消费塑造较高的身份ꎮ
明代以书法装点园林是士大夫消费书画的重要方式ꎮ 这也体现出社会身份

的影响ꎮ 书法装点园林或在明代前业已存在ꎬ但因明太祖朱元璋的强调而使之

具有高贵时尚的符号ꎮ “太祖新建宫殿成ꎬ令儒士熊鼎编类古人行事可为鉴介

者书于壁间ꎬ又令侍臣书«大学衍义»于西庑壁间ꎬ曰:‘前代宫廷多施绘画ꎬ予用

此以备朝夕观赏ꎬ岂不愈于丹青乎?’” 〔１６〕书法装饰原理与皇帝的结合ꎬ使之成为

一种身份的象征ꎬ士大夫浸淫其间受之影响ꎬ致仕后修建园林时ꎬ延请名家书写

匾额、楹联ꎬ悬挂大幅中堂等等ꎬ成为书法消费的模仿者ꎮ

二、大众书画消费

晚明经济较为发达ꎬ奢侈消费大行其道之后ꎬ书画消费逐渐下行ꎬ渐受大众

消费的欢迎ꎮ 加之士大夫的带动ꎬ人们追求更高的消费层次ꎬ生活日益艺术

化ꎮ〔１７〕故书画消费成为晚明的流行时尚ꎮ
(一)大众书画消费的概况

商人是书画消费的重要群体ꎬ尤以徽商为典型ꎮ 明代中后期日趋繁盛ꎬ诞生

十大商帮ꎬ徽商是其中翘楚ꎮ 他们在江南经商、生活ꎬ深受士大夫熏陶ꎬ不自觉地

对消费层次更高的书画消费产生兴趣ꎬ效仿士大夫的书画消费时尚ꎬ形成诸多收

藏家族ꎮ 吴其贞记述到此现象ꎬ“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ꎬ行商于外者搜寻而

归ꎬ因此所得甚多ꎮ 其风始于汪司马兄弟ꎬ行于溪南吴氏ꎬ丛睦坊汪氏继之ꎬ余乡

商山吴氏、休邑朱氏、居安黄氏、榆村程氏所得ꎬ皆为海内名器ꎬ至今日渐次散

去” 〔１８〕ꎮ
宴客时ꎬ徽商也模仿士大夫ꎬ展玩书画ꎬ夸耀自己的消费品味ꎮ 一日ꎬ冯梦祯

应约前往吴江村家ꎬ吴氏“出宝玩见示ꎬ玉物多有佳者ꎬ手卷惟孙过庭«千字»至
佳” 〔１９〕ꎮ 此前ꎬ冯梦祯拜访吴江村时就“得见颜鲁公诗真迹ꎬ苏子瞻自书两«赤
壁»ꎬ大是可宝ꎮ” 〔２０〕何良俊所言更直接ꎬ“世人家多资力ꎬ加以好事ꎬ闻好古之家

亦曾蓄画ꎬ遂买数十幅于家ꎮ 客至ꎬ悬之中堂ꎬ夸以为观美” 〔２１〕ꎮ
徽商的消费品味多紧随士大夫ꎬ创新性小ꎬ故二者的消费对象趋同ꎬ资源竞

争不可避免ꎮ 竞争直接表现为价格的不断提高ꎬ“往时所索甚微ꎬ今其价十倍

矣ꎮ 盖皆吴中儇薄倡为雅谈ꎬ戚里与大估辈浮慕效尤ꎬ澜倒至此ꎮ” 〔２２〕 此处

大估未言明ꎬ但当有徽商ꎬ另则材料有明确说明ꎬ古董书画始于缙绅ꎬ“波靡于新

安耳食ꎮ 诸大估曰千曰百ꎬ动辄倾囊相酬ꎬ真赝不可复辨ꎬ以至沈、唐之画ꎬ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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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关ꎻ文祝之书ꎬ进参苏米ꎬ其敝不知何极!” 〔２３〕 书画收藏本以古董为最佳ꎬ对于

近人书画的收藏应略少ꎬ但材料却说明当时收藏界对今人书画也争相购置ꎬ消费

人群增多ꎬ价便上涨ꎮ
书画消费竞争的展开ꎬ极易造成不辨真赝的盲目消费ꎬ“比来则徽人为政ꎬ

以临邛程卓之赀ꎬ高谈宣和博古ꎬ图书画谱ꎬ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渑
水燕谈之唐琴ꎬ往往珍为异宝” 〔２４〕ꎮ 甚至有人为此家道中落ꎬ吴守淮“以爱玩古

器坠业” 〔２５〕ꎮ
除商人外ꎬ其他阶层的人们也对书画消费有所好ꎮ 都穆«寓意编»中记录 ４０

多位书画收藏者ꎬ包括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医者、工匠、僧道ꎮ〔２６〕 此外ꎬ太监、市民

也十分热衷此道ꎮ 太监中有一定地位者ꎬ其书画消费品味较高ꎮ “成化末ꎬ太监

钱能、王赐在南都ꎬ每五日舁书画二柜ꎬ循环互玩ꎮ 御史司马公垔ꎬ见多晋唐宋

物ꎬ元代不暇论矣! 并收云南沐府物ꎬ计值四万余金” 〔２７〕ꎮ 普通太监的书画喜好

多为世俗之类ꎮ «醉醒石»描绘一名太监不喜倪瓒、米芾的书画ꎬ却对台阁体名

家姜立纲的字赞赏有加〔２８〕ꎮ 谢肇淛的记述也可佐证ꎬ太监对于书画的关注点不

是艺术价值ꎬ而是画中故事ꎬ“宦官、妇女每见人画ꎬ辄问甚么故事” 〔２９〕ꎮ
市民或农民限于资财ꎬ对古董名人书画多望而却步ꎬ对民俗风景类的书画颇

感兴趣ꎮ 张岱记述杭州昭庆寺集市的书画消费存在泾渭分明的情况ꎬ“士女闲

都ꎬ不胜其村妆野妇之乔画ꎻ芳兰芗泽ꎬ不胜其合香芫荽之薰蒸ꎻ丝竹管弦ꎬ不胜

其摇鼓欱笙之聒帐ꎻ鼎彝光怪ꎬ不胜其泥人竹马之行情ꎻ宋元名画ꎬ不胜其湖景佛

图之纸贵ꎮ” 〔３０〕

综上ꎬ晚明大众书画消费较为普遍ꎬ可谓形成了一种消费时尚ꎮ 时尚的引领

者是士大夫ꎬ大众多是追逐者ꎬ模仿其品味和行为ꎮ 于是ꎬ书画消费时尚中带有

了竞争的色彩ꎮ 准确言之ꎬ士大夫的雅好消费面临着激烈竞争ꎮ
(二)大众书画消费的价值取向

晚明大众消费书画ꎬ不仅单为生活的装点ꎬ还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ꎮ 很大程

度上ꎬ他们是借书画消费ꎬ提高社会地位ꎬ缩小与士大夫阶层的身份差距ꎮ
家境殷实的商人不乏真心喜爱书画者ꎬ然多以此装点门面ꎬ弱化商人身份ꎬ

增加文化象征资源ꎮ “忆昔我徽之盛ꎬ莫如休歙二县ꎬ而雅俗之分ꎬ在于古玩之

有无ꎬ故不惜重值ꎬ争而收入ꎮ” 〔３１〕雅好便意味着身份地位的高上ꎬ徽商书画消费

的动机是摆脱俗的消费品味ꎬ追求雅致的消费与更高的身份认同ꎮ
由于人情和地缘的优势ꎬ他们展玩书画ꎬ夸耀消费品味ꎬ往往会获得身份认

同ꎮ 宜兴吴氏次子虽富ꎬ但未有书画收藏ꎬ平素多受人鄙夷ꎬ后千金购得唐人

«十八学士»袖轴一卷ꎬ故“置酒宴兄与其素鄙己者ꎬ酒半ꎬ故意谈画ꎬ众复嗤焉ꎬ
然后出所易以玩ꎮ 其兄惊且叹曰:‘今日方可与素之鄙俗扯平’” 〔３２〕ꎮ 北京任廷

玉ꎬ“好慕贤士ꎬ如恐不及ꎮ 公卿至其家ꎬ廷玉出书画示相与玩赏ꎬ竟日乃去ꎬ然
未尝资其势也ꎮ 以是馆阁而下诸缙绅ꎬ皆乐与之交ꎬ凡有所往ꎬ必为诗以华

之” 〔３３〕ꎮ 展玩后ꎬ众人回到公共空间ꎬ担负起商人消费品味的信息源ꎬ传播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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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象征ꎬ改变社会对其商人身份的观念ꎬ增加身份的文化认同ꎮ
太监本为男性ꎬ却与男性士大夫存在身份差距ꎬ其选择与士大夫相同的雅好

消费ꎬ亦蕴藏着追求与士大夫身份认同的目的ꎬ并且真有成功者ꎮ 陆容记此一

例ꎬ“京师人家能蓄书画及诸玩器盆景花木之类ꎬ辄谓之‘爱清’ꎮ 盖其治此ꎬ大
率欲招致朝绅之好事者往来ꎬ壮观门户ꎬ甚至投人所好ꎬ而浸润以行其私ꎬ溺于所

好者不悟也ꎮ 锦衣冯镇抚珤ꎬ中官家人也ꎬ亦颇读书ꎬ其家玩器充聚ꎬ与之交者ꎬ
以‘冯清士’目之”ꎮ〔３４〕

身为普通民众购买一些书画作品ꎬ改善生活品味ꎬ提升阶层地位ꎮ 其品味虽

与士大夫区分开来ꎬ但当他们获得足够的财富之后ꎬ极有可能会与士大夫竞争书

画精品ꎮ 故市民、农民与士大夫在消费中的身份虽有区分ꎬ但不稳定ꎮ
要之ꎬ晚明书画消费的竞争ꎬ在大众追求社会地位提升的价值观导引下ꎬ成

为了阶层身份的竞争ꎬ透露出各阶层对士大夫身份的渴望与争夺ꎮ 当然ꎬ他们很

多人确实获得了士大夫的认同ꎮ 因此ꎬ消费竞争最终反映到社会结构中的阶层

变动ꎬ士大夫与他群的身份区分日趋模糊化ꎮ

三、书画消费中身份危机

(一)士大夫身份危机的表现

士大夫面对大众对书画消费的效仿ꎬ身份危机感大增ꎬ表现为他们对大众消

费的品评中ꎬ自我标榜清雅ꎬ斥责大众为世俗的言语ꎬ以及流行时尚的转变速度

加快ꎮ
士大夫认为其他阶层的书画消费乃俗人俗举ꎮ 如前文中“近来富贵家儿ꎬ

与一二庸钝痴汉ꎬ沾沾以好事自命” 〔３５〕ꎮ 宴会夸耀书画乃俗举ꎬ“今人几席间往

往宝玩充斥ꎬ黄白灿陈ꎬ若非贾竖ꎬ则一富家翁耳ꎮ” 〔３６〕对不通书画的官宦也谓之

俗宦ꎬ«绘事微言»记述一例ꎬ“王酉室得沈启南直幅四轴ꎬ极其精妙ꎬ吴中有一俗

宦ꎬ闻其美而谋之ꎬ愿出二百金ꎬ王终不与ꎮ 后王西园一见ꎬ坐卧画间两日ꎬ酉室

谓画遇若人ꎬ真知己也ꎬ因述二百金之说ꎬ西园以一庄可值千金易之ꎮ” 〔３７〕他们见

乐此不彼的购买赝品书画的富人ꎬ多有讥讽ꎬ“如幻人之化黄龙ꎬ如板桥二良子

之变驴ꎬ又如宜君县夷民改换人肢体面目ꎮ 其称贵公子大富人者ꎬ日饮蒙汗药而

甘之若怡矣ꎮ” 〔３８〕黄省曾认为吴中富贵多俗人ꎬ“至今吴俗权豪家好聚三代铜器ꎬ
唐宋玉窑器书画” 〔３９〕ꎮ

虽然士大夫认为大众的书画消费是庸俗的ꎬ但书画消费却非庸俗ꎬ还是雅俗

之别的重要标志ꎬ“雅俗之分ꎬ在于古玩之有无” 〔４０〕ꎮ 上文的贬低之举实属正常ꎬ
但也出现与之矛盾的情况ꎮ 大众若能有此好ꎬ并与士大夫友好往来ꎬ则多能获得

雅致身份的认可ꎮ 上文中徽商吴江村、北京商人吴廷玉、太监冯清士等事例可

见ꎮ 即使严嵩父子贪墨书画ꎬ也获得士大夫“免俗”看待ꎬ并认为“贪残中又带雅

趣” 〔４１〕ꎮ
书画消费时尚多由士大夫引领ꎬ他们的品味成为大众时尚后ꎬ就丧失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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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象征ꎮ 他们便以转变消费时尚来重建身份优势ꎬ并且速度不断加快ꎮ 这从

侧面说明士大夫内心的焦躁ꎮ 晚明书画时尚中心在江南ꎬ“(姑苏人)善操海内

上下进退之权ꎬ苏人以为雅者ꎬ则四方随而雅之ꎻ能令真俗者ꎬ则随而俗之ꎮ” 〔４２〕

江南的潮流则有士大夫引领ꎬ“玩物之好ꎬ始于一二雅人ꎬ赏识摩挲ꎬ滥觞于

江南好事缙绅” 〔４３〕ꎮ 这一二雅人有韩世能、詹景凤等士大夫ꎮ 韩世能见张居正

被籍没的书画ꎬ“颇以廉直收之ꎮ 吴郡项氏ꎬ以高价购之ꎬ间及王弇州兄弟ꎬ而吴

越间浮慕者ꎬ皆起而称大鉴赏矣” 〔４４〕ꎮ 詹景凤早于大众发现文徵明的绘画价值ꎬ
后成时尚ꎬ“文太史初下世时ꎬ吴人不能知也ꎮ 而予独酷好ꎮ 所过遇有太史画无

不购者ꎬ见者掩口胡卢谓购此乌用ꎮ 是时价平平ꎬ一幅多未逾一金ꎬ少但三四五

钱耳ꎮ 予好十余年后吴人乃好ꎬ又后三年而吾新安人好ꎬ又二年而越人好ꎬ价相

埒悬黎矣ꎮ” 〔４５〕

士大夫的品味形成时尚后ꎬ几乎不再受其控制ꎬ流行速度呈加快趋势ꎮ 对文

徵明绘画的消费时尚可见一般ꎬ由詹景凤的品味成为吴人时尚需 １０ 年ꎬ而由吴

人到新安人只需 ３ 年ꎬ再到越人仅需 ２ 年ꎮ 面对于此ꎬ士大夫被迫不断构建新品

味ꎮ 这可从书画价格变动中发现痕迹ꎮ 张弼“在当时以气节重ꎬ其书学怀素ꎬ名
动四裔ꎮ 自吴中书家后出ꎬ声价稍减ꎮ” 〔４６〕祝允明、董其昌、王铎的书风受市场欢

迎程度的变化也体现了明中后期士大夫审美品位的嬗变ꎬ“(祝允明)当日声名

迈三宋而上接鸥波ꎬ洵不虚矣ꎮ 不百年而董宗伯挺出云间ꎬ希哲声价减其五六ꎬ
再数年而王相国继起孟津ꎬ希哲声价顿减七八ꎮ” 〔４７〕 祝允明书法折价五六成ꎬ原
需 １００ 年ꎬ故一成需 ２０ 年左右ꎬ但后来不到数年便降一成ꎬ单位时间少于 ２０ 年ꎬ
其折价逐渐加速ꎮ 这也意味着士大夫的书法消费品味转变速度加快ꎮ 绘画消费

也是如此ꎬ王世贞记ꎬ“画当重宋ꎬ而三十年来忽重元人ꎬ乃至倪元镇以逮明沈

周ꎬ价骤增十倍ꎮ 窑器当重杀汝ꎬ而十五年来忽重宣德ꎬ以至永乐、成化ꎬ价亦骤

十倍ꎬ大抵吴人滥觞ꎬ而徽人导之ꎬ俱可恨也ꎮ” 〔４８〕ꎮ 其中的“忽”自可见绘画时

尚转变之快ꎮ
(二)士大夫应对身份危机的措施

面对竞争ꎬ士大夫在产生身份危机感之余ꎬ也作出积极的回应ꎬ以构建起与

他群的差异ꎬ主要举措有贬斥商人所为ꎬ创造新的消费品味ꎬ增加书画的特殊化ꎮ
辨别雅俗ꎬ区分身份ꎮ 士大夫贬斥富贵庸俗ꎬ不仅是身份焦虑的表现ꎬ也是

对社会仿效的应对ꎮ 他们文化水平较高ꎬ掌握一定话语权ꎬ能及时发表意见ꎬ维
护自己的利益ꎬ包括身份优越感ꎮ 上文从书画消费过程的角度ꎬ说明士大夫利用

话语权区分雅俗身份的情况ꎬ但主要指士大夫与其他阶层的身份划分ꎬ其实士大

夫阶层内部也区分身份ꎮ 他们对在书画消费行为上沾染商人习气的士大夫也极

力排斥ꎬ如时人对项元汴标价的态度ꎮ 项氏乃晚明著名收藏家ꎬ对书画喜爱尤

甚ꎬ“嗜古人法书如嗜饮食ꎮ 每得奇书不复论价” 〔４９〕ꎮ 他在购置书画之后ꎬ会写

下自己的估价ꎮ 这种行为多少与商人类似ꎬ多为士大夫所讥讽ꎮ 姜绍书说他ꎬ
“每得名迹ꎬ载其价于楮尾ꎬ以示后人ꎮ 此与贾竖甲乙帐簿何异?” 〔５０〕孙承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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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对此举不屑ꎬ“载所买价值ꎮ 俗甚ꎮ” 〔５１〕 排斥即是将项元汴之举定为雅中的俗

士ꎬ对其贬斥以标榜自己的清雅ꎬ强调自己与之身份差异ꎮ
创新品味ꎬ重塑身份ꎮ 士大夫在批判大众化的书画消费的同时ꎬ也重新发掘

新的消费品味ꎬ以摆脱被俗化的品味ꎮ 前文已说明此点ꎬ但局限于士大夫作为消

费者的角度而言ꎬ实际上士大夫集书画消费者、生产者、鉴赏者为一体ꎮ 他们积

极地创造新的书画作品ꎬ从生产源头控制书画时尚的身份属性ꎮ 换言之ꎬ明代书

画流行风格的转变都隐喻士大夫消费品味和大众消费时尚的变化ꎮ 限于篇幅ꎬ
以书法为例做一说明ꎮ

明代书法流行风格大致有台阁体、吴门书风、云间书风和晚明四家风格ꎮ 这

几种风格多一定替代性ꎮ 每种书风在一段时间内由士大夫创造ꎬ再市场化消费ꎬ
而后士大夫认为此书风俗气太重ꎬ不再符合其品味ꎬ故寻求艺术风格的转变ꎬ创
造新的消费品味ꎮ 故每种书风的盛行都是士大夫对大众消费品味的重塑ꎮ 在明

初台阁体盛行ꎬ沈度、沈粲的书法深受皇家和士大夫的喜爱ꎮ 中期后ꎬ士大夫见

台阁体为时人皆好ꎬ成为俗胥之书ꎬ与其身份不符ꎮ 若消费此等人所创作的书

法ꎬ则是对清雅身份的践踏ꎮ 他们便改变书法风格ꎬ拉开与大众的艺术品位ꎮ
“今国家诰敕及宫殿匾额ꎬ皆用笔法极端楷者书之ꎬ谓之‘中书格’ꎬ但取其庄严

典重耳ꎬ其实俗不可耐也ꎮ 然亦时俗之所赏ꎬ胥史之模范耳ꎮ 昔程邈作

书ꎬ以便贱隶ꎬ谓之隶书ꎮ 今中书字体谓之胥书可也ꎮ” 〔５２〕因此ꎬ吴门书派应时而

兴ꎬ如前文祝允明、文徵明的书法价格之高令人惊叹ꎮ 但董其昌和晚明四家继

起ꎬ祝的书价加速下降ꎬ文徵明也如此ꎬ“在日名绝重ꎬ卿相无不折节ꎬ下至妇人

童子皆知之ꎮ 乃今没后四十年来ꎬ人遂不购其书” 〔５３〕ꎮ 不购其书的原因则是与

台阁体被吴门书风所替代相似ꎬ即吴门书风被过度消费ꎬ而丧失士大夫身份的象

征意义ꎮ 云间莫云卿言明此点ꎬ“数公而下ꎬ吴中皆文氏一笔书ꎬ初未尝经目古

帖ꎬ意在佣作ꎬ而以笔札为市道ꎬ岂复能振其神理ꎬ托之毫翰ꎬ图不朽之业乎?” 〔５４〕

之后云间书风被晚明四家书风替代也是类似的原因ꎮ 因此ꎬ士大夫不仅是消费

品味的引导者ꎬ还是消费品味的创造者ꎮ
物的特殊化ꎬ增加书画消费的文化意义ꎮ 文化人类学认为ꎬ物的商品化过

程ꎬ是社会身份同质化过程ꎬ会遭到社会群体内的抵抗ꎬ部分人便将某物特殊化ꎬ
增加其特定标识ꎬ使之背负文化的重担ꎮ〔５５〕作为文化艺术的维护者ꎬ晚明士大夫

对富商消费的抨击ꎬ可见其对书画商品化的反对ꎮ 他们采取书写题跋ꎬ钤印藏章

等方式ꎬ令原本只是商品的书画ꎬ变为有文化意义的艺术品ꎬ增加其所附带的文

化属性ꎬ降低商品属性ꎬ使得书画日后不论在何处ꎬ都带有士大夫文化的烙印ꎮ
大众消费时ꎬ也追求这种特殊化过的书画ꎬ因为他们不仅获得一件商品ꎬ还表明

其品味与士大夫相同ꎬ为其消费增加身份意义ꎮ 董其昌收藏的«富山春居图»和
«江山雪霁图»流入市场后则迅速成交ꎬ可见一斑ꎮ〔５６〕此外ꎬ“特殊化不是由物在

某个交换系统的结构中所处位置来确认ꎬ而是通过间或闯入商品领域ꎬ紧接着迅

速退入独特的‘艺术’封闭领域从而得到确认ꎮ” 〔５７〕 士大夫痴迷于书画消费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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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增加身份象征ꎬ而非获利ꎬ使书画由商品转变为艺术藏品ꎬ退出市场ꎮ 这也是

一种特殊化措施ꎮ 他们的消费降低了书画成为商品的可能ꎮ 这种特殊化举措ꎬ
使得书画的社会意义得到增强ꎮ 士大夫对书画的特殊化ꎬ也是对书画的身份化ꎮ

四、结　 论

综上ꎬ在书画消费大众化的潮流中ꎬ士大夫的行为和品味不断被大众所模

仿ꎬ形成流行时尚ꎮ 这既是其他阶层对其地位的认同ꎬ也是与之争夺地位的开

始ꎮ 加之消费的竞争性增强ꎬ阶层身份模糊化趋势加剧ꎬ士大夫的身份遭到空前

挑战ꎮ 因此ꎬ书画消费时尚的形成意味着身份危机的产生ꎮ 士大夫在雅俗划分

和时尚转变加速中展现了其内心的感受ꎮ
面对身份危机ꎬ士大夫以消费保持自我身份的认同ꎬ增加身份的象征ꎻ以话

语表达划清自我与大众的雅俗界限ꎻ以创新品味摆脱品味的大众化ꎬ重塑身份的

差异ꎻ以物的特殊化增加书画的文化意义ꎮ 士大夫的书画消费成为其构建身份

差异ꎬ增强自我认同的场域ꎮ
晚明书画消费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阶层的变迁和社会自我调节

机制的运行ꎮ 封建社会晚期的明代ꎬ社会阶层划分仍广泛存在于各领域ꎮ 社会

阶层界限的维护依靠两种方式:一是国家层面的制度规定ꎬ一是社会的自我调节

机制ꎬ即各阶层的自觉遵守和社会精英阶层的重构ꎮ 书画消费领域国家制度的

限定ꎬ也就不存在阶层区分ꎬ但书画的文化属性使其与士大夫存在天然的身份关

联ꎬ故消费之中形成了自觉地身份界限ꎮ 书画消费代表了此类国家制度缺失的

消费领域ꎬ其身份界限的维护完全由社会自我调节实现ꎮ 士大夫处于社会上层ꎬ
身份受到冲击的可能最高ꎬ他们是社会自我调节实现的关键所在ꎮ 故士大夫通

过多种途径维护自我身份ꎬ拉开与其他阶层的界限ꎮ 当然ꎬ士大夫的举措能取得

一定的身份区隔ꎬ但难以阻挡社会阶层界限模糊的大势ꎮ

注释:
〔１〕李怀、程华敏:«消费分层:一个社会分层的重要维度»ꎬ«江汉论坛»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ꎮ
〔２〕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消费社会与士大夫»ꎬ北京:三联书店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２３ － ６５ 页ꎮ 从奢侈风

气、消费频率等方面论述晚明社会进入消费社会ꎮ
〔３〕柯律格以文震亨«长物志»为出发点ꎬ对晚明士大夫的文玩商品化、物的特殊化与社会阶层的关

系做了开拓性研究ꎮ («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ꎬ北京:三联书店ꎬ２０１５ 年ꎮ)巫仁恕

从乘轿、服饰、旅游、家具等方面ꎬ分析消费社会中士大夫的身份建构ꎮ («品味奢华:晚明消费社会与士大

夫»ꎬ北京:三联书店ꎬ２００８ 年ꎮ)
〔４〕〔７〕叶康宁:«竞尚清雅:明代嘉万时期的书画消费»ꎬ南京师范大学 ２０１１ 年博士论文ꎮ
〔５〕〔３６〕董含:«三冈识略»(卷三林史)ꎬ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０ 年ꎬ第 ６２、６２ 页ꎮ
〔６〕佚名:«天水冰山录(及外一种)»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８５ 年ꎬ第 ２２３、２９６ 页ꎮ
〔８〕〔９〕〔２２〕〔２３〕〔２４〕〔３８〕 〔４１〕 〔４３〕 〔４４〕沈德符:«万历野获类编»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５９ 年ꎬ第

６５４、６５４、６５４、６１３、６５３、６５４、２１１、６５３、６５５ 页ꎮ
〔１０〕朴正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ꎬ北京:三联书店ꎬ２００４ 年ꎬ第 ２５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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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王宁:«消费社会学»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０１ 年ꎬ第 ４３ 页ꎮ
〔１２〕周晖:«金陵琐事»ꎬ南京:南京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ꎬ第 １５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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