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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之恒结社活动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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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晚明文人结社之风盛行，-L-A．以文会友、诗酒酬唱，形成了一种时代风气和社会潮流。考证潘之

恒在各地的结社活动。可以了解晚明文人的生活风貌、精神状态以及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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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徽』、I'1籍诗人、戏曲评论家潘之恒，一生好游，

足迹踏遍南北。在游历过程中，他多次参与当地的各

类社集活动。这些活动对潘之恒的文学创作影响甚

大。结社大多时候都伴随着文学活动，每次社集活动

都会产生相应的文学作品。好事者每每集而梓之，有

文集、诗集行世。考证潘之恒在各地的结社活动，可以

了解晚明文人的生活风貌、精神状态以及对其文学创

作的影响。按照社集的目的和内容，可以将潘之恒参

与的社集活动分为文社、诗社、酒社、曲社、禅社这几

类。

一、文社

所谓文社，陆世仪《复社纪略》云：“令甲以科目取

人。而制义始重，士既重于其事，咸思厚自濯磨，以求

副功令，因共尊师取友，互相砥砺，多者数十人，少者

数人，谓之文社。”l嘴一文社是在科举取士制度刺激下

自发组织的专攻八股制义的社团，明代是科举制的鼎

盛时期。文社之兴与此密切相关。文社大致出现于嘉

靖末，兴于万历一朝，启祯间达到全盛。文社的兴起，

是晚明文人结社的重要特点。

1．丰干社

隆庆四年，汪道昆在家乡歙县举丰干社，汪道昆

《丰干社记》云：

“往余家食。窃称诗供中，二仲雅从余游，独向往

当世作者⋯⋯遂盟七君子为会丰干。七君子则孝廉陈

仲鱼、文学方献成、方羽仲、方君在、方元素、谢少廉、

程子虚。会吴虎臣将游江淮．愿以布衣来会。盟既成，

虎臣行。适余起家拱中，虚无人矣。诸君子讲业丰干之

上．修故约如初。”12J毫七十。

潘之恒《丰干咏序》也记录了自己少年时入丰干

社的情形：

“嘉、隆间汪伯玉司马为二伸开社。萃多士于斯溪之

南，惟吴虎臣居长，岩之里有三方，为献成、羽仲、君在，

伯氏象安以燕游不与入．万历初而不慧始以童子参盟，

盖垂四十年，而风调遗响，若断若续。’’翻l五

丰干社是汪道昆为了让他的两个胞弟能够结交

名流，接受讲业，提高制义而设立的带讲学性质的文

社。汪道昆与潘之恒的祖父、父亲是世交，少年潘之恒

参与汪道昆的丰干社是承载着父辈的厚望而来接受

科举应试教育的。当然，丰干社也有诗酒唱和活动，潘

之恒在万历初以童子参盟。因才华出众得到诸多名流

的教诲而在当时的诗坛崭露头角，“自君髫时，辄以古

文词受知汪伯玉、王元美、李本宁诸公，赫赫名起。”14I巷首

从此走向一条坎坷、多舛的文学之路。

2．芝云社

潘之恒曾“读书武林，武林之才士，闻景升名，招

人其社。以文学行谊相切劁，社在湖上之南，若有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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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云，因以名社”，阁姑二十六社友十人，。十人者，或偕计

吏，或备博士弟子员，或游太学，或在编列之民，递为

师友，不相阂隔。亦犹行古之道也。”阁卷二十六他们都是

当时文坛的才俊．李维桢“游武林则又因景升而内交

其友，风韵道上。知略辐辏。”嗍眷二十六即便是声名熠熠

的李维桢也不得不感叹“东南之美尽于是矣!”，“十

人所论，撰其理则经，其文则子与史。”lsJ卷二十六芝云

社成员创作的都是时义之文。“而已。裒其社所为时

义，将付之剞劂者。以志其一时遇合之盛。”嘲卷二十六所

作时义集为《芝云社稿》，李维桢为之作序。与前述参

加丰干社不同的是，潘之恒此时业已成名，他是被邀

入社，与社友共同切磋制义，身份显然较高。

3．颍上社

汪道昆《颍上社记》提及该社的创建：“六君子者

社颍上，则抵太函氏，愿定久要之言。”12]卷七十五同里六

君子颍上集社，六君子者，汪道昆《颍上社记》记有方

君在、潘玄超、潘元仲、汪景纯、方子中、程用修。李维

桢《颍上社草后语》云：“社凡六人，与余善者，潘之恒、

方以巽。”四卷一三三潘之恒、方以巽未见汪氏上述文中提

及，可能是后来参与的。李维桢为《颍上社草》作跋，其

中有潘之恒、方以巽的时文入选。 、

“颍上社之为举子业也，不为举子业也．其所取材

则老庄左马四家为多。要以谈理中于裒实。较世儒奚

啻胜之。假令举子业皆若是，又何病焉?故法得理而

胜。未闻理足而离法者也，执法而文尤不具。未闻废法

而能文者也。四家之言具在理与法。皆沿六经至，谓六

经无法不亦悖哉!”01·一三2

由此可以判断，颍上社是一个探讨制义的文社组

织。

二、诗社

结社赋诗，彼此酬唱，在明代文人当中是最为常

见的一种现象。所以诗社是明代文入社集最主要的类

别。诗社活动虽然也有宴饮、狎妓、出游、观剧等娱乐

活动，但还是以吟咏酬唱为主，每会必有诗作产生。

1．白榆社

万历八年汪道昆解组回到家乡歙县，组织白榆诗

社，潘之恒是最早的参与者之一。汪道昆《送龙相君考

绩序》记：“乃构白榆社，据北斗城，入社七人，谬长不

佞，君御为宰，丁元甫奉楚前茅，郭次甫隐焦山，岁一

至．居守则吾家二仲洎潘景升。”嘴t据康熙《徽州府

志》卷二记录，白榆山在郡城东南郊，此社乃以山为

名。李维桢《鸾啸轩诗序》日：“友人潘景升弱冠善举子

业，厌之，为古诗，有《蒹葭馆草》。已而里中汪司马先

生解组归，首执贽问奇，因与诸弟若四方词人游新安

者为社，有《白榆社草》。”嘲卷二三白榆社是明代万历初

年影响颇大的一个诗社，钱谦益有“碘中主盟。白榆结

社，腥酿肥厚之词，熏灼海内”的说法。16p03由于汪道昆

在隆万诗坛的领袖地位，白榆社声誉曰起。“诸宾客来

自四方，择可者延之入”，嘴七除了上述《送龙相君考绩

序》中提到的最初参加的七人外，陆续加入白榆社的

有余翔、屠隆、徐桂、李维桢、朱多怔、沈明臣、章嘉祯、

周天球、俞安期、吕胤昌、吴稼蛭、胡应麟、张一桂等，

他们大都是江浙一带的名士。潘之恒与他们一起吟诗

宴饮，留下了《白榆社草》诗集。如果说当初潘之恒加

入丰干社是长辈们的提携．只在徽州一隅略有诗名的

话，那么参加白榆社后，便声名鹊起。

2．南屏社

万历十四年八月．潘之恒在杭州参与南屏社集

会。汪道昆《南屏社记》云：

“往，余由武林而趋吴会。即次西湖。四方之隽不

期而集者十九人．于是乎有中秋之会⋯⋯自四明至者

则屠长卿、汪长文、杨伯翼，自吴门至者则曾子念、毛

豹孙，自华亭至者则曹叔重、陆君策，皆从长卿；自京

口至者则邹汝翼、茅平仲，皆从司马；自天台至者则蔡

立夫；自金陵至者则李季常。乃若潘景升则前驱，徐茂

昊、李含之、杨思锐、俞叔懋暨不佞。明卿则东道主

也。”四·七十卉

这次诗会的首倡者还是汪道昆。参与者有屠隆、

汪长文、杨伯翼、曹子念、毛豹孙、曹叔重、陆君策、邹

汝翼、茅平仲、蔡立夫、李季常、潘景升、徐茂吴、李含

之、杨思锐、俞叔懋、卓明卿。南屏之会聚集了当时诗

坛的许多名流，用注道昆的说法就是“东南之美具

矣”。南屏社实际上是白榆社的延续，并从家乡歙县移

至经济繁华、文化活动更加丰富的东南胜地杭州，形

成了以汪道昆为首的诗歌活动中心。后七子、后五子、

四十子派成员大都产于其中。因此出现了不同的诗派

群体和互相影响的诗歌风格。

3．长安结社

潘之恒万历十七年抵达北京，他在《筝侠》一文中

提到：“余乙丑(万历十七年)岁到燕京。”川杂篇卷五钱谦

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程布衣可中》云：“初入汪司

马自榆社，继与梅季豹、何无咎、潘景升同盟于长安”。

可见，潘之恒曾经在京城与程可中、梅季豹、何无咎等

人结盟，此行有诗集《黍谷集》。

4．郢中社

万历二十一年潘之恒游楚期间，与朱开美、张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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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葛更生、张永卿、方子公、袁小修等结鄄中社。潘之

恒《郢中社诗序》云：“于是干人中特起者为王孙开美、

文学张无疆、葛更生、张永卿。无何，方子公至自京口，

袁小修至自武林。于时春也，日相倡和。积而成帙，署

日郢中社诗。”13】卷五此次社集活动结集为《鄄中社诗》。

5．金陵社

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丁集卷七《金陵社集序》提

到明末金陵文人聚会，初盛于嘉靖中叶，再盛于万历

初年，“其后二十余年．闽人曹学俭能始回翔棘寺，游

宴治城，宾朋过从。名胜延眺。缙绅则臧晋叔、陈德远

邦瞻为眉目．布衣则吴非熊、吴允兆、柳陈父、盛太古

为领袖。台城怀古，爰为凭吊之篇；新亭送客，亦有伤

离之作。笔墨横飞，篇帙腾涌，此金陵之极盛也”。《列

朝诗集》所列的金陵诗社的诗人名单也有潘之恒，金

陵社唱和结集为《金陵社集诗》。潘之恒有《冶城集》。

与历史上的文学流派相比，晚明诗派及群体在构

成和维系上对结社的依赖十分突出。隆万之际，后七

子派中兴。白榆社、南屏社充任了纽带作用，尤其是白

榆社，联系着汪道昆、龙膺、丁应泰、郭第、汪道贯、汪

道会、潘之恒、李维桢、屠隆、徐桂、胡应麟、余翔等数

十位诗人，社事持延长久，为后七子派成员保持密切

联系提供机会。万历中叶，随着汪道昆的离世。派中社

事稀少，成员分散，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它已淡出诗坛

中心。继之而起的是公安派在阳春社、五咏楼社、葡萄

社之上立派。甬上诗派生成于甬上诗社，晚明闽派形

成于芝山社、红云社、石仓社，粤东诗派的创立和延续

有赖于南园后五子社和南园十二子社，风靡大江南北

的结社促成了文坛流派群体繁兴的局面。

三、酒社

所谓酒社，顾名思义就是酒友结成的团体，其特

点是因饮立社。社集以饮为务。酒社之饮通常不是单

纯的，多与校射、赋诗、歌舞、博戏、狎妓等活动参合在

一起。酒社有赋诗的活动，但与诗社有所不同，诗社中

赋诗为主。饮酒则为佐诗之料；酒社中饮为主。诗为醉

后即兴之作。

1．留都文酒会

潘之恒在《扯三张》一文中展示了酒会的形式和

内容：

“余戊子岁从奔州公在留都右司马邸．无日不与

文酒会。酒行数巡．即令取牌扯三张。每一人为主，众

环而敌之。或全胜，或全负，或胜负相参，负者取大斗

饮之。力歉有起逃者。果醉则勿追，佯醉则止。全胜者

众不服．乃再主与众敌，成大噪尽欢。公间陶然，令两

竖子扶掖而入，客复与诸公子竞欢。屡会，其情若新，

其酒会之善。毋以瑜此。”翻l四酒社之饮叫“校饮”，也就

是赛酒会，全然以斗酒为乐，不醉不休，一醉方休，连

颇有身份而略显老迈的王世贞也乐在其中，醺醺然被

搀扶回内室休息。而他的公子、弟子、门客们继续博

酒。这样的酒会是无日不在进行，仅此一斑可见当时

留都的社会风气。

2．武昌文酒会

在武昌期间。潘之恒参与了袁中道等人的文酒

会。袁中道《寿南华居士序》云：“予少时游武昌，与西

陵丘长孺、大鄣潘庚生等结文酒之会。”陴1武昌的文

酒会透着豪爽、浪漫，《今夕行，同丘长孺、王大壑诸公

赋，时有别意》就展现了一次文酒会的盛况：

斗酒会，武昌城。歌递代．舞纵横。武昌今夕无限

情，为君高歌《今夕行》。一叶飘零寄武昌，武昌城外暂

相羊。黄军浦口同飞盖，芳草洲头共举觞。九陌三市公

子宴。五白六赤少年场。紫蟹如土不值钱，擎出满盘带

雪霜。结伴追欢到此夕。天涯兄弟皆来客。我辈意气本

豪雄，尊前况有新相识。今夕何夕兴翕习，子夜微歌声

转急。击剑人逢击筑人，有情笑与无情泣。天星楼上花

枝粲。采珠拾翠杯无算。传说陆郎秣班骓，繁弦急管杂

哀叹。君不见黄牛峡朱雀道，山色苍苍水浩浩。此时相

逢不尽醉．东西别去令人老。略

明中叶后的武昌，商业发达。城市富庶，乃歌舞繁

华之地，酒社活动体现了城市生活的丰富多彩。潘之

恒《涉江诗选》有《今夕行同吴皋倩、王任仲、丘长孺、

袁小修饮五咏楼赋》、《武昌曲八首》等诗描写武昌结

社的情形。《武昌曲》题注日：“余时邀四子结社五咏

楼，寻各散去，种种悲婉，托诸乐府歌之。”t41s笠可以把

这看作是潘之恒在武昌倡发的五人结成的“五咏楼

社”，这是大社之中的小社，这种现象也是极为普遍

的。潘之恒游武昌有《涉江诗选》。

3．岩镇结社

万历二十五年春．袁宏道解组后游览山水来到歙

县，客岩镇潘之恒娑萝园。相与唱和。袁宏道《伯修》

云：“已复道岩镇，客潘景升家，东西南北名士凑集者，

不下十余人。朝夕命吴儿度曲佐酒。”l’岬潘之恒、袁
宏道、陶望龄、方子公等人在岩镇结社，袁宏道此行有

《赠潘景升》、《潘庚生馆同诸公得钱字》、《赠景升》等

诗收于《解脱集》中。llOlS斛·385陶望龄《歇庵集》有《集潘

庚生馆得钱字》诗。fill卷兰

酒会之兴是明代社会和明代文学的一个特别现

象。明万历时期社会的商业化程度有了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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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日益丰富，刺激了社会的享乐之风。从世风

方面来说，万历时期人们普遍好饮、好游、好色、好玩

乐、好享受，以致嗜酒、狎妓、赌博等蔚然成风。受这种

世风影响，万历士风为之大变。当时文人多不喜家居

而好结伴游宴，他们出入酒肆。往来歌楼，沉于声色，

醉于酒场。这也成了潘之恒的日常生活内容，在饮酒

中沉迷．在游乐中遗忘。以逃避科举造成的失意，家庭

生活带来的重压。

四、曲 社

明末金陵文人结社异常活跃。各种社集活动频

仍。但是金陵社集最多的还是曲社，歌舞演剧等娱乐

活动在明末文人社集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所谓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金陵自古衣冠文物盛于

江南，文采风流甲于海内，尤其是秦淮河畔，名伶歌妓

云集，但凡文人士大夫涉足金陵，无一不吟咏章台而

留下干古绝唱。金陵作为明代的留都，聚集着众多不

得志的闲职官员以及怀才不遇渴望有朝一日金榜题

名的科考失意士子，结社活动往往把他们融合在一

起。成了他们精神的需要。潘之恒曾记载：“金坛曹公

家居多逸豫，恣情美艳，隆庆庚午，结客秦淮，有莲台

之会，同游者昆陵吴伯高、玉峰梁伯龙辈，俱擅才调，

品藻诸姬．一时之盛，嗣后绝响。”附经卷之十t结社活动

的主要内容就是“品藻诸姬”，同时伴随观剧、评剧、宴

饮、吟诵活动。

潘之恒在秦淮游历最久，自万历十三年(1585)

始，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客死于南京，一生中有约

一半的时间在金陵，尤其是晚年“侨寓金陵。留连曲

中。征歌度曲，纵酒乞食，阳狂落魄以死。”舯潘之恒
平生参与最多的也是这类曲社活动。他的足迹遍及金

陵、吴门、昆陵、武林、长安、武昌等地。

《鸾啸小品》卷二《初艳》：“余结冬于秦准者三度。

其在乙酉(万历十三年)、丙戌(万历十四年)。流连光

景，所际最盛。余主顾氏馆，凡群士女而奏伎者百余

场。”在主顾氏馆期的两年时间内，潘之恒组织、参与

的观剧活动就有百余场，曲社活动之频繁可谓惊人。

《鸾啸小品》卷二《虹台》：“昔在丙午(万历三十四

年)秋冬之交，余从秦淮联曲宴凡六、七举。”《林云仪》

记载：“丙午冬余主双鸾馆之盟，集名姝十三入，云仪

首出为之领袖。”【3J巷，、《黄玄龙诗集》有七言古诗《赋得

三艳歌同顾郎哉、吴允兆、臧晋叔、吴翁晋、潘景升、吕

乐师分得绡许醉三字》、七言律《同社臧晋叔、陈延之、

潘景升、罗子昭、张朔少、张康叔、黄隐叔、汪二鲁、叶

循父、吕乐师、张季黄、潘韧叔携妓泛舟城西晚眺赋七

言近体得亭字》记其事。这都是有度曲、有宴饮、有歌

妓的曲社活动。

潘之恒《朱无瑕传》云：“至己酉(万历三十七年)，

冰华生结社秦淮，而声益振。先是蒋公鸣寓，见其《闺

怨诗》，遁一觐，与定交。始招集诸子联社曲中。惟崔嫣

然、傅灵修最昵。近期相聚为多。当岁暮。盟尚未解，今

集中半为同赋草。”171仆经卷之二’潘之恒先是见识了朱无

瑕的才华。才与之定交，并同崔嫣然、傅灵修等名优缔

结曲社。该传后序补云：“己酉(万历三十七年)秋冬

间，与泰玉结吟社者凡五，所集皆天下名流，粤之韩、

楚之钟、吴之蒋若陈若俞、越之吴若凌、闽之二林。”

从上述记述可以知道。秦淮结社内容大都为冶

游。包括观剧、宴饮、出游等活动．每次社集均有妓女

偕行，这些妓女往往都是一些有声誉、有诗名、心高气

傲的才女，她们能歌善舞，尤善吴歙，像朱无瑕、傅灵

修、崔嫣然等，都是名冠一时的优伶，她们参与到社集

中，既能佐酒侑觞，还能演剧做场，更能吟诗唱和。朱

无瑕，金陵名妓，“幼学歌舞，举止谈笑，风流蕴藉。长

而淹通文史。工诗善画。万历己酉，秦淮有社，会集天

下名士，泰玉诗出，人皆自废。有《绣佛斋集》，时人以

方马湘兰云。”删这也是秦淮河文化的特有产物。
潘之恒在秦淮结社过程中组织的演剧达100多

场，涉及的歌姬数目之多，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可谓

空前绝后。潘之恒在参与这些曲社活动时，写下了大

量的品题诸姬的文章，如《金陵妓品》、《秦淮剧品》、

《曲艳品》、《后艳品》、《续艳品》、《剧评》等等，他还为

这些生活在底层的女性做传，《亘史》外纪“艳部金陵”

七卷和《鸾啸小品》中就收了他为金陵歌姬所作传记

40多篇，其中《亘史》外纪卷之十五收有《杜秋娘》传

记1篇；卷之十六收有《王眉山传》、《张润三》、《徐

姬》、《张文儒》传记4篇；卷之十八收有《马姬传》、《张

楚屿传》、《金陵丽人纪》、《王小奕传》、《葛余芳小传》

传记5篇；卷之十九收有《徐翩传》、《王少君传》、《崔

嫣然传》、《妥十二传》、《王琐传》、《寇生传》、《林云仪

传》、《郝文姝传》传记8篇；卷之二十收有《朱无瑕》、

《苗姬传》、《王卿持传》、《董重楼传》、《王月修传》、《字

非英传》、《范素鸾传》、《范文涟传》、《沙飘飘传》、《傅

灵修传》、《罗采南传》、《顾绮卿传》、《卫朝》传记13

篇；卷之二十一收有《刘润玉》、《马姬许9即》、《杨淑

卿》、《杨汉卿》、《李文玉》、《陈念如》、《杨少华》、《徐远

音》、《吕雪衣》、《李淡然》、《范氏三云》传记ll篇。以

至于秦淮佳丽，争相投怀，自称“愿一识韩荆

州”，f7】外经卷之三十六以得到潘之传记为幸事，江南名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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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倩华更言：“倩固有二愿：一得偕隐碘中如鹿门故

事，一得当《亘史》列艳于江南。”171外经卷之三’六而潘之恒

也以这些内容鲜活的剧品和女性传记被人们重新认

识。

五、禅社

士人集会参禅礼佛的风气自魏晋以来久兴不衰，

历代数量颇多的“莲社”大致属于此类。“有明中叶。

佛教式微已极．万历而后，宗风复最。”旧序晚明士子喜

爱禅学，结社谈禅，寻求禅悦之趣，而禅社为习禅好佛

者的结聚，故人社时有关佛禅的活动如参禅、念佛、读

经也就成为其基本的主题之一，晚明文人习禅成了一

种风习，即需通过～定程序来悟晓谛义，获得精神的

解脱。

1．肇林社

汪道昆晚年在政治上受到挫折，思想由人世而转

为出世，他躬奉佛事，创肇林社。民国《歙县志》卷十六

《杂记》：“汪道昆诵佛法，结肇林社。”汪道昆《肇林社

记》云：“余始事佛，延胤公主肇林，胤公兄事珂公，同

受天池衣钵。余因胤公绍介，逆珂公。其徒正观明、宗

德钦从珂公至，胤公亦招其徒文静、文徼、文言、文溶

与俱来。至郡中。则自如德昂郊劳，如礼会。”“既就席，

日讲楞严经”。121卷七十五缙绅学士入者有方定之、詹东

图、陈仲鱼、方献成、方君在、方羽仲、郑夷吾、程子虚、

吴无怀、吴延秋、王仲房、吴仲足及弟汪道贯、汪道会

等。《介弟仲淹赞》云：“昔在甲申，肇林大作佛寺。余主

檀越，与二仲俱。”嘴八十《陈海山使君》云：“属肇林方作

佛事，不佞主盟。三冬成宿招提，腊日始罢。”121卷一0二

《重修度门寺碑》云：“往肇林作无遮会，诲公与大比

丘四十八人俱。余故以多闻多公。未竟也。”12l茜六十六肇

林社平时举办的都是一些佛事活动。参禅、读经、做佛

事等。

潘之恒《云栖坞志序》云：“余甲申东游武林，太函

公嘱日：必诣云栖，谒莲池大师。”翻卷刚潘之恒遵嘱参

与了肇林社的参禅活动。汪道昆及其肇林社对晚明禅

悦之风的兴盛起了较大的传播和推动作用，潘之恒好

禅的行径固然与此风盛行密切相关，但是汪道昆个人

对他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其后潘之恒在家乡举天都

社，就是一个纯粹的禅社。

2．天都社

先是潘之恒与当地的一些名士如余书升、鲍正

元、王之杰、罗逸等人结盟天都，号为“山中耐久朋”，

可看作是天都社的前身。万历三十八年九月九日，复

修天都之盟。潘之恒有《天都社记》记此事：

“在昔嘉靖壬寅。王山人仲房主盟，而陈、郑、程、

汪、江、方诸贤踵至，称一时盛事，其篇什具在，余为梓

传之。越六十九年，而复修盟。日皆重九，固非偶然者。

先是．普门禅师自五台来．一见黄山而不忍去，将vT,是

为菩提场。而鲍仪部山甫、于比部中甫，实倡之。其明

年．同志二三，友人鲍元则、郑无著、丁自宣、虞采兄

弟．过余有芑堂，遄定此社。”13J卷t天都社属于禅社的

性质。“今之人社者，黄仪部贞父、洪奉常平叔、吴学宪

无奇、与鲍、于两公，皆慧业文人，潜心止观，禁酒无攒

眉．而挥尘多逸韵。”入社之人都是喜爱禅学，有慧业

之文人。结社目的：“是社以禅诵念佛，称净业为常规；

以诗画作文。称慧业为游息。非是二者，不敢延入。结

社原为静修，若会中子弟讲业延师，似宜别选胜地，不

得假借此馆。此端一开，久则社废，豫戒之。”

3．普门社

普门社为黄山法海庵僧人法藏上人提议，潘之恒

首倡。潘之恒《普门缘起》记其事：“余过法海庵，法藏

开士语余：‘普门禅师之号普门，盖定自五台山，在澄

公精舍受其约束，至今无易。请得从法海建二堂，如五

台行之。居士幸为之倡。’余敬诺，为刊布普门品于首，

以澄公例继之，而用无门洞五缘书名，咸次如右，作普

门缘起。”[131145普门社每天的功课为：“人社者各授此

册，每日三时，诵普门品一遍，或三遍、七遍，并诵佛号

一百八遍，无定数。”入社的条件是：“愿附社中者，量

出资若干，随一两至五两，皆得列名社中，如不愿者不

强。亦不得列空名，以防滥进。”人社资费的使用是有

约束的：“普门社建立养老、延寿二堂，如五台山例。人

社出资，书名五缘中。权付主天都社者料理，俟二堂已

完，得入主持，即交与之。”普门社与天都社有着相互

的联系：“天都社即普f-]Pt,护。除二堂入，不以烦累，惟

从五缘至者，俱合作供。”普门社的成员更众，只要是

向佛之人，又能够出资若干，即可以入社。

晚明士人的社会生活是很丰富的，他们在享有富

足物质生活的同时，纵情于声色和美酒，遨游于山水

之间。在现实世界里尽情地享受着。但是他们的内心

深处是极痛苦的，政治的黑暗。人生的失意，思想的苦

闷，精神的空虚，常常萦绕心头，冲淡了他们从物质和

情感生活中得到的快乐。程朱理学的衰微和崩溃，使

他们从儒家正统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也使他们失

去了精神上的支柱，陷入空虚之中。他们需要寻找慰

藉。需要精神上的寄托，于是他们便转向了宗教，求禅

问道成了士人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士人习禅，众多

禅社的出现正是这种狂禅之风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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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之恒早期参加丰干社、白榆社、南屏社，师事汪

道昆、王世贞，后又参加后七子派。中岁转入公安派阵

营，成为公安派的主要成员．也是由于入楚与公安三

袁密切来往，结社赋诗的经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

云：“之恒初以文词受知于汪道昆、王世贞。既而赴公

车不得志。渡江历浔阳、武昌．从公安袁宏道兄弟游，

宏道称其出汪、王之门而能不入其蹊径。然当时论者

又谓之恒依傍汪、王，终不能有所解驳，宏道徒以其论

与己合而收之。”1141M73四库馆臣对潘氏的评价虽显偏

颇，但是却可看出潘之恒与汪道昆、王世贞等七子派

以及公安袁宏道兄弟的交往和关系。潘之恒诗名的崛

起得益于汪道昆、王世贞的教诲和奖掖。但是潘之恒

后来放弃科举，游历吴越、秦淮间，沉溺于“宴游、征

逐、征歌、选伎”、“品胜、品优、品艺、品艳”等频繁的酒

会活动和戏曲活动。这应该不是他们所愿意看到的。

而潘之恒也是由于长期参与这些冶游活动。积累了丰

富的观剧经验．写下了大量的戏曲评论文章和妓女、

艺人的评传，并被时人誉为“姬之董狐”。就像顾起元

所预言的那样：“干载而下，知景升有《亘史》也，即《亘

史》有景升矣。”嘴首给潘之恒带来声誉的不是他的诗

词歌赋，而是在参与曲社一类社集活动中产生的名优

传记及品剧、品姬的作品。这些声情并茂的传记不仅

记载了歌姬们的身世遭遇，对于她们的才情，尤其是

戏曲表演才华，潘之恒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些都是戏

曲演出史上的珍贵资料。那些结合潘氏自己观剧的体

会和心得写出的剧评、曲论，更是中国古代戏曲理论

的杰作．值得人们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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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 Zhiheng's Society Establ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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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late Ming Dynasty saw a flourishing movement to establish societies，in which scholars

led the times by exchanging and reviewing their literary works to befriend each other．This article surveys

Pan Zhiheng's society establishment in different places to facilitate understanding of those scholars’life，

minds and literary engagement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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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条)

1.学位论文 郭永锐 安徽明代作家研究 2008
    安徽其地融汇南北，贯通东西。随着东南地区经济的崛起，安徽在明代已是财富之地，人文之薮。其文学的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诸多因素的影

响下呈现出层次多元化的态势。本文主要以安徽明代诗文作家为研究对象，作者广泛检索相关文献，发现明代今属于安徽的七府三州(时属南直)地方共

有1071人从事过文学创作，于是根据作者所获取的大量安徽明代作家的有关资料，为这些作家撰写了小传，为95部现存诗文别集撰写了叙录，并在些基

础上对其中比较重要的80馀位作家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察、研究，希望能对安徽明代文学研究和整个明代文学研究提供一些资料和参考性的意见。

明初的安徽作家，部分为元末遗老，部分归附新朝，成为开国皇帝身边的重要谋臣。他们都经过了元明之际的社会大动荡，文风一改元末纤秾之风尚

，如郑潜、郭奎等人诗风隽逸，内涵也更加丰富。再则这一时期有不少作家本身也是享名的理学家，如汪克宽、赵、访、朱升，道学的温厚与文学的新

警在他们的创作中相辅相融。      由于中央集权大力加强，加之永乐至成化年间社会政治也渐趋稳定，以“三杨”为首的馆阁名臣便掀起颂扬功德的

台阁诗风。安徽作家汤胤绩身为武将，声名鹊起于台阁末流的“景泰十才子”中，其诗以奇崛豪迈而自成一家。      弘治、正德间，前七子倡言复古

，安徽文学家程敏政以文与道相辅而生的观念给文坛注入了新的元素。张旭、汪舜民、齐之鸾、薛蕙等作家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七子主张，形成别样的

文学风致。      嘉靖至万历以前的几十年中，唐宋派异军崛起，与前七子分树旗帜。在安徽作家中也出现了不同的文学宗尚。方弘静仍然循复古之路

，汪子祜、胡松、崔涯、赵釴诸人的创作则以抒写性灵为旨归。      明中叶以后，文人结社之风日盛，文学的风尚在交游唱和之中悄然变迁。汪道昆

、梅鼎祚、潘之恒等著名文学家长期活跃于文坛，成为当时文坛的中坚力量，在明代诗文转捩变革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在戏曲剧本、戏曲理论

著作、小说诸方面也成绩斐然，在明代文学通俗化进程中颇具导引之功。      万历以后，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多元并起，安徽文人吴士奇、江东

之、汤宾尹等人大多突破剿袭摹拟之旧弊，诗风趋于率性自然。汪汝谦、营履吉摹写景物，潇洒闲适，更多地表达自我为主的个性化情感。      明术

社会动荡不安，安徽文学家中既有首鼠两端的贰臣，更有抗清爱国的志士，他们以慷慨悲歌写就了明清易代之时苍凉的社会图景。一些文人投身战场

，壮烈死节，另一部分则带着极其复杂的心情进入了新朝统治的阴影，成为明代的遗民。方以智、钱澄之、姚康、余绍祉、蒋臣、朱芾煌这些遗民作家

也成为清仞文学的先声。      本文不仅注意对安徽明代作家的历时性研究，也注意从地域角度关照安徽明代文学的发展。本文认为安徽明代文学的发

展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地域文化的交融、科举制度的变迁和商业的崛起三大因素。安徽境内形成的徽州、皖江、淮河三个文化区域

是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徽州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成为南北文化交融最为充分的地区，文学也最繁盛。皖江流域的安庆府、池州府、宁国府也因相似

的环境因素成为文学家辈出之地。北部的风阳府地势坦夷，战乱极易波及，文学发展便大受影响。      明代中期，皖江流域和徽州地区经济迅速发展

，很多作家与商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其本身便有从商的经历，因而这两大区域文学的平民化趋势日益明显。另外，明代士子的科举之路日益艰

难，大部分生员仕进无门，只得另谋出路，这又带来了山人、布衣群体壮大。弘治、正德以后，不少安徽作家如程诰、陈有守、汪淮、方承训、黄奂等

人都因场屋失利，转而成为草野之士。于是，挥洒人性的山林文风在安徽便逐渐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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