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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处境下宋濂的活动及创作
徐永明
（浙江大学 中文系，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科场的失败、社会的动荡以及吏治的腐败，使宋濂对元朝的统治失去了信心，命运让他与

朱元璋结合在一起，在辅佐朱元璋从草泽英雄到开国皇帝的道路上，宋濂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入明后，
宋濂得到了来自朱元璋的许多殊遇，并写了不少歌功颂德的文章，人们往往因此而对宋濂生憎恶之心。
但如果我们对宋濂入明后极端严酷的生存环境给予足够的了解，就会感觉到宋濂极不平常的心态。不
同处境的变化，使宋濂的文学创作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入明前，他的文章泼辣大胆，自由奔放，富有批
判情神；入明后的文章批判锋芒则大为减弱，但仍然有不少值得称赞的文章。尤其是身处庙堂的宋濂依
然为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作传，一个封建士大夫能做到这一点，委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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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是一个极有个性、思想丰富、感情细腻而又富于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文人。元末的大动
乱和忧国忧民的思想，迫使他不得不放弃逍遥自在的教书生涯，投身到拯救社会苦难的潮流中去。
命运让他与朱元璋结合在一起，宋濂与他的友人在辅佐朱元璋攻取天下、建立大明政权的道路上付
出了极大的努力。然而，当朱元璋当上皇帝后，便对文人采取有意识的打击，宋濂的许多朋友都因
此死于非命。在这种高压的生存状态下，如何保全自己，如何使天下的文人和百姓不致遭殃，如何
小心翼翼地引导这位暴君，着实令他煞费苦心。因此，入明前的宋濂和入明后的宋濂几乎判若两
人。考察宋濂在不同处境下的活动和创作，对我们了解宋濂的真实面貌及政治和文学的关系都有
着重要的意义。

一、入明前宋濂的活动和创作
（一）宋濂的家境与求学
考察宋濂的成长过程可以发现，宋濂成长的家庭环境、婺州浓厚的儒学风气以及宋濂的求学和
交友等都对其人格和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濂虽然没有像同郡朋友王

、苏伯衡那样有着“爵

禄道德，联蝉奕叶”的荣显世系，也没有像许元、吴沉那样有直接的家学传授，但宋濂五世祖宋偘以
［1］
（p. 2626）
上一连七世都是“巨儒”
，这些荣耀一再成为祖父和父亲勉励宋濂日后能光宗耀祖的口头

教材。宋濂四五岁的时候，祖父宋守富就谆谆告诫宋濂要像祖辈们一样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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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宋文昭曾在官府里当过小吏，
“雅志诗书”，颇有“隐德”，宋濂的老师黄溍赞其“容貌辞气何其与流
［2］
（p. 2129）
俗相去万万也！
”
同郡集贤大学士吴直方也曾对宋濂父亲的人品给予过高度赞扬。元朝曾

赐给他一个“蓉峰处士”的名号。母亲陈贤时，勤俭持家，为了儿子能有出息，
“ 至卖簪珥，使游学远
［3］
（p. 2139）
方”
。所有这些，在宋濂幼小的心灵里都有着刻骨铭心的印象。

宋濂从小英敏强记，被人称为神童。六岁入私塾，启蒙老师包廷藻授以李瀚《蒙求》，宋濂一日
［4］
（ p. 2323）
就能成诵，自此以后，每日能记“二千余言”
；九岁时即会做诗，有一天，宋濂遇上一个道士，
［4］
（ p. 2323）
这道士命宋濂写诗为赠，宋濂操笔即成四韵，其中有“步罡随踢脚头斗，噀水能轰掌上雷”
之

句，
“众因目为神童”。现存一首《兰花篇》的五言诗 ①，是宋濂九岁时的作品。“兰花配君子，桃杏媚
纨

”，诗人通过兰花与桃杏形象和品格的对比，颂扬了兰花孤洁坚贞的品性，鞭挞了桃杏买笑逐欢

的媚态。这首托物言志的诗显示了小诗人娴熟的作诗技巧和不凡的志趣追求。
宋濂 19 岁时入郡庠从闻人梦吉学习五经。卒业后，还一度到东阳南溪从许谦的弟子三衢方先
生学习经学，并曾拜谒过金华的儒学大师许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宋濂年轻时对朱熹之学曾有
过浓厚的兴趣，虽然他以后又拳拳于吕祖谦之学，对吕学的衰微表示过悲痛的心情。如果说宋濂从
闻人梦吉、
“方先生”、许谦那儿主要是经学方面受益外，那么，他以后师事吴莱、柳贯以及黄溍，则主
要是文辞或经学、文辞双重受益。
旧中国是个官本位的国家，一个人的文名往往与其所处官位的高低有很密切的联系，闻人梦
吉、吴莱诸师虽然博通今古，学问淹贯，但他们命乖运蹇，不能身致显位，所以，他们的名声主要还局
限在婺州一郡。而柳贯和黄溍则不同，柳、黄本身固然很有学问，且分别官至翰林待制和侍讲学士，
与虞集、揭傒斯一起被誉为元代“儒林四杰”，故他们的声名在当时特别大。宋濂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就成为柳、黄二先生的弟子，由于柳贯、黄溍的年寿较长（柳贯活到 73 岁，在宋濂 33 岁那年去世；黄
溍活到 81 岁，在宋濂 48 岁那年去世），故宋濂与柳、黄二先生保持了很长的师生之谊。宋濂正是通
过他们认识了朝野上下不少人物，使自己文名在很大范围内得到了传播。
（二）从科举落第到拒绝仕元
宋濂所处的是一个非常的时代。蒙古族入主中原，废止了科举考试，普天下读书人向往的宋代
科举盛世一去不复返。元朝中后期虽然也实行科举制，但名额少得可怜，一个江浙省总共只有 28
个名额，这 28 个名额里还要分出两半，蒙古人一半，汉人一半，成千上万的汉族读书人要在这 14 个
名额中筛选，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所以，有元一代，沉屈下僚的汉人知识分子随处可见，更何况还
有不少儒家文人以为天下无道，高蹈隐逸。宋濂年轻时，也曾几次拼搏科场，然而，都是以失败而告
终。不过，科举的失败没有给宋濂带来太大的打击，相反倒使宋濂对元朝的政治和社会有了更加清
醒的认识。
宋濂 26 岁那年，他的老师吴莱辞去了浦江郑氏义门授经的职务，举荐宋濂前往接替自己的位
置。宋濂来到浦江执教，一教就是十多年。41 岁那年，宋濂索性将金华的家迁到了浦江。在朱元
璋的军队至正十八年（1348）攻入婺州之前，宋濂有二十多年的时间都是在浦江度过的，这是宋濂一
生中最美好、最值得回忆的时光。郑氏义门淳朴敦彝的古风令他由衷钦慕，浦阳江畔的山山水水令
他无限陶醉，师友们的音容笑貌令他时时回味；这里有他谆谆教诲过的学生，这里刊刻过他的第一
部文集《潜溪集》，这里还诞生过他闪烁智慧光芒的《龙门子凝道记》和《诸子辨》。“平生无别念，念
［5］
（ p. 2304）
念在麟溪。生则长相思，死则复来归。
”
宋濂在生离死别之际写给弟子郑柏的这首诗，是他

流连这一段美好时光最好的注脚！
《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202 页。
① 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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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对元朝的态度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由于他的老师柳贯和黄溍等都在元朝做官，他也对
元朝寄予过希望，几次参加科举考试，为的就是登上仕途，为朝廷效力。至正九年（1349），当宋濂听
说皇太子入端本堂读书，激动地写下了《皇太子入学颂》；宋濂的《浦阳人物记》和《潜溪集》是元朝翰
林承旨欧阳玄作的序；直到朱元璋攻入婺州的前一年，宋濂还为元朝的将领迈里古思平息处寇而写
诗歌颂。但是，一次次的科举失败，使宋濂对元朝的热情也一次次减退，尤其是元朝末年，吏治腐
败，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使宋濂对元朝失去了信心。另外，老师黄溍对元朝的态度也对宋濂产生了
影响。黄溍早年对政治有极高的热情，曾梦想过一种“儒服俎豆”的生活，但是到了晚年，却对元廷
失去信心，屡屡上章辞归。甚至不待批准，就启程南归，结果，元帝知道后派人将他追回。至正十
年（1350），黄溍才辞官回家，第二年，天下就开始大乱，爆发了大规模的红巾军起义。宋濂于至正九
年被老师柳贯和黄溍的朋友危素等大臣举荐，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这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官位，
在元朝，就是在地方上担任过长期官职的进士，也不一定能获得这一官位，而宋濂既不是进士，又没
有担任过地方的行政官职，一步就登上了这一显位，真可谓是别无仅有的殊荣！然而，由于上述原
因，宋濂没有接受这一职位，而是以亲老坚决辞去。
（三）宋濂在元朝的文名和创作
宋濂没有像他的同门友王 那样北上元都干禄，
在入朱元璋集团之前，
宋濂的足迹还不出浙江省
境，
但是，
由于老师的奖掖、
朋友的传扬、
大臣的举荐，
尤其是他的《浦阳人物记》
《
、潜溪集》等著述的刊
行，
使他的文名在元朝时已经赫然在外。在宋濂的婺州长辈中，老师吴莱、柳贯和黄溍对宋濂的奖誉
［6］
（p.2562）
自不待说，
胡助在看了宋濂的文章后，
曾说
“气焰可畏，
览之羞缩，
数月不敢言文”
。还用“大风

扬沙，雨雹交下，欻兴忽止，变化莫测”十六字来赞扬宋濂的文风。有隐君子之称的陈樵，在临终时，
曾致信宋濂，希望宋濂能前去承传他的学说，这也足以证明陈樵对宋濂学识文章的看重。在婺州同
辈文人中，象王

、戴良、郑涛、胡翰、张孟兼、苏伯衡、许元、吴沉、吴履等，他们不是同门学友，就是

老师朋友的弟子，与宋濂相互切磋，诗文往来，对宋濂的为人为文早已倾服不已。王

和郑涛在元

朝时已为宋濂作传记，他们认为宋濂的文章“浩浩乎莫窥其际，源源乎不知其所穷，洋洋乎不见其所
［7］
不足也”
。邻郡刘基、章溢等与宋濂也早有诗文往来。

至正十年，宋濂的《浦阳人物记》刊行，前有翰林承旨欧阳玄和宋濂同门友戴良、郑涛作的序，郑
涛将是书比之欧阳修的《五代史》。至正十六年（1346）前后，宋濂的《潜溪集》和《增刻潜溪集》刊行，
这又一次使宋濂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为这两部书作序的都是当时文坛的大手笔，如翰林承旨欧阳
玄、
国子监臣陈旅以及江南名士杨维桢，他们都是黄溍的朋友，对宋濂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
欧阳序云：
“宋君虽近出，其天分至高，极天下之书，无不尽读，大江以南，最号博学者也……予在翰
［8］
（ p. 2484）
林也久，海内之文无不得寓目焉，求如宋君何其鲜也！”

宋濂在元时创作的文章主要收在《潜溪前集》、
《潜溪后集》及《龙门子凝道记》中。据郑涣的《潜
溪集题识》记载，宋濂还作有《萝山稿》，收其在元朝时创作的诗、赋，惜这本诗集今已不存。
宋濂的同门友郑涛在《宋潜溪先生小传》中说道：
“（景濂）且谓文为载道之具，凡区区酬应以应
时用者，皆非文。于是益求古人精神心术之所寓，而大肆力于其间。”确实，由于没有在元朝做官，加
之义门授经解决了宋濂的衣食之忧，使得宋濂有一个较为独立自由的心态出入于儒、释、道等百家
群籍，思考宇宙天地、社会人生等哲理（道），以及从事于能寓“精神心术”之文辞创作。宋濂在元时
写的颂，赞，解，论，檄，引，辨，传，墓志铭（行状、表辞、哀辞、碣铭），说，铭，序，记，跋，书，寓言等诸类
文体中，最能体现其“精神心术之所寓”的，莫过于解、论、传和寓言之类的文章。
“解”类的文章较重要的有《七儒解》。在这篇文章里，宋濂提出儒有“游侠之儒，有文史之儒，有
旷达之儒，有智数之儒，有章句之儒，有事功之儒，有道德之儒”。宋濂认为，一个人如果能认清这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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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同的儒，就可以入道。在这七种儒中，宋濂最为推崇的是“道德之儒”，其代表人物是孔子，因为
他是“千万世之所宗”，故宋濂表达了要学孔子，成为“道德之儒”的志向；并将司马迁、班固列入“文
史之儒”，认为他们“浮文胜质，纤巧斫朴，不可以入道也”，但这是宋濂作为理学家的偏见。
“传”类的文章较重要的有《白牛生传》和《秦士录》。《白牛生传》为宋濂的自传，在这篇文章中，
宋濂采用一难一答的形式向人们展示了自己的性格特点和志趣追求。《秦士录》描写了一个文武全
才的秦士邓弼空有报国之志，最后“槁死三尺蒿下”的悲剧人生。作者塑造这一悲剧人物，实则是揭
露和批判元朝任人不用贤才的黑暗现实。
宋濂的寓言作品主要集中在《龙门子凝道记》和《燕书四十首》两个专集中，另外还有《寓言五
首》。《龙门子凝道记》作于至正十六年十月和至正十七年（1357）一月间，
《燕书四十首》作于至正十
七年一月至五月间，都是宋濂入朱元璋集团前夕创作的作品。这些寓言作品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1）针砭弊政，对统治者进行嘲讽或规劝的寓言。如《寓言五首》中“以豕代牛耕”的寓言，讲的是一
个叫商于子的人，因没有牛耕田，就用了一头大猪来代替，可想而知，猪是耕不了田的，结果“终日不
能破一畦”。当有人批评他用猪代牛耕是“颠之倒之”的时候，商于子却趁机批评统治者任人不用贤
才，是“颠之倒之”，而且指出用猪代牛耕，虽然耕不了田，但危害小；而治理国家不用贤才，则天下遭
殃。（2）描绘丑恶世态和不良风气，通过文中人物的可悲下场或作者的嘲讽以达到劝诫目的的寓
言。如《燕书四十首》中“王戭生和乌丛臣背盟”的寓言，以极其辛辣的笔调嘲讽那些前为君子后为
小人的卑鄙行径。（3）关于婚姻伦理方面的寓言。如《燕书四十首》中“渔夫庶其廉”的寓言，
《 龙门
子凝道记·孔子符》中“闽姝”的寓言，
《 龙门子凝道记·蔚迟枢》中“舅杀父”的寓言，
《 龙门子凝道
记·观渔微》中“夫杀父”的寓言等，都属于这一类型。（4）宣扬金钱财物为身外之物的寓言。如《龙
门子凝道记·司马微》中“获钱一千”的寓言，
《龙门子凝道记·秋风枢》中“得径寸珠而亡”和“得袅蹄
金而亡”的寓言，都属于这一类型。通过对宋濂寓言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由于时代
的局限，宋濂的少数寓言不免为糟粕之作，但多数寓言则富有战斗性，显示了宋濂对现实强烈的批
判精神和深广的忧世情怀。这些寓言形象生动，文笔泼辣，感染力强，是宋濂优秀的散文创作，也是
中国散文史上的一朵奇葩。

二、入明后宋濂的活动和创作
（一）从出仕到明朝建国
宋濂拒绝仕元，并不意味着他从此就遁迹山林，
“相忘江湖”了。实际上，作为一个有强烈历史
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儒家文人，宋濂的内心无时无刻不处于“仕”与“不仕”的激烈冲突中，尤其是
（ p. 1753）
至正十一年（1351）红巾军大起义爆发后，对“凤凰不来，生民遘屯，如水之溺，如火之焚”［9］
的

现状更是忧心如焚。《龙门子凝道记·观渔微》中渔夫对龙门子“肥遁”的尖锐批评，可以看成是宋濂
内心的自我谴责。但是，在出仕的问题上，宋濂坚持一个要求，那就是必须像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
亮那样礼聘他，否则他宁可老死山中也不肯出仕。他曾这样说道：
“君子未尝不欲救斯民也，又恶进
［9］
（ p. 1754）
不由礼也，礼丧则道丧矣。吾闻君子守道，终身弗屈者有之矣，未闻枉道以徇人者也。”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宋濂要由礼而仕的愿望终因朱元璋的到来而得以实现。
红巾军起义爆发后，各地战争连绵不断，相继出现了刘福通、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朱元璋、明玉
珍等军事集团和政权。除元朝政权外，各地武装势力中，以朱元璋、张士诚和陈友谅为首的三大军
事集团最为强大。朱元璋在皖北起义，南下攻占南京，进而攻占浙东；张士诚主要以苏州为中心，形
成了包括浙西等地的势力范围；陈友谅的势力则主要在江西。在这三大军事首领中，要数朱元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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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最低，他出身于一个皖北贫民家庭，很小的时候就去寺庙做了和尚，在参加起义前，大字不识几
个，不过，朱元璋有军事才能，而且有夺取天下的野心，在成为军事将领后，朱元璋更是招贤纳士，虚
心听取不同的意见。南下攻占浙东，使朱元璋获得了宋濂、刘基等一大批浙东文人，从而为朱元璋
抗衡其他军事集团并迅速夺取天下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至正十八年六月，朱元璋军队攻下浦江；十月，攻下兰溪；十二月十九日，朱元璋亲自率军攻下
婺州；二十二日，朱元璋在婺州置中书分省，并将婺州改名为宁越府。于是，一大批婺州文人被请到
了朱元璋的幕下。宋濂于是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就接到了昔日的朋友、后为婺州知府的王宗显的礼
聘，要他出任婺州郡学五经师，但一招即往的做法不是宋濂的性格，故宋濂仿效嵇康的《与山巨源绝
交书》作《答郡守聘五经师书》，以多病、亲老、性懒、朴憨等理由辞谢，书中有“与执事相契亦欢甚，初
［10］
（ p. 252）
无不共戴天之仇，执事何为欲强之乎”
之句。不过，拒绝就任五经师并不是宋濂真正的本

意，
所以上面的俏皮话，仅仅表明自己并非是自轻自贱之徒。王宗显看出宋濂并非深拒固辞，故几
番礼请，终于在次年正月郡学开学的时候将宋濂请出。
至正十九年（1359）六月，朱元璋离开金华回到应天（今江苏南京）；九月，朱元璋的军队攻下衢
州；十一月，攻下处州；是年底，浙东的大部已在朱元璋军队的控制之下。至正二十年（ 1360）三月，
宋濂与处州的刘基、王琛、章溢被朱元璋礼聘到南京予以重用。从拒绝出仕元朝翰林国史院编修之
职，到投身于一个没有多大文化的军事首领朱元璋的幕下，这巨大的反差确实令不少人感到疑惑，
故宋濂于应召之年作《诘皓华文》，向世人公开表明他出仕的理由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拯
救黎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宋濂借主“忧”之神皓华的口，对那种不顾国家危难，不顾百姓死活，只想
自己消忧图乐的思想予以了有力的批判。
应召的当年七月，宋濂被任命为江南等处儒学提举。十月，朱元璋又让宋濂做他儿子朱标的老
师。二十二年（1362）八月，宋濂为朱元璋进讲《春秋左传》。同月，宋濂告归省亲，朱元璋对宋濂说：
［11］
（ p. 2350）
“卿之诚悫，朕素知。
”
二十三年（1363）五月，朱元璋建礼贤馆，宋濂为馆中的一员。二十四

年（1364）十月，宋濂被任命为起居注。在儒臣们的熏陶和教导下，草泽英雄朱元璋也学会了写诗。
在至正二十三、二十四年里，朱元璋分别写了两首诗赐给宋濂，对宋濂的人品和学问给予了高度的
［12］
（ p. 2289）
赞扬。如：
“景濂家住金华东，满腹诗书宇宙中。自古圣贤多礼乐，训今法度旧家风。”

至正二十五年
（1365）
三月，
宋濂因操劳过度，生了一场大病。朱元璋见他一下子不会好转，就让
［13］
（p.343）
宋濂回金华养病。朱元璋道：
“父子祖孙欢然同聚，疾必易愈，愈且遂造朝。
”
为了免去宋濂长

途奔走之苦，
朱元璋特地令人造了一种“安车”给宋濂乘坐，同时配了六个健丁，护送宋濂归养金华。
对于这样的宠遇和优待，
宋濂自然是感激涕零，一到家就上了一通谢表。六月，宋濂写了一封信给太
子朱标，
勉以孝友、
恭敬、
勤敏、
读书、
进德、
修业，
朱元璋看后十分高兴，
亲自给宋濂写了回信。
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朱元璋军队攻破苏州，张士诚被俘自缢，宣告了大周政权的灭亡。
十二月，方国珍降于朱元璋。次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登基称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是为明太祖。
八月，明兵入大都，宣告了建国未足百年的元朝政权的灭亡。
（二）开国后宋濂的活动
一个人如果没有衣食之忧，又不做官，自然可以活得很潇洒：行动可以无拘无束，思想可以天马
行空，对社会和政治不满，可以发发牢骚，或开口大骂，生活在元朝的宋濂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潇洒的
人。试看朋友们对宋濂的描述：
“性疏旷，不喜事检饬，宾客不至，则毕日不整冠。或携友生徜徉梅
花间，轰笑竟日；或独卧长林下，看晴雪堕松顶，云出没岩扉间，悠然以自适。世俗生产作业之事，皆
［7］
不暇顾。
”

但是，明朝建立后，宋濂这种洒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首先，建国初始，百废待兴，思想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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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和文化上一系列建设的重任都落在了宋濂等一批开国文臣的肩上，作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
濂，
其身上的担子当然比一般人重。洪武二年（1369）纂修《元史》、洪武三年（1370）续修《元史》、洪
武六年（1373）纂修《大明日历》、洪武七年（1374）纂修《皇明宝训》等文化工程，宋濂都充当了总裁
官。朝廷对于纂修史书又有特别的禁令，如果稍有马虎，总裁官是难辞其咎的。
其次，由于为文名所累，宋濂几乎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宋濂在元朝时文名就很高，不过，请他
写文章的主要还是家乡的人。但是，到了明朝建立以后，由于宋濂被朱元璋推为“文章之首臣”，被
刘基誉为“当今文章第一”，故宋濂的文名在明初更是如日中天。朝廷的、大臣的、乡里的、方外的、
国外的，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都以得到宋濂的文章为荣 ①。从儒家的修养来说，用“温、良、恭、俭、让”
几个字评价宋濂的为人是毫不为过的；从佛家的修养来说，宋濂又有菩萨的心肠。所以，对于别人
要他写的文章，他总是有求必应，如果一时不能满足对方的要求，宋濂也总是惦记着日后补上。他
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予因自念壮龄之时从黄文献公（溍）游，宾朋满座，笑谈方款洽，忽有以文辞
为请者，公辄戟手大骂，视之若仇雠。或介尺牍至者，细裂之，内口中嚼至无字而后方吐。时公年逾
六十矣。子颇以谓人知受公之文故求之，一操觚间固可成章，何必盛怒以至于斯？口虽不敢言，而
［14］
（ p. 1924）
中心未尝不疑分之隘也。以此自惩，凡遇求文，必欣然应之，不如其志不已也。
”
从明朝开

国宋濂 59 岁，到洪武十年（1377）宋濂 68 岁辞归时，宋濂的大部分时间都耗在了这些奉命酬应的文
章上面。即使退休后，宋濂还是马不停蹄地写着……宋濂实在太疲惫了，实在厌倦极了。他不得不
［15］
（ p. 1315）
在文章中喊道：
“呜呼，予为文所累几欲燔毁笔砚！
”
到最后，精神和体力都招架不住的宋濂

也不得不硬下心来，竟让一个方外的和尚一连七次吃了闭门羹，可见这种请托文章对宋濂的“迫害”
是何其之酷！由于亲身体验了“名累”的痛苦，宋濂才理解老师黄溍的做法实在是迫不得已。
再次，为臣之道，动辄得咎，宋濂在朝中的日子恐怕无日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伴君如
伴虎”，宋濂首先必须处理好与朱元璋的关系。朱元璋虽然为一国之君，但不是儒家文人眼里的
“仁厚之君”，此人猜忌心重，杀性也重，还在攻下婺州后不久，他的猜忌和刻薄就已露端倪。无
怪乎当时也归附朱元璋的宋濂朋友戴良不久就离开了朱元璋，走了仕元的道路。在宋濂应召去南
京的时候，戴良就为宋濂的命运担心。戴良有首诗写道：“烟波渺无从，云路迥难依。云路多鹰
［16］
隼，烟波有虞机。
”
开国后，朱元璋更是变本加厉，密布爪牙，刺探大臣的活动，如果有敢背

着他做对他或朝廷不利的事，就不会有好下场。宋濂也免不了被朱元璋派出的爪牙侦视。《明
史·宋濂本传》中记载道：“尝与客饮，帝密使人侦视。翼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
物？
’濂具以实对。笑曰：‘诚然，不朕欺。
’”这样的问答如果换了有不轨之心的人，着实要吓出
一身冷汗。除监视大臣的活动外，朱元璋还时不时发一下淫威，或羞辱、或诛杀文臣。如大臣茹
太素因上书过于冗长，朱元璋就将他当众廷杖；山东监察副使张孟兼因为与一个和尚有冲突，朱
元璋不分青红皂白，就将张孟兼弃市。
对于这样一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开国皇帝，宋濂的心里是充满矛盾的。当年出山跟从朱元璋，
是因为朱元璋严于律己，礼贤下士，其军队纪律严明，作战勇敢，尤其令他感动的是，朱元璋攻下婺
州后，没有大肆杀掳，而是开仓济民，安抚百姓。避兵在山的郑氏义门，没有遭到朱元璋军队的迫
害，反而被他们接回山下。这些都表明朱元璋是非凡的将领，其军队是非凡的军队。宋濂欲拯救黎
民，实现仁政，当时除朱元璋可以投靠外，也别无选择。宋濂归附朱元璋集团后，在看到了朱元璋优
点的同时，也发现了朱元璋身上的许多弱点和劣根性。在起义之初，朱元璋充其量不过是个草泽英
雄而已。不过，已出山的宋濂不可能像戴良那样转而去仕元，如果这样，他也不至于要等到今天。
所以，在辅佐朱元璋夺取天下以及治理国家的路上，宋濂又多了一项艰巨的任务，那就是找到一条
《明史·宋濂本传》。
① 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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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好的办法来引导这个草泽英雄转变到较为理想的“仁义之君”。实际上，对于朱元璋这个人，一
个文臣所能做的，除了因势利导、和风细雨式的劝谏外，也别无其他的办法，因为过激的批评或中道
退隐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而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在宋濂看来，如果朱元璋能从他的劝谏中采纳哪
怕是小小的建议，就是国家之大幸，苍生之大幸了。宋濂后期歌功颂德的文章往往寓有讽谏，从中
可深深体会到宋濂的用心之苦！
为了能显示君臣的等级名分，朱元璋对于宋濂再不可能像往日那样以一种敬重礼貌的态度对
待。洪武三年（1370）七月，朱元璋就以宋濂“失朝”为由，将他由翰林学士降为翰林编修。洪武四
年（1371），又借细故将宋濂由国子司业谪为安远知县。这两次降职其实都警示宋濂：我现在已是一
国之君了，你宋濂虽然声名震主，但你毕竟是臣子，我要你怎样就怎样。不过，毕竟宋濂博学老成，
文章又被誉为海内第一，现在刚夺取江山，朱元璋正需要这样的文臣来治理国家，黼黻皇猷，故朱元
璋对宋濂又施恩加宠，以博取君臣之相得的美名。宋濂从安远回来后，其官职就一步步高升，最后
以翰林学士承旨、嘉议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兼太子赞善大夫致仕；除了让宋濂极尽荣宠外，朱元
璋还让宋濂的妻子、父母、祖父母受到封赠，让他的子孙到朝廷做官，以示皇恩浩荡。对于这些外在
的恩宠，宋濂心里是否真正愉悦却很难说。
除了处理好与朱元璋的君臣关系外，宋濂还要处理好与皖北武人集团成员的关系。朱元璋主要
是依靠皖北农民和浙东文人取得天下的，开国后，皖北的武人或封官或受爵，其地位都在浙东文人之
上。皖北武人对浙东文人多有排挤和打击：宋濂的同门友王

就因为得罪胡惟庸，在《元史》刚修好

后，就被排挤出朝廷，前往边疆招谕吐蕃，后来抗节死于云南。宋濂的朋友刘基也因为得罪胡惟庸，
后被下药毒死。对皖北成员的骄横跋扈，以及他们对浙东文人的排挤打击，宋濂不可能没有觉察。
但宋濂没有与皖北成员的明显冲突，可见宋濂在处理与皖北成员的关系上，是何等的小心翼翼。
另外，作为臣子，一举一动都必须符合新制定的繁文缛礼，否则就要受到弹劾官的弹劾。《明太
祖实录》就曾记载了一件宋濂因走错一道宫门而遭到弹劾的事①。
正是这样的小心翼翼，正是这样的惟恭惟谨，宋濂再也没有往日的自由和洒脱了。《明史》本传
中写道：
“濂性诚谨，官内庭久，未尝讦人过。所居室，署曰温树。客问禁中语，即指示之。”非但如
此，宋濂还将他的明哲保身之道传给他的朋友 ②。
然而，宋濂再怎么谨慎，再怎么保身，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一场血光之灾居然在他退休几年后还
是降临到了他的身上：洪武十三年（1380）十一月，宋濂的孙子宋慎被查出与胡惟庸党事有连，朱元
璋怒不可遏，将宋璲和宋慎一并处死，又将宋濂一家械至京师问罪。朱元璋还要杀掉宋濂以解恨，
由于马皇后和太子力救，宋濂得以免去一死，但全家被发配四川茂州。洪武十四年（ 1381）五月，宋
濂一家行至四川夔州；二十日，宋濂自裁于僧舍。
（三）入明后宋濂的创作
入明后，宋濂写了不少歌功颂德的文章，这一点颇遭当今学者的非议。不过，宋濂一些歌功颂
德的文章还不至于如有的论者所批评的那样令人可憎，以至对宋濂的人格也要加以蔑弃。宋濂是
一个有高度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文人，他从拒绝仕元到元末大动乱中为拯救黎民百姓而出
山，
应该说是实现了从“小我”到“大我”的转变，这样的转变是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之所在，我们应
给予高度的肯定和赞扬。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作为帝王虽然也有种种的不是，但在洪武初期，朱
元璋励精图治，宵衣旰食，尽量按照儒臣们的仁政思想治国，这样的功绩也是值得歌颂的。所以，作
《明太祖实录》洪武九年六月壬子条。
① 详见
《宋濂全集》第 1500 页《吴德基传》，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
② 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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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亲身经历元末大动乱和明初实施仁政的宋濂来说，他的不少文章是真心诚意颂扬朱元璋和明王
朝的。如《平江汉颂》一文，对朱元璋军队在鄱阳湖之战中大败陈友谅军队的战绩给予了颂扬。《嘉
瓜颂》一文，通过嘉瓜“本于回纥”的事实，对明兵征讨西域从而使西域归入版图的武功给予了颂扬。
即便是有论者所批评的《天降甘露颂》一文，作者的重点其实也并不在于颂扬“甘露”，而在于“受命
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即在“天道”与“人事”之间，更看重“人事”。所以，作者真正
要颂扬的是朱元璋“以得仁贤为瑞，以五风十雨为祥”的人事之祥瑞。这样的文章也许在今天没有
什么价值，但当时宋濂却对此寄寓了很深的用意！
如前所述，宋濂入明后写了大量的应制酬应的文章，其中不少文章由于受体裁（如塔铭、墓志铭
之类）等因素的限制，很难写得生动传神而归入文学作品之列，但在后期浩繁的篇秩中，宋濂仍有不
少熠熠闪光的优秀作品令我们为之注目激赏。如以自己年少时勤学苦读的经历规劝马生珍惜时
机、进德修业的《送东阳马生序》；以记叙楼之非凡而深寓规讽之意的《阅江楼记》；以借狂放孤傲、怪
诞不羁的王冕形象来批判元末黑暗现实的《王冕传》；记叙“出污泥而不染”，以死来保持贞节的风尘
女子李歌的事迹并以此寄寓褒贬之意的《记李歌》；以记叙杜环十多年照顾父亲亡友之母的感人事
迹来歌颂人性之美德的《杜环小传》；以记叙旅店主人李疑接纳病人及产妇而不取报酬的感人事迹
借以劝俗的《李疑传》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此外，宋濂在入明后写的几则寓言，如《虎说》、
《猿说》、
《杜环小佳》、
《书斗鱼》等，虽然对社会的批判性没有入明前那么大胆直露，但仍不失为寓言
作品中的佳作。
宋濂在《汪右丞诗集序》中认为汪广洋的文章经历了山林之文和台阁之文的变化，宋濂的经
历与汪广洋相似，那么，他自己的文章是否也经历了山林之文和台阁之文的变化呢？虽然我们不
能完全按宋濂描述的山林之文和台阁之文的情形来概括他自己的文章，但对比宋濂入明前与入明
后两个阶段的创作后可以发现，宋濂文章的内容和文风都起了较大的变化。首先，入明前，宋濂
的许多文章对元末的弊政、丑恶的世态和不良的风气给予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入明后，这类批
判现实的文章大大减少，而且批判的锋芒也大为减弱。如后期写的寓言，仅仅是在末尾发出一声
感叹以示批判，这与前期的大胆直露迥然不同。其次，入明前，宋濂虽然也有文章对元朝表示歌
颂，如《国朝名臣颂》、《皇太子入学颂》、《皇太子受玉册颂》等，但这样的文章毕竟很少，入明
后，宋濂写了大量的歌颂朱元璋和明王朝的文章，称这类文章为台阁之文未尝不可。再次，入明
前，宋濂的文章个人主观色彩比较浓厚，为文泼辣大胆，自由奔放；入明后，宋濂的文章劝谕规
谏的色彩较为浓厚，为文庄重典雅，深婉含蓄。在后阶段，宋濂处庙堂之上尚能关怀社会底层小
人物的命运，为李歌、杜环、李疑等小人物作传，赞扬他们身上闪光的美德，一个封建士大夫能
做到这一点，实在是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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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ong Lian’s Activities and Literary Creation in Various
Circumstances
XU Yong-ming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China ）
Abstract：Song Lian was born in the late Yuan dynasty in the Wuzhou prefecture，which was distinguished by
Neo-Confucians as "Little Zou-Lu"，referring to the native places of Mencius and Confucius respectively . His
teachers，like Huang Jin，Liu Guan and Wu Lai，were all famous Confucian scholars . His failure in the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s，along with the social upheaval and political corruption that characterized his time，
caused Song Lian to loose confidence in the Yuan regime . As fate would have it， he united with Zhu
Yuanzhang，expending great effort assisting the latter on the way from the hero of the common people up to the
founding emperor of the Ming dynasty . In the early Ming period， Song Lian， receiving a lot of special
treatment from Emperor Zhu，wrote quite a few essays in praise of him. No wonder，people today tend to detest
him in this regard .
However，the other side of the coin is that Song Lian ’s exceedingly harsh living condition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dynasty caused a big change in his mentality and literary creation . Firstly，many of
Song’s essays prior to the Ming made a most telling exposure and scathing criticism of the late Yuan ’s
maladministration，malpractice，and ghastly ways of the world . His essays of this nature during the early
Ming，however，were greatly reduced in number and much less trenchant . Secondly，Song’s essays prior to
the Ming were subjective，aggressive，forceful and unrestrained . But，his essays in the early Ming were chiefly
persuasive，being solemn and refined in style and mild and reserved in tone . Thirdly，Song Lian as a minister
showed loving concern for those at the bottom of society，and he wrote biographies for Li Ge，Du Huan，Li Yi
and others，praising their good virtue and strong character .
Key words：Song Lian；circumstances；literary creation；Wuzhou；Zhu Yuanzhang；the Yuan dynasty；the
Ming dynas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