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静
享有中国古典小说“第一奇书”之誉的《金瓶

梅》，刚一问世，便在当时的文坛和社会引起震
动，历经四百多年仍毁誉不一。明代李渔、清代金
圣叹、现代的鲁迅、郑振铎、吴晗等文史名家都对

《金瓶梅》进行过深入研究，毛泽东亦给予了“《金
瓶梅》写了明朝真正的历史”的较高评价。

只是，关于《金瓶梅》的作者，一直众说纷纭。
现存最早的《金瓶梅词话》刻本之序有“兰陵笑笑
生作《金瓶梅传》”一说，于是，人们围绕“兰陵”展
开了对作者的搜索，截至目前，被提及的人名有
50多位。今天，程冠军先生的《兰陵笑笑生之谜》
一文，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新说法，即“兰陵笑笑
生”为贾梦龙。贾梦龙一生经历了正德（明武宗）、
嘉靖（明世宗）、隆庆（明穆宗）、万历（明神宗）四
个朝代，目睹了大明朝的昏庸政治和腐朽奢靡的
社会风气：武宗在位17年，好逸乐，贪女色，是明
朝有名的荒唐皇帝。世宗朱厚璁，在位46年，前期
颇有一些作为，诛杀宦官，节用宽民，但后期荒淫
无度，政治腐败。神宗亲政后，深居宫中，荒淫享
乐，政治腐败。四任皇帝的荒淫无度，都在西门庆
的身上有所反映。每一种“作者考证”说都是学者
们潜心研究的结果，小编也只能看个热闹，但有
一点还是认同的，就是应该研究著作和作者在历
史大背景下所受的影响。因为文学都是来源于现
实生活。

《胶济铁路上的德国钢枕》向我们描绘的
是，百多年前铁路修建史上引进使用钢枕的
高精尖技术。作者还特意告诉大家，2013年胶
济铁路陈列馆筹建时，作为筹备组的工作人
员，他特别希望能够见到德国钢枕，但因年代
久远，线路几经改造，轨枕几经更换，相信不
少钢枕已经“回炉”，所以根本不敢有此奢望。
出乎意料的是，就在胶济铁路陈列馆附近，德
国钢枕竟然破土而出，出土地点就是离此馆
不远的一个大院内。当时施工人员无意中挖
出了埋在地下的锈迹斑斑的异形钢材，不知
道是什么东西，于是逐级上报。筹备组人员得
知后前往查看，这才发现，原来这就是梦寐以
求的德国钢枕。

经过除锈、核桃油涂覆等专业手段处理
后，百年钢枕露出金属光泽。回头再看文献中
德国钢枕“长2 . 4米，高80毫米，底宽184毫米，重
50公斤”的尺寸记载，测量比对，果然不差。随
后，这组百年前的德国钢枕被安置到胶济铁路
陈列馆，引领着参观者穿越时空，去追忆那段
历史。

刊前絮语

兰陵笑笑生到底是谁

《金瓶梅》作者的研究已由“大名士说”转为“普通文人说”———

“兰陵笑笑生”之谜：贾梦龙与《金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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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后叶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此间，被誉为明末四大奇书的《三国演艺》、《水
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先后问世。特别是《金瓶梅》被称为“天下第一奇书”。近年来，随着
金学研究的逐步推进和繁荣，有一个现象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这就是：金学界关于《金瓶
梅》作者的研究已由“大名士说”转为了“普通文人说”。那么这个“普通文人”到底是谁呢？越
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就是贾梦龙。

“兰陵笑笑生”不是“大
名士”

由于《金瓶梅》的作者隐去了真
实姓名，以“兰陵笑笑生”署名，因
此，自其问世以来，作者之谜一直是
金学研究者争论的焦点。近30年来，
众说纷纭，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王世
贞说”、“汤显祖说”、“李开先说”、

“屠隆说”、“王稚登说”、“丁惟宁说”
等，其中还有一个令人称奇的现象，
在众说之中，有父子二人均被列入
研究者的视野，这父子二人就是山
东古峄县人贾梦龙、贾三近父子。

最早提出“贾三近说”的是著名
金学家张远芬先生，“贾三近说”与“李
开先说”、“屠隆说”、“王稚登说”等都
是建立在“大名士说”的基础上的。许
志强先生在研究“贾三近说”的基础
上提出了“贾梦龙说”。近年来，随着金
学研究的逐步推进和繁荣，有一个现
象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这就是：
近年来，金学界关于《金瓶梅》作者的
研究已由“大名士说”转为了“普通文
人说”。“大名士说”被推翻，也就彻底
否定了“李开先说”、“屠隆说”、“王稚
登说”等。那么这个“普通文人”到底是
谁呢？

“兰陵笑笑生”应为何方人士？首
先肯定应是古兰陵人。古兰陵包括今
枣庄市峄城区（原峄县）、市中区、台儿
庄部分地区、临沂的兰陵县（原苍山
县）等。关于兰陵，历史上还存在南、北
兰陵之分。《南齐书》卷一载：晋康元
年，分东海为兰陵郡。中朝乱，淮阴令
整字公齐。过江居晋陵武进县之东城
里。寓居江左者，皆侨置本土，加以南
名，于是为南兰陵人也。”“兰陵笑笑
生”为作者之化名，这已为学界公认。
但南兰陵毕竟是侨置兰陵。中国人最
注重自己的籍贯,“兰陵笑笑生”之“兰
陵”无疑是北兰陵。因此，这个“普通文
人”是北兰陵人，更确切些说是生活
在明朝中后叶的籍贯峄县的科场失
意文人。我们之所以要把贾梦龙、贾
三近父子冠以“二贾”，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贾梦龙、贾三近父子所处的时代
大背景使然；二是父子二人同为当时
名人，儿子贾三近是先于父亲功成名
就，贾梦龙是后世才为人所知；三是
贾梦龙对儿子贾三近的成长有十分
重要的影响，而贾三近功成名就对于
贾梦龙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深远影
响，因此对于贾梦龙、贾三近父子二
人绝对不可割裂开来研究。

不同的性格决定了“二贾”大相
径庭的人生轨迹和不同结局。可以
这样说，没有贾梦龙就写不出《金瓶
梅》，而没有贾三近为贾梦龙创造优
越的生活条件，特别是了解宫廷内
幕，贾梦龙也无法创作《金瓶梅》这
部旷世奇书。

“十大要件”锁定贾梦龙

从《金瓶梅》的语言、风物、故事情
节、生活场景等可以看出，这个作者
必须具备“十大要件”，即：1、籍贯兰
陵，终老兰陵；2、才华横溢，科场失意；
3、熟知临清、清河一带风土人情；4、有
吴越一带生活经历；5、熟知峄县方言、
俚语；6、有文采，善作诗词小令，爱好
说唱文学，并精通佛道；7、有浮华生活
条件，了解朝廷内幕；8、生活的时代与
成书年代相吻合；9、有足够的写作时
间；10、熟知运河风情。

生活在明朝中后叶的兰陵的“普
通文人”有谁具备上述“十大要件”呢？
这个人就是贾三近的父亲贾梦龙。

明正德年间，贾梦龙随父亲贾
宗鲁在高
淳和南
阳生活
了 近 三
十年。嘉
靖 二 十
年 ，贾 宗
鲁病逝于
任上，贾梦
龙 便 偕 幼
子贾三近回
到了老家峄
县。嘉靖三十
六年，贾梦龙
被选为贡生，
后到河北内邱
任 儒 学 训 导

（相当于县学副校长）。至此，我们可
以看出，贾梦龙不但籍贯兰陵而且
有吴越一带生活经历，又熟悉临清
一代风土人情；不仅其工作过的地
方离运河较近，而且其祖籍临清和
其籍贯古兰陵（峄县）都是运河流域
的城镇。

贾梦龙虽然饱读诗书，但却一
生不得志，到46岁才被选为贡生，做
了河北内邱的儒学训导。上不如其
父（贾宗鲁还做了府学的校长），下
不及其子（贾梦龙被选为贡生的第
二年，即嘉靖三十七年，24岁的贾三
近便参加乡试，夺得省魁；十年后又
高中进士，名列山东省第一）。

纵观古代小说，多为科场失意
文人所作。《金瓶梅》的作者是科场
失意文人无疑，但绝不是落魄文人。
这一点一定要加以区别。贾梦龙正
是一个饱读诗书，却不精通科举的
失意文人，他失意却不落魄。贾梦龙
的儿子贾三近中进士后，仕途顺利，
先后任户科都给事中、右检都御史、
大理寺卿等重要职务，为朝廷重臣。
因此贾梦龙具备荣华富贵的生活条
件，并且了解朝廷内幕。晚年的贾梦
龙，家庭上遭受了丧孙和丧子之痛，

孙子贾梧和儿子贾三近都先他而
去，这种打击无疑增加了他人生的
悲剧色彩。从贾梦龙流传下来的文
学作品来看，他对词曲、小令和说唱
文学十分喜爱，并且精通佛道。另
外，贾梦龙生于明正德六年（1 5 1 1

年），卒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
享年86岁。其所生活的时代历经明
朝的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四朝，而

《金瓶梅》反映的正是这四个朝代的
生活场景，《金瓶梅》手抄本流行的
年代正是万历二十四年前后。最后
一点是，贾梦龙自6 0岁时（隆庆五
年）就退居老家峄县，在青檀山西买
田结舍，具备以小说寄情，以抒胸中
愤懑的条件，也有足够的创作时间。

再看“大名士”贾三近：少年得志，
科举出仕，大明言官，朝廷重臣，其一

生可以说是仕途顺利，位高权
重。贾三近虽然
“三次告家居
峄”，但每一
次他都是“处
江湖之远，则
忧其君”，身在
家乡，却心怀社
稷。仅凭这些条
件就可以看出，
贾三近绝不会写
出《金瓶梅》这种
体裁和风格的小
说。是不是这样说，
贾三近就与《金瓶
梅》没有任何关系了
呢？非也！正是贾三近

的特殊身份，才使得其父贾梦龙有条
件了解宫廷内幕。

自明武宗“正德”朱厚照(1491-
1521)到神宗朱翊钧(1563-1620)，四任皇
帝都是荒淫无度。武宗的荒唐与荒淫，
世宗服丹药中毒而死，这些都在西门
庆的身上有所寓指和反映。有的学者
指出，西门庆的原形就是荒淫无度
的武宗皇帝。笔者倒是认为，西门庆
是一个“杂交品种”，他是明代官场
乃至宫廷以及民间商贾人物的一个
集合体，西门庆的所作所为正是明
代现实社会的真实反映。另外，也正
是贾三近的特殊身份，给贾梦龙提供
了结社交友、饮酒赋诗、享受人生的
物质条件，使得贾梦龙虽然失意，却
不落魄，不为衣食担忧，有足够的闲情
逸致投入小说创作。

从“十大要件”上可以看出，贾
梦龙才是《金瓶梅》最有说服力的作
者，应当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和深
入研究。贾梦龙看透了明朝社会的
黑暗现实，他亲身体会到明代社会
自上而下整个社会道德架构的彻底
崩溃，以小说《金瓶梅》借宋寓明，警
示时人与后人，堪称大明朝的一曲
时代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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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看到当年和时任中共中央
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刘
少奇坐在一起拉家常的老照片，已经
70多岁的谢遵禹老人就会激动不已。

时间追溯到1958年7月16日。那天
下午，大约三四点，茌平县博平镇二
刘村（原名卢庄村）的谢遵禹正在家
中复习功课准备考高中，听到街上比
往常热闹，就跑出家门想看个究竟。
只见不远处停着两辆小汽车，还有一
小群人围在那儿聊天。穿着裤衩褂子
的他好奇地凑了过去。刚到跟前，旁
边一位陌生的中年人轻轻拍了一下
他的肩膀，指着中间那位坐在农家小
板凳上与人亲切交谈的长者，轻声问
道：“你认识这位老人吗？”谢遵禹仔
细瞅了瞅眼前这位满头白发、说话声
音低缓的老人，不假思索地回答：“刘
少奇委员长，我在报纸上见过！”

听到他的回答，在场的人都笑了

起来：“你回答得很对！”
正在扭头和谢遵禹的同村老

人卢永昌拉呱的刘少奇，回过头瞧
了一眼站在面前的年轻人，和蔼地
问道：“多大年龄了？叫什么名字？
在做什么事情？”

听到老人的问话，谢遵禹赶忙
回答说：“快十八了，还在读书，现
在正在家里复习功课，准备考高
中。”一边回答，一边随手拿过一个
小板凳，很自然地和刘少奇同志面
对面坐了下来。

听到他要考高中，刘少奇同志高
兴地夸赞：“很好！年轻人就要有志
向。”同时，刘少奇又问他：“如果考不
上高中你打算怎么办？”

“考不上高中我就回村劳动，
做一名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型农
民，努力改变家乡面貌。”

听了他的回答，刘少奇同志满
意地说：“就要做好两种准备，目前
能考上高中的年轻人毕竟还是少

数，做一名有知识的农村青年也是
为国家建设做贡献！”

就在两人聊得热火朝天的同
时，机敏的摄影记者准确记录下了
这精彩一幕。原来，那天正在山东视
察工作的刘少奇同志，在时任山东省
委书记舒同的陪同下，要到聊城专区

视察工作，车子来到必经的要道博平
镇二刘村（原卢庄村）附近时，正赶上
新修建的徒骇河大桥铺桥板，汽车一
时无法通过。为了不影响桥梁施工，
刘少奇就让车子停在了村头路边，这
才有了随后刘少奇和农村学生拉家
常的这一段佳话。

刘少奇和青年谢遵禹(左)亲切交谈

●人文齐鲁稿件请发至：qlwbxujing@sina.com

贾梦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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