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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与艺术研究】

姻亲网络与家族文学的发展 ∗
———以秀水长溪沈氏家族为例
许菁频
摘

要：秀水长溪沈氏作为明代江南著名的文学世家，通过父系、母系和妻系三个姻亲关系营构成一个完整的姻亲

网络。 由于姻娅关系的确立直接作用于家族的家风、家学，因此对方的科举背景和文化氛围是文学世家在联姻时
首先考虑的问题。 同时，联姻对象的社会地位、文学影响力、地理位置及其与本家族的亲疏程度等亦是需要考虑的
因素。 沈氏家族所编织的姻亲网络，扩大了家族成员的交际圈，提高了家族成员在文坛的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推
动了地域文学的发展。
关键词：长溪沈氏家族；姻亲网络；家族文学；文学世家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５－０１５４－０６

作为宗族社会中提高社会地位的重要手段，建

世皆以孝悌力田起家，竹隐公丈夫子五次度曰：怡筠

立成熟良性的姻亲网络一向备受文学世家的重视。

公能大前人之业而好行其德，乡人迄今颂之，是为曾

这不仅是因为“ 母教” 对于世家大族有着不同寻常

祖。 祖讳复。 复即东园公。” ③ 沈氏在明朝宣德年间

的重要性，而且在于姻娅关系直接决定着家族能否

定居秀水长溪，起家于正德年间的曾祖沈复，至明

门祚益昌。 徐雁平指出：“ 世家对婚姻的讲求，表现

末，一门五代均热衷于文学创作和文化建设，既出现

在时间的脉络上是书香与风雅的延绵，表现在空间

了以“ 存石草堂” 名闻天下的藏书家沈启南，也诞生

上是家教（ 家风与家学） 发散性扩展。” ① 诚然，联姻

了以笔记《 万历野获编》 而名倾海内的文学家沈德

在解决了家族生物性繁衍后代问题的同时，也对家

符，且有沈凤华、沈瑶华、沈翠华“ 沈氏三才女” 闻名

族文化起到了融会生新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于世，是名副其实的文学世家。 对长溪沈氏家族的

着文学群体甚至文化板块的形成。

姻亲网络和婚姻特点进行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了

嘉兴府秀水长溪沈氏是江南望族，有“ 江南沈

解女性在婚姻中所承担的文化传承作用，考察文学

沈氏先祖封于沈国，为周文王第十

世家形成和发展的内在规律，而且有益于我们发掘

最盛” ② 的说法。

子聃季。 赵宋南渡时，迁居会稽，后定居秀水长溪。

文学流派或地域文学形成的客观因素。

晚明文人冯梦祯曾对秀水长溪沈氏的渊源做过详细

一、长溪沈氏家族的姻亲网络

的描述：“ 沈氏自汴从宋南渡，家会稽。 洪武中有庭
芝者自会稽徙松江七保，又徙迁善乡。 宣德中割迁

沈氏家族主要通过父系、母系和妻系三个姻亲

善，隶吾郡之嘉善。 庭芝生瑾，赘居秀水。 思贤乡之

关系营构成一个完整的姻亲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既

长荡，遂籍秀水。 瑾生璚，璚生渊，是为竹隐公。 累

有两个家族之间多次联姻， 也有若干个家族之间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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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亲网络与家族文学的发展———以秀水长溪沈氏家族为例

环交错联姻。 通过姻亲网络，诸多并不相关的男性

黄氏家族喜藏书、刻书，著述颇丰。 黄承昊，字履素，

被串联起来。 沈氏家族的主要姻亲关系如下：

号暗斋，自号乐白道人，黄洪宪次子，万历四十四年

１．嘉兴项氏家族

沈氏家族与嘉兴项氏有过两次联姻。 第一次是

沈复之子沈谧三女适项锡之孙项国亨，关于这段婚
姻现有资料甚少。 沈谧，字靖夫，又字静夫，号石云，
别号石山， 嘉靖八年 （ １５２９） 进士， 官至湖广 参 议。
第二次是沈谧之孙沈自邠次女沈瑶华适项鼎铉。 沈
自邠，字茂仁，号几轩，万历五年（ １５７７） 进士，授检

（１６１６） 进士，历官福建海防按察司副使，以功调广
东按察司。 他精通医理，著有《 乐白道人集》 《 暗斋

吟稿》 《 阐幽录》 等，补李日华未完成的《 嘉兴县志》 。
黄承昊的填房沈纫兰、从妹黄淑德、仲女黄双蕙、族
女黄介媛均是明末女诗人，各有著述传世。
４．秀水冯氏家族

沈自邠次子沈凤娶秀水冯梦祯之女，生子沈大

讨，改庶吉士，历修撰，参与纂修《 大明会典》 ，著有

詹、沈大遇。 沈凤，又名凤祯，字超宗，擅长书法，喜

在明代成为“ 五世进士” 的望族，从正统七年（１４４２）

深得李日华、冯梦祯等人赞赏。 冯梦祯，字开之，号

项忠高中进士后，儿子项经、孙子项锡和项轲、曾孙

具区，又号景纯，别号真实居士，万历五年（１５７７） 进

项治元，以及玄孙项承芳先后披宫锦，成为科举世

士，除编修，补广德守判，官至南京国子祭酒，晚年居

《 尚书衷引》 《 沈修撰诗集》 等。 嘉兴项氏以商起家，

家。 项氏同时也是明代中后期享誉海内外的收藏与
鉴赏世家，其中项元汴、项笃寿兄弟的“ 天籁阁” 和
“ 万卷堂” 藏书楼收藏的书画独步天下。 项鼎铉，字

孟璜，号扈虚，又号魏斋，项笃寿之孙，项德祯之子，
万历二十九年（ １６０１） 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著有
《 呼桓日记》 《 实录纪异》 《 魏斋佚稿》 《 学易堂笔记》

等。 他在《 呼桓日记》 中对妻子沈瑶华有过记载，世
人因此得以知晓沈氏女性的才华。
２．海盐钱氏家族

收藏书籍、名画、法帖、古玩等，是鉴藏大家。 其收藏

仁和，筑室于孤山之麓，曰“ 快雪堂” ，以收藏王维名
画《 江山雪霁图》 享誉士林，著有《 快雪堂集》 《 快雪
堂漫录》 等。 冯梦祯之孙冯千秋，及其小妾冯小青
均以诗文擅名。

５．嘉兴李氏家族

沈大詹娶李日华之女李贞。 沈大詹，字伯远，沈

凤长子，沈德符侄子。 据晚明文人谭贞默为李日华
写的《 明中议大夫太仆寺少卿李九疑先生行状》 ⑤

所言，李氏家族的远祖是南宋靖康遇难的吏部侍郎

沈谧长子沈启原娶秀水钱萱之女。 次子沈启

李若水，原为河北洺州人，其次子淳迁移至嘉兴。 至

南，字道明，号志棠，又号巢云、澄源居士，任光禄署

李日华曾祖父李衍登侍郎，摆脱了村居的状况，此后

丞，著有《 游燕草》 《 溪居草》 《 市隐草》 等。 钱萱，字
懋孝，海盐钱氏家族钱琦三子，嘉靖十四年（ １５３５）

至李日华科举及第，李氏家族走上诗礼传家的道路。
李日华，字君实，号九疑，又号竹懒，嘉兴人，万历二

进士，累官仪制员外郎，后来因故被降为德庆州同

十年（１５９２） 进士，历任九江推官、汝州判官、淹留县

知。 海盐钱氏家族是嘉兴府望族，为吴越王钱镠之

令、西华县令、南京礼部仪制司主事等，以南京太仆

后，“ 在嘉兴各望族中自是最大之一族，在年代上亦

寺少卿致仕。 据《 明史》 载，李日华官场多次起伏，

最长久，自明代正德间（ 琦为正德戊辰进士） 以迄清

均以恬淡处之，家居二十年，以读书、著述、书画、鉴

代末叶，似乎始终能保世滋大” ④ 。

海盐钱氏家族从

赏自娱，世称博物君主，著有《 恬致堂集》 《 味水轩日

钱琦， 字 公 良， 号 东 畲， 人 称 临 江 先 生， 正 德 三 年

业，继承了父亲沈凤对书画的嗜好。 李日华《 味水

明朝正德年间到清光绪年间，产生进士多达 １６ 人。
（１５０８） 进士， 历任盱眙知县、 临江知府、 思南 府 知
府，著有《 钱临江先生集》 《 附录》 等。
３．秀水黄氏家族

记》 《 檇李丛谈》 等。 沈大詹曾师从李日华攻读举
轩日记》 中记载沈大詹邀请自己去长溪沈氏祖宅检
点先世遗留书籍的情景：“ 沈甥大詹以舟迎余，往长
溪祖宅，检先世遗书。 自观察石云公、大参霓川公、

沈自邠长女沈凤华适秀水黄承昊， 未嫁而逝。

编修几轩公所积，与太学超宗君所续得，不下八万余

沈凤华，字伯姬，年十八夭逝，著有《 墨刻古诗十九

卷。 散落浥烂十之四五。 若金石绘事秘玩种种，悉

首》 。 秀水黄氏在明代以科举闻达，嘉靖至万历年
间涌现 ６ 位进士、３ 位举人。 其中，父黄錝、子黄洪

宪、孙黄承玄和黄承昊，三代四人登龙门，风光一时。

入胠箧手无孑遗矣。 为之三叹。” ⑥
６．秀水朱氏家族

秀水朱氏家族是明清两朝著名的文学世家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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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世家，因明代状元阁臣朱国祚和清代“ 浙西词派”

圣谟之女。 秀水黄氏家族黄承昊侄子黄卯锡娶项德

的创始人朱彝尊而名满天下。 沈氏家族与朱氏家族

成之女项兰贞为妻。 冯梦祯和沈自邠是万历五年

一共联姻两次。 第一次是沈大遇女儿适秀水朱氏朱
德机。 沈大遇，字仲谋，沈凤次子，与兄沈大詹并有
文名，庠生。 朱德机，字虞省，号江民，朱彝哲之子，
朱丕襄之父，太学生，著有《 据梧遗稿》 。 第二次是

（１５７７） 同馆庶吉士中最要好的，冯梦祯之女适沈自

邠之子沈凤。 李日华仲女李贞适沈凤长子沈大詹，
其《 味水轩日记》 对女儿婚事有专门记载：“ 婿从叔
沈受繁讳纯祉执主人礼以迎。 岳太守季有、项进士

沈自邠曾孙沈迈人娶朱丕襄之女。 沈迈人，字辞远，

孟璜以懿亲陪席。” ⑦ 此处的沈纯祉，字受繁，以博洽

太学生。 朱丕襄，字吉思，号泉明，又号东轩，庠生，

称，为沈自郇之子、沈自邠侄子、沈大詹从叔，万历四

华适屠懋和，所生女儿适朱彝辅。 朱彝辅，秀水朱氏

指岳骏声，秀水岳氏家族岳元声的三弟，字季有，万

著有《 白云窝诗稿》 。 此外，沈谧孙沈自郇之女沈翠
家族朱茂旸之子，著有《 竹岩偶吟》 。
７．嘉兴包氏家族

沈大遇娶嘉兴包氏家族包鸿逵之女。 嘉兴包氏

是明代著名的科举世家，前后 １２ 世中有 ８ 位子弟中
进士，２ 人中举，且其藏书与刻书都声名远播。 包鸿
逵，字振瑞，号仪甫，为包世杰之子，万历三十八年
（１６１０） 进士，官湖南湘潭知县，著有《 湘潭志》 《 治潭
纪事录》 。

十六年（ １６１８） 与从兄沈德符同榜举人。 岳太守是
历三十八年（１６１０） 进士，官刑部郎中，善为诗，工书
法，著有《 闯祸始末》 《 秋窗偶拈》 等。 项进士指项鼎
铉，是沈大詹的姑父，他以至亲的身份作陪。 在沈氏
与李氏的婚礼上，嘉兴项氏、秀水岳氏都到场，可见
嘉兴府世家之间的勾连密切。
二、长溪沈氏家族姻亲网络建构的准则
文学世家在选择联姻对象时深思熟虑是肯定

沈氏家族在明代除了与上述嘉兴府望族的联姻

的，一些偶然因素确实会改变某些人的姻缘，但更大

外，还有以下通婚：沈谧长女适吴邦校，次女适盛朝

程度上，人们遵循的还是一些基本准则。 长溪沈氏

纲。 沈启原之女适秀水卜鼎臣。 沈启南娶秀水王爱

家族作为文学世家的一个典型代表，其姻亲网络建

之女。 王爱，字体仁，号一山，嘉靖三十八年（ １５５９）

构的准则也是有迹可循的。

进士，任顺天府学教授，迁国子监丞、刑部山西司主

由于姻娅关系的确立直接作用于家族的家风、

事。 王爱原配是嘉兴项氏，为项忠女孙。 沈自邠娶

家学，因此对方的科举背景和文化氛围是文学世家

秀水王俸之女。 王俸，字廉甫，号会泉，嘉靖四十一

在联姻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清初武进庄氏家族

年（１５６２） 进士，授武库主事，进郎中，出守永州，升
江西参政。 沈德符娶平湖陈泰来之女。 陈泰来，字
伯 符， 别 号 员 峤， 一 字 上 交， 平 湖 人， 万 历 五 年
（１５７７） 进士，授顺天教授，进国子博士，后任礼部主
事，进员外郎，因上疏救赵南星，被贬为饶平典史，天
启年间，赠光禄少卿，工书法，著有《 员峤集》 。

通过上文的梳理，我们发现长溪沈氏与嘉兴府

《 董太夫人家训》 言： “ 儿子结亲， 不可不细访其岳
父、岳母及诸舅行止，于妻家父母虽严，有禁其不能
往还者，气习好，儿子便思向上，外甥亦可学样。 气
习不好，渐染成风，子孙后来非复吾家本色矣！ 苦见
人因妻家败者多矣！ 慎之，慎之！” ⑧ 董太夫人对于
妻族家风非常重视，认为妻家不好的家风会熏染夫
家子孙，因此结亲之时务必细访妻族家风。

望族之间联姻密切，这些望族之间又存在着错综复

母亲、舅舅在古代家庭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杂的姻娅关系。 例如，包氏家族包世熙之女适秀水

特别是官宦之家，父亲往往常年在外为官，教育子女

冯梦祯之子冯辟邪，包世杰之女适秀水朱氏家族朱

的重担经常落在母系家族。 如明代嘉靖年间华亭宋

大猷。 包世杰之子包鸿逵娶嘉兴项氏项承芳女，包

氏家族宋坤常年游于吴地，妻子唐氏便将二子宋尧

世杰曾孙包惟浤娶秀水朱氏家族朱国祚之孙女。 又

咨、宋尧俞带回唐家接受教育，兄弟两人“ 在外家晨

如，冯梦祯是李日华、黄汝亨及项元汴三子项德新的
老师，沈大詹又师从李日华攻读举业。 李日华与项

昏攻读，日诵书二寸” ⑨ 。 明代吴江叶氏家族叶小鸾
幼年被寄养在舅舅家中，由舅舅沈白征、舅母张倩倩

笃寿长子项德祯交往甚密，《 味水轩日记》 卷一“ 万

教育长大，由此可见联姻对象文化氛围浓厚的重要

历三十七年四月十九日” 条记载项德祯夫人去世，

性。 长溪沈氏家族自身是科举世家，其所选择的嘉

李氏冒雨吊唁。 李日华之子李肇亨娶项元汴之孙项

兴项氏、海盐钱氏、秀水黄氏、秀水冯氏、嘉兴李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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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亲网络与家族文学的发展———以秀水长溪沈氏家族为例

秀水朱氏、嘉兴包氏等均有不少子弟中进士，有的甚

分在本地完成。 长溪沈氏家族的联姻对象以本府嘉

至是著名科举世家。 借助科举的成功，族中涌现不

兴、秀水、海盐为主。 又如明代武进庄氏家族，其联

少具有“ 乡望” 地位的人物，他们往往具有较高的政

姻对象中的唐顺之、孙慎行等都是本地人。 明代吴

治地位，这使得文学世家在当地常常拥有不可忽视

江沈氏与叶氏三代间的联姻构建成了典型的本地域

的话语权。 不仅沈氏，嘉兴当地望族李氏、沈氏、周

婚娅关系网。 乌程凌氏与同乡闵氏也是世代通婚，

氏、项氏、冯氏、黄氏等家族之间亦世为婚姻，如嘉兴

且均是明代著名的文学世家、刻书世家，他们同操一

高氏家族高承埏子女 ６ 次婚姻关系中有 ４ 次都是嘉
兴望族。 望族之间对等的科举背景与文化品位使其
通婚频繁、联系紧密。

业，互为竞争、共同发展。
与此同时，具有一定师承关系、同学关系、同年
关系、姻亲关系的家族，相互之间的通婚往往被美誉

家族的社会地位、文学影响力等因素，以有利于自身

为“ 亲上加亲” ，也非常受文学世家的喜爱。 师门联

家族门庭煊赫、薪火相传。 在长溪沈氏家族联姻对

嫁给公冶长。 此后文人有意识地寻觅能在未来场屋

其次，文学世家在构建姻亲网络时会考察对方

象中，嘉兴项氏、包氏、李氏，秀水黄氏、冯氏、朱氏以
及海盐钱氏等，均是集科举世家与文学世家为一体
的望族，这使得沈氏家族不论在仕途还是在文学上

都如鱼得水、腾挪自如。 例如，沈德符 １２ 岁时父亲
就去世了，他一生科举蹭蹬，“ 累举不得第” ⑩ ，凭借
笔记《 万历野获编》 而名闻天下。 其诗集 《 清权堂

集》 二十二卷在明代刊刻时，得到文坛众多大家的
推崇。 其中既有明代竟陵派代表人物钟惺、谭元春，
也有公安派代表人物袁中道；既有诗书画名噪一时
的陈继儒、王时敏，也有海盐著名藏书家胡震亨；既
有从弟沈纯祉，也有侄子沈大遇、沈大詹。 之所以有
这么多名人为之言誉，既与沈德符的曾祖、祖、父皆
为进士、官员有关，也与沈氏家族庞大而显赫的姻亲
网络有关。
又如，明代无锡华氏和太仓王氏的联姻属于强

姻最早始于孔子，他将兄之女嫁给南容，将自己女儿
文战中有所斩获的青年才俊为乘龙快婿，以此帮助
妻族维系门庭高贵，明代江南此种现象亦十分普遍。
从长溪沈氏的姻娅圈看，李日华是沈大詹的老
师，沈大詹娶李日华仲女为妻；沈启原是王爱的老
师，王爱之女适沈启原弟弟沈启南；松江陈继儒在嘉
兴包氏家坐馆，包杞娶陈继儒之女；李日华是谭贞良
老师，李日华孙子李琪枝娶谭贞良之女；冯梦祯与包
柽芳为好友，冯梦祯言：“ 余得交先生最晚，最为先

 包柽芳长子包世熙之女适冯梦祯之子冯

生所知。” 

辟邪。 经过冯梦祯的介绍，沈懋孝与李日华成为忘
年之交，并结了姻亲。 李日华虽然出身贫寒，与望族
项氏地位悬殊，但因其精通鉴赏，成了项氏的座上
宾，是项元汴所奖掖的后学。 李日华堂兄李培为项
元汴之孙项圣谟的亲家，李日华之子娶项圣谟之女。

强联手。 华察，嘉靖五年（ １５２６） 进士，累官侍讲学

包柽芳与周履靖是挚友，经包柽芳介绍，周履靖也成

起龙，隆庆二年（ １５６８） 进士，官礼部主事。 无锡华

也是他的文学启蒙老师。 由此可见，师友关系在联

重建“ 碧山吟社” 。 太仓王氏家族的王世贞和王世

坤与同乡姚翼、顾震均求学于唐枢，属于同学关系，

士，是王世贞的座师，其子华起龙娶王世贞之女。 华

了冯梦祯的朋友，同时，周履靖又是李日华的表叔，

氏是常州府著名的文学世家，华察曾与顾可久等人

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此外，明代归安茅氏家族茅

懋兄弟均是文学家，前者更是明代“ 后七子” 领袖人

茅坤娶了姚翼的姐姐为妻，茅坤的妹妹则嫁给了顾

物，“ 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诗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

震。 显然，同学关系与地理位置共同决定了这两段

 。 王世贞也曾自述华氏子弟华善继在自己

门下” 

婚姻关系。 又如，明代华亭宋氏家族宋瑮少时游学



过余，则必以诗谒。 其诗亦必进，如是者数年矣。” 

为妻，可见师承关系也是确定姻亲对象的重要因素。

由此可见，华、王联姻对于双方家族的社会影响力都

文学世家的文学品位和文学主张有时也会影响

点拨之下诗文的进步：“ 自是孟达（ 华善继） 数买舟

有极大提升作用。

京师，跟随吏部郎中俞宗大学习楷书，最后娶其女儿

联姻对象的选择。 明代文学流派发展迅猛，江南文

最后，联姻对象的地理位置及其与本家族的亲

学世家的成员大多是文学流派的中坚力量。 不同流

疏程度等亦是文学世家在构建姻亲网络时需要考虑

派成员因为文学主张不同，往往会出现“ 文人相轻”

的因素。 由于古代交通不便，姻娅关系的缔结大部

的局面，这样的状况自然无法联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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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沈氏姻亲网络对家族文学发展的影响
正如李真瑜在考察吴江叶氏和沈氏家族时所指
出的：“ 叶、沈两大文学世家三代间的联姻，密切了
两大家族的关系，因此也在较大范围内关联着一些

文

文学活动，客观上对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学世家的联姻不仅密切了家族之间的关系，而且对
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长溪沈氏家族所编织的姻
亲网络在提高家族地位的同时，对家族文学、地域文
学的发展均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首先，通过姻亲网络，扩大了家族成员的交际
圈，促进了文学交流。 文学世家通过姻亲网络的建
构，为家族成员的文学活动提供以下便利。 第一，有
利于资料的收集。 如沈德符创作的《 万历野获编》
内容庞博，其史料来源也堪称驳杂，其中姻亲给他提
供了重要的写作材料。 《 万历野获编》 的卷三《 郑旺
妖言》 、卷四《 楚府行勘》 、卷二十三《 刘凤台》 《 山人

愚妄》 、卷二十四《 宋时诨语》 、卷二十五《 昙花记》 、
卷二十八《 甲戌状元》 等内容均是弟弟沈凤的岳父
冯梦祯所提供；卷十五《 纳粟民生高第》 、卷二十二

《 冯仰芹大参》 等由妹夫项鼎铉的父亲项德祯提供；
卷十六《 进士房稿》 记载了父亲沈自邠与冯梦祯合
 。 第二，激发创作的兴

作编选时文，“ 锓板行世” 

致。 李日华嫁女儿与沈大詹时，项鼎铉在沈宅以懿

《 快雪堂集》 可以看出， 他先后为沈氏写过如 下 文
章：卷二有为沈自邠撰写的《 沈茂仁南还诗及纪行
序》 ；卷六有为沈谧写的寿序《 寿沈志堂尊太翁六十
序》 ；卷十三有为沈启南撰写的《 光禄寺署丞志棠沈
公洎配王孺人合葬墓志铭》 ；卷十五有为沈自邠夫
人撰写的《 沈母王孺人墓志铭》 ；卷十八有为沈自邠

撰写的《 沈茂仁行状》 ；卷二十有为女婿沈凤撰写的
《 太学沈生超宗墓志铭》 ，卷二十二有分别为沈启南
和沈凤撰写的《 祭沈志堂文》 和《 祭沈超宗婿文》 ；卷
二十三有为沈自邠夫人撰写的《 祭沈母王孺人文》

《 祭沈亲母文》 ，卷三十三有与沈自邠的书信《 与沈
茂仁》３ 封、《 报沈茂仁》 《 与沈几轩》 ；卷三十五有与
女婿沈凤的书信《 与沈婿》 ３ 封；卷三十八有与沈自

邠的书信《 答沈茂仁》 ；卷三十九有与沈启原的书信
《 答沈霓川年伯》 ；卷四十有与沈启南的书信《 答沈
道明》 ；卷四十一有与沈启原的书信 《 报沈霓 川 年
伯》 。 从以上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同年加联
姻的关系使得冯氏与沈氏联系紧密。 冯梦祯不仅为
同年沈自邠和女婿沈凤撰写行状、墓志铭、祭文，而
且为沈自邠的叔叔沈启南撰写墓志铭、祭文，甚至为
沈自邠的夫人撰写墓志铭和两篇祭文。 冯梦祯平常
与沈自邠、沈凤之间书信往来频繁，在沈自邠去世、
其子沈德符由祖父沈启原抚养后，冯梦祯先后写了
两封信予以问候、宽慰，可见情意绵长。

亲身份侍陪，此后李日华和项鼎铉交往十分密切。

冯梦祯作为晚明浙西诗坛的重要人物，在浙西

李日华《 味水轩日记》 中记载自己曾多次到项鼎铉

文化圈的影响力不可小视，他与沈氏成员之间的文

处观赏书画，其中包括项笃寿旧藏《 唐摹万岁通天

字往来有助于提升沈氏在文坛的地位。 例如，冯梦

帖》 。 项鼎铉《 呼桓日记》 中也三次提及李日华，并

祯对沈自邠的文学创作予以高度评价：“ 于书无所

交代自己之所以写日记是受到了李日华的鼓励。 第

不窥，为文辞援笔立就，不事搜讨，而精意亶亶，深中

三，促进文学的传播。 如冯梦祯在《 快雪堂集》 卷三

尺度，诗不名一家，冲夷雅俊类其为人。 著作甚富，

十三《 与沈几轩》 书信中，对亲家沈自邠的绝句大加

先梓传者《 归省述征》 及《 昼游赓咏》 二编，当指可以

赞叹：“ 八绝大是佳，竟恨薄劣不能一和，此道中足

 冯梦祯在《 快雪堂日记》 中多次提到

识鼎味矣。” 

下遂独往乎？ 抵家晤伯暗、士云当出示之，共为相思

沈自邠创作的诗集《 归省述征》 ，并为之写序《 沈茂

枝头，准备拿去与朋友们分享。 由于冯梦祯在浙西

祯高度肯定其诗歌创作：“ 公于书无所不窥，书登北

 冯梦祯认为沈自邠的绝句创作可谓道中独占

耳。” 

诗坛的地位，这一举动无疑扩大了沈自邠诗歌的传
播力度。
其次，通过姻亲网络，家族成员有条件请文坛知
名人物题跋写序或撰写行状、墓志铭等，提高家族成
员在文坛的地位。 以沈氏家族与冯梦祯交往为例，
沈凤娶冯梦祯女儿，冯梦祯与沈自邠是同年，又结成
亲家，因此他与沈氏关系十分密切。 从冯梦祯所著
１５８

仁南还诗及纪行序》 。 在沈启南的墓志铭中，冯梦


海之堂，诗进大历以上，晚尤工。” 

此外，沈自邠长女沈凤华适秀水黄承昊，虽未嫁
而逝，但沈自邠与黄洪宪结成亲家。 黄洪宪为沈自

邠之父沈启原撰写《 祭陕西按察司副使沈霓川文》 ，
 ，称扬沈氏家

赞之“ 公笃生弱冠，慷慨家学渊源” 

学深厚。 又如沈大詹娶李日华之女李贞，沈德符是
沈大詹伯父，李贞兄弟李肇亨审阅了沈德符《 清权

姻亲网络与家族文学的发展———以秀水长溪沈氏家族为例

堂集》 卷十三，李日华又为女婿所编嘉兴府名士时

过对以血缘、亲缘为主，旁及学缘、地缘的姻亲网络

文集《 禾城大社》 作序。 这些举动无疑都提升了沈

的解构、建构，可以使我们更为清晰地寻绎沈氏文学

氏在当地文坛的地位。

世家递嬗的脉迹与规律，探究家族行为、地方力量在

最后，姻亲网络在促进家族文学发展的同时，也

人文传承、人才培育中所发挥的作用。

推动了地域文学的发展，从而进一步确立了家族在
当地文坛的地位。 文学世家的联姻在一定程度上可
视为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学结盟，相互交错的姻娅关
系往往使多个文学世家之间进行着勾连贯通的文学
活动，或结社，或雅集，或编纂，或题词，或校勘，或著
述，从而形成相近的文学主张或相似的文化传承。
以嘉兴地区为例，李日华家族、沈德符家族、项元汴
家族、周履靖家族、黄洪宪家族和冯梦祯家族等世代
通婚，在藏书、著述、书画、诗论等方面形成了相近的
品位，不仅培养出了一批具有一定文学影响力的文
人学者，还诞生了一群才媛，如黄洪宪家族的黄氏女
诗群、沈德符家族的“ 沈门三才女” 等，构成江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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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一抹绚丽的彩霞。
徐雁平在《 清代世家与文学传承》 一书中指出：

“ 着力于以联姻为脉络的‘ 文化板块’ ，可理解地方
性文人群体和地方性文学（ 学术、艺术） 流派形成的
 文学世家之间的联姻推动了家族成员之间

基础。” 

群体性文学活动的频繁发生，从而使他们在文学主
张和文学审美上产生趋同性，这有利于地域性文学
群体的形成，推动地方文化的繁荣。 例如，“ 通过大
规模地与本地文化名门开展联姻，常州庄氏家族在
明清时代的常州地区构建了一张庞大的社会关系网
。

络，而这张网络促进了本地文化的繁荣” 

张清河在 《 晚 明 江 南 诗 学 研 究》 一 书 中 指 出：

“ 文学世家通过‘ 联谊’ ，以学缘、地缘、血缘关系为

〔 清〕 张廷玉等：《 明史·王世贞列传》 ，中华书局，１９７４ 年，第 ７３８１


页。 
〔 明〕 王世贞：《 华孟达诗选序》 ，〔 明〕 华善继：《 华孟达诗稿》


（ 卷首） ，南京图书馆藏明刻本。 
〔 明〕 冯梦祯：《 贵州按察司副使提

督学校包瑞溪先生洎配曹宜人行状》 ，《 快雪堂集》 卷十八，明万历四
十四年 （ １６１６ ） 刻 本。 
 李 真 瑜： 《 文 学 世 家 的 联 姻 与 文 学 的 发


展———以明清时期吴江叶、沈两家为例》 ，《 中州学刊》 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 
〔 明〕 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 ，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年，第 ４１６ 页。

〔 明〕 冯梦祯：《 与沈几轩》 ，《 快雪堂集》 卷三十三，明万历四十四



年（１６１６） 刻本。 
 〔 明〕 黄洪宪： 《 祭陕西按察司 副使沈霓川文》 ，

《 碧山学士集》 卷七，明万历刻本。 
 徐雁平：《 清代世家与文学传

承》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２ 年，第 ６９ 页。 
 邵鹏宇：《 学


缘、血缘与地缘———以常州学派为中心的学术史、家族史与地域史的
考察》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１５ 年，第 ９０ 页。 
张清河：《 晚明

江南诗学研究》 ，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９３ 页。

 诚然，通

纽带，往往形成地域性很强的文学群体。” 

责任编辑：采

薇

Ｍａｒｉｔ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Ｓｈｅ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ｘｉ， Ｘｉｕｓｈｕｉ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Ｘｕ Ｊｉｎｇｐ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 ａ ｒｅｎｏｗｎｅｄ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ｎａｎ ｉｎ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Ｓｈｅ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ｘｉ， Ｘｉｕｓｈｕｉ ｗｏｖｅ ｔｈｅ ｆａｔｈｅｒ′ｓ，

ｍｏｔ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ｗｉｆｅ′ｓ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ｉｎｔｏ ａ ｍａｒｉｔ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ｏｆ ｍａｒｉｔ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ｈａｄ ａ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ｓ⁃
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ｃｈｏｓｅ 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ｔｏ ｕ⁃
ｎｉｔｅ ｂｙ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ｔｈｅ ｐｒｉｏ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ｏ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Ｂｅ⁃

ｓｉｄ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ｈｏｗ ｆａｒ ｉｔ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ｔｏ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ｔ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ｅ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ｉｒｃｌｅ ｏｆ ｉｔ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 ｓｏｍ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Ｓｈｅ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ｘｉ； ｍａｒｉｔ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ａｍｉｌ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ｆａｍｉｌｙ

１５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