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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孝陵

明孝陵以規模宏大、特色鮮明、同時又破壞嚴重著稱。而南京城外只安葬了一代帝后，

無疑出乎朱元璋的意料。 

《皇明祖訓》

白手起家，如何傳之久遠？《皇明祖訓》不啻對

子孫千叮萬囑，但在朱元璋身後，旋即束之高

閣。 

《大誥》

朱元璋以《大誥》系列補充《大明律》，凸顯了

「法外用刑」的色彩。他還嚴命士子講誦，展開

一場「普法」運動。 



明祖陵

位於江蘇盱眙洪澤湖畔，係朱元璋高祖、曾祖、祖父的衣冠塚，清初為湖淹沒。如今經

排水修繕，稍復舊觀。 

中山王府——瞻園

「中山王」是徐達死後追加的封號；「瞻園」之名是清高宗南巡留下的。這座南京的王府

花園久經滄桑，已同明初歷史拉開了距離。

李文忠墓

李文忠是朱元璋的外甥，功勳卓著，墓在南京鍾山北麓。他和徐達之歿，皆由野史做了

「陰謀論」式的解釋。



北平行都指揮使司夜巡銅牌

北平行都司設於洪武中，燕王朱棣篡位後名存實亡。對於號稱「恢復祖制」的「靖難之

役」，這是反證之一。 

徽州府祁門縣江壽戶帖

戶帖側重「戶口」調查，對「事產」也有記錄。學者研究表明，它和小黃冊一起構成明

代黃冊制度的基礎。 



毛澤東致吳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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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吳晗的朱元璋像

潘星輝

吳晗先生在為朱元璋寫的四版傳記末，1 都曾提到他相貌欠佳，找

了很多畫工畫像，以致今天有不同的傳本。不知吳先生是否意識到，

如果把傳記比做一種「文字肖像」，六百年來，朱元璋像真可謂數不勝

數，其中他在二十年間便先後「畫」了四幅。我們固不必以這位「太

祖高皇帝」的「睿鑒」為準，但視歷史是無妨任意揉捏的泥巴，同樣

失之偏頗。事實上，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歷史人物對另一個歷史

人物的描摹，兩個歷史時代疊加甚至交織在一起；有關的探討既可指

向對朱元璋的發掘，亦可指向對吳晗的索解。只有完整的體認和深入

的釐析，才能幫助我們準確評價本身亦成為歷史的吳晗的朱元璋像。

一

由於四版朱元璋傳——連同《自序》、《後記》及相關說明（包括

網絡資料）——都不難見到，整個寫作、修訂和出版過程是大致清楚

的：1943 年 7 月至 9 月，吳晗在昆明寫出《明太祖》（約八萬字），

1944 年由重慶勝利出版社、在創出版社各以《明太祖》和《由僧鉢到

皇權》之名，分別於 6 月、7 月出版。返北平後，1947 年夏至 1948

年 8 月，他寫成《朱元璋傳》（約十六萬字），1949 年 4 月由上海

第 四 章	 大皇帝的統治術	 121

 一　大明帝國和明教 /123

 二　農民被出賣了！ /129

 三　新官僚養成所 /139

 四　皇權的輪子——軍隊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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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書局（即三聯書店）、香港傳記文學社出版。1954 年 4 月至

1955 年 4 月，他完成第三稿《朱元璋傳》（約十七萬字），分上、下

兩冊油印，徵求各方意見。1964 年 2 月至 4 月，他最後一次改寫《朱

元璋傳》（約二十萬字），由三聯書店 1965 年 2 月出版。

朱元璋傳是吳晗明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他在 1949 年版〈後記〉

中坦言：

寫作的方法，是對每一問題先搜集材料，編為長編，第二步

寫成專門論文，第三步綜合幾十篇專門論文，再融會貫通寫成本

書。以此，這本書可以說是二十年來所寫關於明初史事幾十篇專

論的結集。2

以下列出了二十餘篇論文的刊發信息。3 不過，上述引文易造成

錯覺，仿佛他從一開始就在為撰寫朱元璋傳做準備。其實，正如好友

羅爾綱先生回憶的那樣，「他研究明史的時間，起於一九三一年冬，到

一九三七年夏止共五年，其中有兩年半是學生時期，須要學習各種課

程，他又是工讀生，要給學校做工作。畢業後三年，他留校做教員，

要預備功課教書。他於 1936 年生肺病，醫病時不算，只住療養院就

住了半年。計算起來，他研究明史實在還不到三年，若非天資卓絕，

精力過人，曷能臻此。」4 他寫《明太祖》時，所據除了手頭八部書

外，就是「從北平帶來的幾千張筆記、卡片和過去所發表的幾篇論

文」。5 此後無論作為民盟領導人，還是北京副市長，他都「難得有大

塊時間可以坐下來閱讀大量史籍」。6「他在五十年代還讓旁人看他關

於明史的卡片，⋯⋯大概基本上都還是學生時期的產品。」7 簡言之，

吳氏固然以明史為專業，但刻苦積累實限於抗戰爆發前，隨着學術條

件的改變、特別是政治活動的增加，他的明史研究逐漸凝聚在朱元璋

傳上，也最終停滯在朱元璋傳上。

另需補充的是：吳晗在 1946 年寫的《〈明太祖〉和〈從僧鉢到

皇權〉》 詳細敍述了第一版傳記一稿兩版、一書兩名的由來，以致講

了「我咀咒這本小書，也咀咒我自己」的話。就純粹的版權糾紛論，

作者一方不無處置失當之處，但出版方的魯莽滅裂難辭其咎。這一事

件生動反映了當時學術、出版及政治間複雜的生態關係，值得進一步

探討。此外，1954 年身為副市長的吳晗將第二版傳記手稿捐贈北京

圖書館，上有 4 月 1 日用毛筆追記的一段文字，指出封底的鋼筆草書

「是 1948 年 12 月間毛主席的當面指示，地點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毛

主席的住處。談話時間從下午 6 時到 12 時。主席指示的話很多，當

時所記的僅僅是對於這一稿子的主要的話。」8 不難判斷，吳晗是要通

過這種方式告別過去，重新開始，遵循毛澤東的指示，投入到第三版

傳記的寫作中去。

吳晗對上述作品當然有其好惡、取棄，但它們更像一張畫的幾次

塗改，甚至一個生命的幾個成長階段，畢竟血脈貫通，難以徹底脫胎

換骨。借助比照四版傳記的目錄（見下表），

1944 年版 1949 年版 1955 年稿本 1965 年版

第一章  流浪青年

第一節  孤兒

第二節  遊方和明教

第三節  逼上梁山

第一章  小流氓

一、小沙彌

二、遊方僧

三、逼上梁山

第一章  流浪青年

一、小行童

二、遊方僧

三、紅軍起義

第一章  流浪青年

一、小行童

二、遊方僧

三、紅軍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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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年版 1949 年版 1955 年稿本 1965 年版

第二章  從士兵到統

帥

第一節  紅軍的小兵

第二節  帶兵官

第三節  統帥

第四節  陳友諒和張

士誠

第五節  南征和北伐

第二章  紅軍大帥

一、小親兵

二、小軍官

三、大元帥、大丞

相

第二章  紅軍大帥

一、十夫長

二、小軍官

三、大元帥

第二章  紅軍大帥

一、九夫長

二、小軍官

三、大元帥

第三章  從吳國公到

吳王

一、鄱陽湖決戰

二、取東吳

三、南征北伐

第三章  從吳國公到

吳王

一、鄱陽湖決戰

二、取東吳

三、南征北伐

第三章  從吳國公到

吳王

一、鄱陽湖決戰

二、取東吳

三、南征北伐

第三章  開國皇帝

第一節  國號大明的

意義

第二節  帝國的規模

第三節  建都問題和

分封諸王

第四節  大一統和邊

疆政策

第四章  大皇帝的統

治術

一、大明帝國和明

教

二 、 農 民 被 出 賣

了！

三、新官僚養成所

四 、 皇 權 的 輪

子——軍隊

五 、 皇 權 的 輪

子——新官僚機構

六、建都和國防

七、大統一和分化

政策

第四章  開國皇帝

一、國號大明

二、大一統和不征

之國

三、建都和國防

四、官僚機構

五、常備軍和特務

網

第四章  開國皇帝

一、國號大明

二、統一南北和對

外對內政策

三、建都和北邊防

禦

四、中央集權的加

強

1944 年版 1949 年版 1955 年稿本 1965 年版

第五章  政權的支柱

一、地主、官僚和

人民的義務

二、常備軍和特務

網

第五章  社會生產力

的發展

農業生產的恢復和

發展

二、棉花的普遍種

植和工商業

三、人民的義務

第六章  社會生產力

的發展

農業生產的恢復和

發展

二、棉花的普遍種

植和工商業

第四章  恐怖政治

第一節  幾件大案

第二節  文字獄

第三節  錦衣衛和廷

仗

第四節  皇權的極峰

第五章  恐怖政治

一、大屠殺

二、文字獄

三、特務網

四、皇權的極峰

第六章  統治階級的

內部矛盾

一、胡藍黨案

二、空印案和郭桓

案

三、文字獄

第七章  統治階級的

內部矛盾

一、胡藍黨案

二、空印案和郭桓

案

三、文字獄

第五章  家庭生活

第一節  馬皇后

第二節  一大群兒孫

第三節  他的教養和

性格

第四節  晚年的悲哀

第六章  家庭生活

一、馬皇后

二、皇子皇孫

三、教養和性格

四、晚年的悲哀

第七章  家庭生活

一、馬皇后

二、皇子皇孫

三、思想和生活

四、辛勤的一生

第八章  家庭生活

一、多妻多子孫

二、思想和生活

三、辛勤的一生

我們可以看到：無論如何，1944 年版已確定了朱元璋傳的基本「骨

架」；1949 年版一方面凸顯了貶抑色彩，另一方面優化了結構，充實

了內容；1955 年版給人以用第一版平衡第二版的印象，在局部調整

（續上表） （續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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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增設「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一章；1965 年版則主要是將第三版的

四、五章易為四、五、六章。

二

一般來講，同一位學者對研究對象的認識先後有異乃至相反，未

嘗不可以理解。而具體到吳晗之於朱元璋，誠如論者通常指出的那

樣，時局的影響未免過甚。不過，吳氏在不同階段，寫作與時局間互

動的方式各具特色，遂致作品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風貌。

討論該問題，首應釐清 1965 年版《朱元璋傳．自序》如下一段

表述，它至今還被部分研究者用來強調四十年代的兩版都是用來影射

國民黨統治、特別是蔣介石本人的：

我寫朱元璋傳，前後經過二十年，寫了四次。⋯⋯第一個本

子叫《明太祖傳》，出版於一九四四年六月；第二個本子叫《朱

元璋傳》，一九四八年八月寫完，第二年四月出版。第一二個本

子內容都有許多錯誤，有些地方甚至犯了嚴重的錯誤，例如以我

自己當時的超階級思想來敍述堅強不屈的西系紅軍組織者彭瑩玉

和尚，⋯⋯；第二是我那時候不懂得列寧關於國家的學說，錯誤

地以為國家機器只是官僚機構和軍隊，比喻為封建皇權的兩個輪

子；第三是由於當時對反動統治蔣介石集團的痛恨，以朱元璋影

射蔣介石，雖然一方面不得不肯定歷史上朱元璋應有的地位，另

一方面卻又指桑罵槐，給歷史上較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過

分的斥責，不完全切合實際的評價。這些比較嚴重的錯誤，經指

出以後，第二本子已經在上海出版了。9

案吳氏措語頗有朦朧含混之處，要害在「第一二個本子內容都有

許多錯誤，有些地方甚至犯了嚴重的錯誤，例如⋯⋯」，係由泛言「第

一二個本子」的「錯誤」不知不覺遊移到詳論「第二個本子」的「嚴

重的錯誤」，所謂「這些比較嚴重的錯誤」「經指出」，自然是指 1948

年底毛澤東對第二版稿本提意見一事。他開列的三「例」，第一、二

點均是第二版新增的內容；至於第三點，他確曾在另外的場合說過：

1943 年所寫「通過明太祖攻擊蔣介石，指桑罵槐，強調明朝的特務政

治，以攻擊蔣介石的特務統治。」10 ——但事實果真如此嗎？

我們在第一版朱元璋傳中看到，作者一則說傳主「是歷史上最偉

大的第二個平民出身的開國皇帝」，再則說他「不但是一個最偉大的

軍事統帥，也是一個最偉大的政治家」，「是歷史上偉大的民族英雄之

一」，還讚他主持修訂的《大明律》「在整個立法史上說，可說是最重

要最偉大的一部法典」。11 另一方面，作者用整個第四章鋪陳了洪武

朝的「恐怖政治」，無所諱避，但曲終奏雅，卻讚揚起朱元璋優待農民

之舉，並稱：「他統治這帝國三十一年，誠然過於嚴酷，過於殘暴，

可是這也有個分野，他用一條線來劃分：一邊是有勢力和有錢的，一

邊是被欺侮的窮人。他的嚴酷和殘暴，似乎專用以對付『有』的階

級；對於『無』的窮人，他便用另一種態度、另一種方法。」「政虐

於上，民安於下，恐怖政治的作用，就肅清貪汙一點說，是非常成

功的。」12 試問這樣一位「朱元璋」，何嘗被給予了「過分的斥責」

以表達「對反動統治蔣介石集團的痛恨」呢？ ——翩其反而，或者

留意及此，便徑謂吳晗旨在褒蔣。事實上，四十年代的吳晗迅速向左

轉，他動筆寫初版朱元璋傳就在加入民盟的 1943 年 7 月。推測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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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隨後兩個月的寫作中熱情歌頌蔣介石，殊於情理不合。13 大抵在此

階段，受抗戰救亡的影響，吳晗比較單純地把朱元璋樹立成「民族革

命」的偉人，其開筆時間即選在 7 月 7 日。14 對此不應不提及妻子袁

震的推動作用，15 早在 1937 年發表的《文天祥》一文末，她便寫道：

「天祥死後，漢人的反抗愈發厲害，此息彼起，都以恢復宋室相號召，

七十年後白蓮教徒韓林兒假稱宋後，起兵革命，各地豪傑紛紛跟着起

事，最後韓林兒的部下朱元璋統一了全國，把蒙古人逐出，建設了一

個民族自主的大帝國，是明太祖。」16 簡直就是吳晗《明太祖》的先聲。

吳晗後來談到這版傳記，似乎既疾言厲色，又閃爍其辭，除了事

涉出版糾紛外，可能還有以下兩方面原因：第一，無論《明太祖》的

主編人潘公展、印維廉，或《由僧鉢到皇權》的組稿人林同濟及發行

人陳銓，都在政治、思想乃至組織上與國民黨關係密切，因而遭到左

派人士的口誅筆伐；17 第二，就歷史分析本身言，第一版與吳晗後來

服膺的歷史觀不免距離太遠——相應地，文字表達也過於率性，而簡

單地以漢、蒙矛盾比擬中、日衝突，則意味着對中國古代民族互動拿

捏不當。

隨着 1945 年後的政局變化，吳晗終於發展到與蔣介石集團勢不

兩立，於是第二版的「朱元璋」不再是「民族英雄」的象徵而成為「反

動派」的替身。他的大膽嘗試不啻為「影射史學」創造了一個重要的

文本。從方法論上說，「影射」是一種十分特殊的「演繹法」，用對象

甲來規定對象乙，把乙全面地轉換為甲，完成對乙的論述等於完成對

甲的論述。這在中國傳統思維中有其深刻的根源，姑不具論。眾所周

知，上世紀三十至七十年代「影射史學」氾濫期間，明史淪為「重災

區」。18 不過，像翦伯贊《桃花扇底看南朝》那樣的文章是兩個時代

間的影射，像丁易（葉鼎彝）《明代特務政治》那樣的專著是兩類政治

形態間的影射，而吳晗的《朱元璋傳》卻以專著的規模直接進行兩個

人物間的影射。從他上來就把第一章章目由「流浪青年」改為「小流

氓」，即可覘知他系統影射的意圖。倘非過激情緒使然，很難想像這

種做法能被學者採納。

顯然，即使沒有毛澤東的直接批評，吳晗在建國後也一定會考慮

重寫朱元璋傳。「文革」前的歷史研究儘管時觸暗礁，但總的氛圍是：

一方面，事過境遷，學者繃緊的神經鬆弛下來，學術素養和學術良知

的指導地位有所回升，乃就「歷史主義」展開小心翼翼的討論；另一

方面，江山變色，極左意識形態要求學者洗心歸命，反映到學術研究

中，即照經典理論改造學術成果。吳晗的新版傳記正被逼入了這條兩

面作戰之途：這位朱元璋大概既要慶倖多少恢復了「自家面目」——

畢竟他不再是另一個人了，又要哀歎幾乎喪失了「自由意志」——原

來他不過是階級本質決定的。19

吳晗仿佛在塗了不同底色、加了不同標線的紙上做畫，還要按標

線施彩，同時透出底色。他寫的朱元璋傳於是從聲情並茂的通俗讀物

轉化為政治批判的代用品，最後成了明初歷史教科書。

三

平心而論，雖然深陷另一類「演繹法」的窠臼，1965 年版《朱元

璋傳》實後來居上，不僅是各版之中學術性最強的，也達到了「文革」

前古代史研究的較高水準。直到今天，明史的學習和研究者仍從中受

益，對一部學術著作來說，沒有比這更能體現其價值的了。

當然，我們充分肯定吳晗的開拓之功，並不意味着不能走得更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