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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的女教

從女子 「無才便是德」談起

- 
、

傳統中國的女教乃因應女子的社會地位而產生 ,歷來女教的範疇不外是以

「貞潔柔順」為最高目標 :女書的內容亦以個人修養與培養德性為主 ,教習女子

為女 、為婦與為母之道 。至於詩詞之學則以淫穢無用論來看待 ,認為與傳統婦德

是相互悖離的 ,此種 「重德不重才」的觀念 ,在中國社會已蔚為傳統 ,深入人心

l。
舉例言之 ,孔子掂秤才德輕重時便曾如此說過 :「 有德者必有言 ,有言者不

必有德」
2。

宋人司馬光 (西元 1Ul9-lUS6年 )進而以彩筆對比才德 ,認為 「德

勝才謂之君子 ,才勝德謂之小人」
3。

即因社會沿裝著 「重德不重才」的價值

觀 ,使得廣大婦女的才華智慧受到了座抑與挫折 。本文擬就晚明社會的女教為中

心 ,先問述由上古至晚明時期 ,女子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所接受的教育內涵為何 ?

對女子的生活帶來了什麼樣的衝準與影響 ?並進而探討 「文才」與 「婦德」之間

何以相互砥觸 ?即從這三方面著手 ,作為本篇主要的討論範疇 ,以期對中國女子

教育方面有更進一步地了解與認識 。

二 、傳統思想與婦女的教育

l-)深閨的生活教育 :傳統中國男女的關係 ,被附以乾坤陰陽的觀念。易繫辭

上說 :「 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 ,卑高以陳 ,貴賤位矣 ,⋯ ⋯乾道成男 ,坤道成

女。」4易上經乾傳又云 :「 陰雖有美 ,含之以從王事 ,弗敢感也。地道也 ,妻

道也 ,臣道也。地道無成 ,而代有終。」5由此可知古代中國視婦女的地位比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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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卑下 ,此種 「男尊女卑」的觀念亦自嬰兒呱呱落地之際即加以型塑 ,《詩經 .

小雅 .斯干》說 :

乃生男子 ,載寢之床 ,載衣之裳 ,載弄之璋 。其泣喤喤 ,朱帶斯皇 ,室 家

君王 。乃生女子 ,載寢之地 ,載衣之裼 ,載弄之瓦 ,無非無儀 ,唯酒食是

議 ,無父母詒罹
‘

。

後漢班昭將此段文字解為 :「 臥之床下 ,明其卑弱下人也 ;弄之瓦磚 ,明其習勞

主執勤也 ;齋告先君 ,明當主繼祭祀也 。三者蓋女人之常道 ,禮法之典教 。」
7

傳統中國的女教 ,即針對女子卑下的地位 ,就曲從 、勤儉 、貞烈等觀念 ,教女子

為女 、為婦與為母之道 。

傳統中國的女教在漢代以前 ,雖沒有教育之名 ,但有教育之實 。其內容乃重

視女子之禮儀及家政 。禮記內則篇說 :「 凡接子 ,⋯⋯擇於諸母與可者 ,必求其

寬裕慈惠 ,溫良恭儉 ,慎而寡言者 ,使為子師 。」
8所

謂 「子」 ,包括男子和女

子 ,男女同在 「師」的教導之下受教育 。「子能食食 ,教以右手」
’
此項男女皆

同 。「能言 ,男唯 ,女無 :男鞶革 ,女搫絲」這便男女有別了
1U。

唯 、魚皆應

聲辭 ,唯之聲直 ,無之聲婉 。以意義說 .唯有恭敬之意 .而無則有憂患之意
l1。

這是家庭教育上顯現出的男尊女卑之現象 。到了六歲 ,教之數與方名 ,也是男女

相同 。可是到了七歲 ,便 「男女不同席 ,不共食」
跑

了 。至十歲 ,男子出外就

傅 ,女子則不能出門 ,必須在家學習如何做家事 ,做媳婦 ,受母教 ,所教的是(l)

學女德一一 婉 ,娩聽從 。(2)學女事一一 執麻枲 ,治絲繭 ,織紝 ,組紃 。r39觀祭

祀 一一 納酒漿籩豆 、菹醢 、助奠
13。

女子十五而笄 ,二十而嫁 。出嫁前所受的

教育便是如此 。傳統社會上 「男不言內 ,女不言外」
14的

觀念即由此形成 。

唐代最重要的一本女教書 ,為宋若華所著的女論語 ,宋若昭申釋之 ,其書主

要內容 ,亦不外 「貞潔柔順」 ,但其論旨 ,比後漢班昭所撰的女誡 ,更為詳盡 。

同時 ,此書四字一句 ,有押韻 ,多 白話 ,是故流傳極廣 ,深入民間 。在 ㄑ立身

章 >上說 :

凡烏女子 ,先學立身 。立身之法 ,惟務清貞 ,清則身潔 ,貞 則身榮 。行莫

回頭 ;語莫掀唇 ;坐 莫動膝 ;立 莫搖裙 ;喜莫大笑 ;怒莫高聲 。內外各

處 ,男 女異群 ;莫窺外壁 ,莫 出外庭 ●出必掩面 ,窺於藏形 。男非眷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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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與通名 ;女非善淑 ,莫與相親 。立身端正 ,方可為人 15。

由生活細節來規範女子的行誼舉止 ,可見對女教態度的嚴謹 。此外 ,在 <訓男女

章 >亦對婦女在未出嫁前的閨中教育 ,有著極為詳細的說明 :

女處閨門 ,少 令出戶 ,喚來便來 ,教去便去 。稍有不從 ,當叱辱怒 ,在堂

中訓 ,各勤事務 ,掃地燒香 ,紉庥緝苧 。若出人前 ,訓 她禮數 ,道福遜

聲 ,遞茶待步 。莫縱嬌癡 ,恐她啼怒 ;莫縱跳梁 ,恐她輕侮 ;其縱歌詞 ,

恐她淫語 ;莫縱進行 ,恐她惡事
㏑

。

這就是給予閨中女子們禮教上的束縛 ,自幼就培養她們在日常生活中嚴謹的生活

習慣 ,使她們能以此作為修身養性的依據 。此外 ,更訓練她們有關婦功的教育 ,

如前述所提的執麻枲 、治絲繭 、縫紉 、納籩豆酒漿 、俎醯 、助奠等等 ,以便將來

婚後主持中饋時可以應付得宜 。即是在宗法社會下 ,給予閨中女子種種的規範與

訓練 ,作為她們將來事奉翁姑 、相夫 、育子 、治家的準備 。

°女子將出嫁前的教育 :婚姻乃人生大事 ,古代婦女更視一生的幸福繫於婚

姻生活是否美滿 ,因此女子將出嫁前的教育更是具有意義與重要性 。在禮記 ㄑ內

則 >上說 :「 十有五年而笄 ,二十而嫁」
1’

。這就是說女子到了十五歲時 ,如

已許嫁 ,就要行笄禮
1s,表

示身有所屬 ;至於還未出嫁的及齡女子 ,笨禮則延

至二十歲舉行 ,表示尚待字閨中 。周代以後 ,各個朝代也有笄禮的舉行 ,不過女

子在舉行笄禮的年齡 ,則因朝代的不同而時有所變 。

在禮記 <昏義 >上說到女子在即將出嫁前所應受的教育 :

婦人先嫁三月 ,祖廟未殷 ,教於公宮 ;祖廟既毀 ,牧於宗室 。放以婦德 、

﹉

一

  婦言 、婦容 、婦功 ,牧成祭之 。牲用魚 ,芼之以蘋蓀 ,所以成婦順也 1’
。

此外 ,在儀禮 <士昏禮 >上亦云 :

父送女 ,命之曰 「戒之敬之 ,夙夜毋達命 ,」 母施衿結帨曰 :「 勉之敬

之 ,夙夜無達宮事 。」庶母及門內 ,施搫 ,中之以父母之命 ,命之曰 :敬

恭聽宗爾父母之言 ,夙夜無愆 ,翠諸衿攀
∞

。

這就說明了女子在出嫁前的時日 ,必須接受 「四德」之教育 ,這也是傳統中國思

想中 「賢妻」所應具備的德行 。若是皇家宗室五屬之女 ,則必須在 「公宮」或

「宗室」內教以婦德 、婦言 、婦容 、婦功等四德 。至於平民人家的女子 ,在出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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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父母也會告誡一番 ,和皇室女子嫁前三月的教育具有同等的意義 。
至於 「四德」教育的具體內容 ,禮記上並沒有很詳細的記載 。鄭玄注則以

為 :

婦德 ,貞 順也 。好言 ,辭令也 。好容 ,婉娩也 。婦功 ,絲庥也”
。

到後漢班昭的女誠 <婦行 >篇上則對四德的內容有了較具體的說明 :

婦德 ,不 必明才絕異也 。婦言 ,不 必辯口利辭也 。好容 ,不 必顏色美麗

也 。婦功 ,不 必工巧過人也 。清開貞靜 ,守 節整齊 ,行 己有恥 ,動靜有

法 ,是謂好德 。擇詞而說 ,不道惡語 ,時然後言 ,不厭於人 ,是謂婦言 。

盥浣塵穢 ,服飾鮮潔 ,沐 浴以時 ,身 不垢辱 ,是謂婦容 .專心紡織 ,不好

戲笑 ,潔齊酒食 ,以奉賓客 ,是謂婦功 。此四者 ,女人之大節 ,而 不可乏

無者也η
。

此 「四德」的內容至清代藍鼎元所著的 《女學》更為完備 :

婦以德為主 ,故述婦德獨詳 。先之以 「事夫」 ,「 事男姑」 ,繼之 「以和

叔妹」 ,「 睦姊姒」 ;在家則有 「事父母」 ,「 事兄弟」 ;為嫡則有 Γ去

妒」 ;處約則有 「安貧」;富貴則有 「恭儉」;可常可儉則有若 「敬身」 ,

若 「重義」 ,若 「守節」 ,若 「復仇」 ;為人母則有 「教子」 ,為人後母

則有 「慈愛前子」 ;為人上則有 「待下」 ;巫祝尼媼之宜則有若 「修正閱

邪」 ;而 以其餘者為 「通論」。

婦言不貴多 ,要於當 ,則 有若 「勗夫」 ,若 「訓子」 ;若 「幾辣」 ;若

「守禮」 ;若 「資智」 ,若 「免禍」。

好容貴端莊敬一 ,婉娩因時 ,則 有若 「事親之容」 ,「 放夫之容」 ,「 起
居 」 ,「 姪子 」 ,「 居喪」 ,「 避亂」之容 。

婦功先鱉績 ,次
「中饋」 ,為 「本泰」 ,為

「祭裡 」 ,各執其勞而終之以

「叫├問 」 23 。

以上 「四德」的內容 ,從周朝至清朝 ,愈到後代愈為詳盡 ,可視為女子在即將出
嫁前所學習的主要教育。

日女子出嫁後的教育 :女子於出嫁後 ,隨即融入了夫家的家族體系中 .此時
必須善盡為人媳 ,為人婦及為人母的義務與責任。在禮記 ㄑ內則>上說到新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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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侍奉翁姑 :

婦事勇姑 ,如事父母 。雞初鳴 ,咸盥漱 、櫛 、縱 、笄 ‵總 、衣紳 。左佩紛

帨 ,刀 礪 、小結 、金燧 ;右佩箴 、管 、線 、緒 、施奪表 、大姑 ,木燧 、衿

腰 、本展 ,以 適父母男姑之所 ,及所 ,下 氣怡犖 ,問衣祺寒 ,疾 病苛菸 ,

而敬抑接之 ,出 入則或先或後 ,而 敬扶持之外
。又說 :

子好孝者敬者 。父母男姑之命 ,勿 逆勿怠
”

。

後漢班昭的女誡 ㄑ曲從 >亦云 :

姑云不爾而是 ,固 宜曲從 ;姑云爾而非 ,括 ,ln命 2.。

至於新婦對丈夫的態度 ;禮記 <內則 >說 :

禮始於謹夫好 ,烏 宮室 ,辦外肉。男子居外 ,女子居內、
⋯⋯男女不同批

枷 ,不敢縣於夫之輝椸 ,不敢藏於夫之篋笥 ,不敢共湢浴 。夫不在 ,歛枕

篋單席 .獨器而藏之 。少事長 ,賤事女 ,成如之 。夫好之植 ,唯及七十 。

同藏無間
η :

此外 ,班昭的女誡 ㄑ敬慎 >篇更把 「夫為妻綱 」的觀念明文點出 :

夫婦之好 ,終身不離 。房室周旋 ,易 生媟爾 ;媟敵既生 ,語言過矣 ;語言

既過 ,縱恣必作 ;縱恣既作 ,則侮夫之心生矣 。夫事有曲直 ,言 有是非 ,

直者不能不爭 ,曲 者不能不訟 ;訟爭既施 ,則有忿怒之事矣 。侮夫不節;

蓮呵從之 ;忿怒不止 ,楚撻從之 。夫為夫婦者 ,義以和親 ,恩以好合 ;楚

撻既行 ,何義之存 ?譴呵既宣 ,何恩之有 ?恩義既廢 ,夫婦離矣
田

。

由此可說明為人婦者待夫之道應以曲從柔順為主 ,如此婚姻生活才不致生媒黷而

致離異 。在 (夫婦 >篇亦云 :﹉

夫有再娶之義 ,婦無二道之文 ,故曰夫者 ,天也 ;天固不可逃 ,夫 固不可

達也 。行達神祇 ,天則罰之 ;禮義有愆 ,夫則薄之 :一一 故事夫如事

天 ,與孝子事父 ,忠 臣事君同韜
”

。

此段亦點出傳統中國以男性為主體的價值觀 ,婚後妻以夫為主 ,且必須嚴守貞潔

婦道 ,不適二夫 。至唐代女論語 <事夫章 >亦云 :

女子出嫁 ,夫主烏親 ;前生綠分 ,今世婚姻 。將夫比天 ,其義匪親 。夫剛

妻系 ,恩愛相因 。居家相待 ,敬重如賓 ;夫有言語 ,側耳詳璉 ;夫有惡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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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勸諫諄諄 ;莫學愚婦 ,惹禍臨身 。夫若出外 ,借問途程 ,黃 昏未返 ,

瞻望思尋 ;停燈溫飯 ,等候敲門 ;莫學懶婦 ,未晚先眠 。夫如有病 ,終 日

勞心 9多 方問雜 ,遍處求神 ;百般醫療 ,願得長生 ;其學愚婦 ,全不妥

心 。夫若發怒 ,不可生嗔 ;退身求讓 ,忍 氣吞犖 ;共學愚婦 ,鬧 鬧頻頻 。

粗絲細萬 ,補洗精神 ;莫令寒冷 ,凍損夫身 。家常茶飯 ,供待殷動 ;英教

飢渴 ,瘦瘠苦辛 。同甘同苦 ,同 富同貧 ,死 同棺槨 ,生 共衣衾 。能依此

語 ,和禁瑟琴 ;如此之女 ,百 口傳聞
3U。

降至明仁孝文皇后撰 《內訓》 ,其 <事君章 >說 :

夫土下之分 ,尊卑之等也 ;夫婦之道 ,陰陽之義也 ;諸候大夫士庶人之

妻 ,能推是道以事其君子 ,則 家道鮮有不盛矣
31。

由以上可知 ,在傳統中國禮教束縛下的社會中 ,教導女子不論在深閨中 ,出嫁

前 、出嫁後都能秉持 「男尊女卑」 、「三從四德」、「夫為妻綱」的觀念 ,以

「貞潔柔順」的態度做為女 、為婦 、為母之道 ,使她們將來能持家有道 ,相夫教

子 ,做一賢妻順婦 .這種教育觀念 ,與傳統中國特重家族與孝悌思想 ,有極為密

切的關係 。

三 、晚明社會的女教觀

t-)傳統士人之看法 :從周代以來 ,經前漢劉向的 《列女傳》 ,後漢班昭的

《女誠》 ,唐代宋若華的 《女論語》至明代成袓徐皇后的 《內訓》 ,載明了傳統

女教即是以 「卑順貞潔」、「以夫為貴」的觀念為主 ,教與女子一些做女人的道

理 。至於吟詩作詞 ,詩賦之學則多不予以提倡 。宋代 ,主張女子謨書的司馬光 ,

在其所著的 《家範》中說 :

女子在家不可以不讀孝經 、論語及詩禮 ,略通大義 ,其女功則不過桑庥織

績制衣裳為酒食而已 ,至於刺繡華巧管絃歌詩皆非女子所宜習也釳 °

另與朱子同時的袁采 ,所著 《世範》一書 ,其間多有同情婦女的議論 。也極力主

張女子須自識書算 ,並且以為一個 「賢婦」是以能經營家務及至興隆為標準 。書

中說道 :

婦人有以其夫蠢懦 ,而能自理家務 ,計算錢穀出入不能欺者 。有夫不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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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與其子同理家務不至破蕩家產者 。有夫死子幼 ,而能教養其子敦哇肉

外姻親 ,料理家務至於興隆者 。...⋯ 皆賢婦人也 33。

夫雖不肖蠢懦 .勉強做個賢婦 ●尚不覺難 ,假若 :「 夫死子幼 ,居家營生 ,最為

難事 。託之宗族 ,宗族未必賢 :託之親戚 ,親戚未必賢 :賢者又不肯預人家事 。

惟婦人自識書算 ,⋯ ⋯則庶幾焉 。」
與

由此可知袁采以為婦人應自識書算以自

理家務乃至興隆 ,雖然其言論仍只在於助夫持家 ,但呼籲女子自識書算以做為自

立的保障 ,在當時實為罕見之論 。

明初 ,成祖徐皇后作 《內訓》二十篇 ,主張女子誼書 ,但亦不過要女子學習

一些女子的道德規範與家事技能 。《內訓》上說 :

夫女毋姆教則婉娩何從 ?不親書史 ,則 性行奚考 ?稽 往行 ,質 前言 ,棋

而則之 ,則德行成焉
3s。

如此的言論 ,並沒有超過漢代女教的主張 。至明代末葉 ,呂坤的 《閨範》亦云 :

令人養女 ,多 不教讀書認字 ,蓋 亦防微杜漸之意 。然女子貞淫 .卻 不在

此 。果教 以正道 ,令知道理 ,如孝經列女傳女訓女識之類 ,不可 不熟詩講

明 ,使伊心上 開朗 ,亦 閱教之 不可 少也 。」
3.

由此可知 ,明代末葉 ,社會上已漸有不使女子謨書認字之趨勢 。溫璜所撰 《溫氏

母訓》中亦說 :

婦女只許粗識祡米魚肉數百字 ,多 識字無益而有損也田 °

由此可知晚明社會 ,傳統士人多不主張女子謨書認字 ,認為多識字有損而無益 ,

使得當時社會普遍存在著女子 「無才便是德」的觀念 。究其原因 ,主要是因為明

代的人 ,大多認為女子識字 ,易趨於淫穢 ,他們以為自唐代以來 ,小說中關於男

歡女愛的事 ,多 由男女詩詞之唱和而起 ,又當時妓女以詩詞著名的很多 ,常有

「吟風弄月」、「和李酬張」等事 ,以為總不是良家女子所應作的
3B。

女子能

作詩詞 ,多少就有點薄倖了 :況且善詩的女子大多為妓女 ,例如馬湘蘭 、尹春
(

馬守真 、鄭如英等等 ,使得當時人認為女子有才多薄倖 ,故禁止女子學作詩文 。

另一原因主要是因當時人認為有才女子多致短命 °如明代晚期的葉小竹 ,母親沈

宜修 ,姐姐紈紈和小紈都工吟 ,小鸞尤娟美聰慧 ,十歲能韻語 ,十七於出嫁前

即死 ,關於她的事 ,使世人想到有才女子不免薄命 ,也足為 「無才是德」觀念張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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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開明文人之看法 :明代晚期的李資 (1517遜”年 )在對婦女的看法上 ,

有他獨特的見解 。他以為男女應有平等受教育的權利 ,對於世人所譏諷的 「婦人

之見」十分不以為然 ,他在焚書卷二 <答以女人學道為見短書 >中的言論 ,是同

道學家就 「婦人見短」問題進行的論戰 。其中說道 :

昨聞大教 ,謂好人見短 ,不堪學道 。誠然哉 !誠然哉 !夫婦人不出間域 ,

而男子則系弧蓬矢以射四方 ,見有長短 ,不待言也φ 。

李贄承認 ,在傳統社會裡 ,婦女靜守閨閣 ,不得像男子一般廣泛接觸社會 ,因而

使許多婦女的見識不如男子 。但他認為 ,人的識見長短是不可以性別論定的 ,所

謂短見者 ,是 「所見不出閨閣之間」 ,「 只見得百年之內」
姐 ,只看得見自己

和自己的兒孫 ,或只聽得見 「街談巷議 ,市井小兒之語」
佗 ;所謂遠見者 ,應

「深察乎昭曠之原」 ,「 超於形骸之外 :出乎死生之表」 ,「 更不惑子流俗憎愛

之口」
芻 °而這裡所說的 「短見」 ,男子也是有的 ;這裡所說的 「長見」 ,婦

女也是有的 。因此李贄以為性別是不能導致見識長短的 °在 <答以女人學道為見

短書 >中有言 :

謂人有男女則可 ,謂 見有男女豈可乎 ?謂見有長短則可 ,謂 男子之見盡

長 ,女子之見盡短 ,又豈可乎 ?“

李資更進而確認女子的才能 :與男子相同 ,他將南朝劉義慶的 《世說新語》

和他的好友焦竑的 《焦氏類林》重新分類編輯 ,專門輯錄了 「夫婦篇」四卷 ,收

集了大量歌頌品德高尚 ,有膽有識的婦女事蹟 P並加以評點 。有面容雖醜但機智

而道德高尚的許允婦 ,有勇敢機智的趙娥 、韓氏等等 ,僅 「才識」一節裡就輯錄

了二十五位有見識的婦女故事 。在其所著 《初潭集》中載有才識婦女二十五人 ,

言語十四人 ,文學十人 ,賢婦十一人 ,皆在大力表彰婦女的賢才 ,以為即使為男

子亦所不及 ,李贄並以諸賢女才智過絕 ,屢屢以 「真男子」推許之 ,《初潭集》

卷二即言 :

此二十五位夫人 ,才 智過人 ,識見絕甚 ,中 間信有可烏干城腹心之記者 ,

其政事何如也 。⋯⋯李溫陵長者欺曰 :是真男子 !是 真男子 !已 而又欺

曰 :男 子 不如也 !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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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稱李昌夔妻獨孤氏為 「真男子」
伯 ,其 《初潭集》卷四有云 :

邑姜以一婦人而足九人之數 ,不妨其與周召太宏之流 ,並列烏十亂 ,文母

以一聖女而正二南之風 ,不 嫌其與散宜生 ,太類之單並稱四友 。彼區區

者 ,特士問法 ,一 時太平之紫耳 ,猶然不敢以男女分別 ,短長異視 ,而況

學出世道 ,欲烏釋迦老佛 ,孔聖人朝聞夕死之人乎 ?此等若使問卷小人聞

之 ,盡當女以閥觀之見 ,索 以利女之貞,而 以文母 、邑姜烏罪人矣 ,豈不

冤甚也哉 !.’

學道受教既無貴賤聰騃之別 ,更應無男女之別 ,李資楥古例以證其說 ,這種平等

的觀念 ,在當時可謂驚世駭俗 。除此之外 ,他 自己本身亦寅踐了男女受教平等的

觀念 ;在他流寓麻城時 ,談道講學 .所接受的學生不但有儒生 ,也有婦女 ,其中

山西總督梅國禎之女梅淡然就曾問學于李贇 。雖然他的言行難以得到時人的諒

解 ,終於招致疑忌 ,於 ㏑”年被迫害死於獄中 ,但他生前努力掃除世人重男輕

女的俗見 ,倡導女子應有受教育的權利 ,使得沈壓在無才便是德的傳統觀念下的

女子也因此而得見一絲曙光 。

李贄之外 ,晚明文人袁中道 (巧7U-“23年 )亦承裚了李贄的思想 。在對婦

女的看法上 ,也贊成男女平等對應 、男女智慧才略無別 、與強調真情流露才是夫

婦關係基礎的看法 。袁氏表露他對婦女態度最清楚的 ,可以從他日常生活中所接

觸的女性看出。他的母親早逝 ,不曾在他童稚記憶中留下清晰的印象。他只有一

個姊姊 ,行第二 ,出生在大哥宗道及二哥宏道之間 ,對他這個少而失母的小弟弟

最為憐愛。

袁中道記載他姊姊有傳統婦德 ,雖然生長在富貴之家 ,「而己顧為田家婦 ,

縞綦操作 ,頗能以命自安 ,無天壞王郎之憾 。事姑孝 ,待妯娌和 ,馭下寬而有

法 ,中外稱其賢。每萬者過門 ,度外所與直少詘 ,或從後扉益之。太初喜置田畔

之田 ,嬴其直以購 ,不足則取給簪裙 ,無難色。後園課臧獲 ,種松數千株 ,昔時

童阜皆為綠雲嬌姳。居家茹蔬飲水 ,至儉 :而客至則酒肉相屬 ,皆醉飽去。故數

十年無纖芥鬥訟事。太初創家 ,出對客則胡盧大笑 ,入室則焦家計 ,兩眉蹙合可

作髻 。而姊以達生之理由解之 ,時為破顏一笑。」粥這裡描述嫁為田家婦的姊

姊 ,不單是有傳統婦德 ,但是個極有修養 ,並且懂得體恤他人的達者。



袁中道以為他姊姊能夠如此為人處事 ,絕不是偶然的 。一方面她聰明 ,記憶

力好 ,同時也喜歡讀書 。「姊於經史百家及稗官小說 ,少時多所記憶 。曾與中郎

及予至廳堂後 ,聽一瞽者唱 《四時採茶歌》 ,皆小說碎事 ,可數百句 。姊入耳即

記其全 ,予等各半 。姊性端重 ,匿聲藏影 ,一一遵女戒 。獨好文 ,強記夙悟 。大

人每見而嘆日 :『 惜哉不為男子 !』 」
妙

她不僅聰明 ,而且對人世處境也有一

些超脫的看法 ,不斤斤於瑣事 。袁中道說 :「 自伯修 、中郎論學 ,與他人言多不

省 ,惟姊有深解 。中年欲棄家冗入道 ,勸太初置妾 ,代司管鑰 。而太初惜錢 ,不

肯萬妾 ;又畏多生兒女 ,為身累 。」
∞

這裡所說的 「論學」 ,不是一般為了獵

取功名的學問 ,而是指探究人生意義的性命之學 。就袁家兄弟的歷史情況而言 ,

他們講的性命之學 ,與程朱儒學 ,甚至一般的陽明學都不同 ,而是直接受到李贄

的影響 ,並與當時講儒釋道三教相通的真理追求有關
斑

。其姊對這種人生意義

的追求有興趣 ,顯示了她思想意識中智性探索的傾向與能力 。

因此 ,袁中道對他姊姊身為女子的處境 ,深有感慨 :「 夫以姊之德性智慧才

略 ,使為男子 ,其取功名及文章事業 ,何速出兩兄下 ,而竟泯泯閨閣 ,實可嘆 。」

平換句話說 ,也就是社會環境與重男輕女的社會心理 ,不容許他姊姊這樣有聰

明才智的來子去發展。惋惜之餘 ,袁氏退一步想 ,認為他姊姊比起一般的婦女 ,

要算是幸福的了 ,家中有三個男孩 ,家境業已豐饒 ,婚姻生活亦還順意。袁氏寫
道 :

夫世為女子者 ,恨不為貴人妻。然吾親貴人一登科第 ,即謀置侍妾 ,棄故
憐新 ,強者仇 ,弱 者怨。追隨官轍 ,老尚跋踄 (涉 ),亦復何快古今姊夫
好相莊無問言,諸子于于色替 ,歲時伏臘 ,兒女田團 ,取酒脯先鯉為歡笑
53 °

這裡顯示了袁中道對婦人嫁入貴家處境的同情 ,而暗自慶幸自己的姊姊還好是

「田家婦」。袁中道藉著對自己姊姊一生的詳細描述 ,披露了他對婦女與其社會
處境的幾個看法 :

(l)婦女在德性智慧才略方面 ,與男子無異 ,但是社會環境不容許她們發展°
(2)婦女在婚姻方面處於從屬的地位 ,因此 ,當然希望嫁到顯貴之家 ,以確保
終身的幸福。但是

一

享有顯貴權勢的丈夫 ,往往喜新厭舊 ,使得妹人貴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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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婦人備嚐痛苦辛酸 ,反倒不如嫁個田舍郎 ,至少婚姻穩定 。

(3)像他姊姊這樣儉以待己 ,寬以待人的婦女 ,才為身邊的人帶來了歡樂與幸

福 ;才是社會與家庭和樂的真正泉源
“

。

袁中道從他姊姊身上體會出的婦女觀 ,在他寫到其他親人及朋友家中的婦女

時 ,也有類似的流露 。在他的 <袁母鍾太孺人墓誌銘 >中時 ,說到他的祖母與庶

祖母 ,叔祖父與庶叔祖母 ,都是賢婉有才的女子 ,而且相敬相愛 ,得以教育子女

成才 。在 <祭李母咼太孺人文 >中 ,他回億自己和兄宏道 ,幼時在李家誼書 ,隨

著好友李素心的母親咼氏長大 ,深感李母待他若己出的恩慈 ,回顧李母的一生如

下 :

太每為人剛毅 ,有 志操 ,嫻治家 ,豐儉有節制。初時窘甚 ,久而漸裕。健

翁以此不問生產 ,終 日嬉遊旦間,攜枰覓奕 ,早出醉歸 ,人呼為地仙 ,則

皆太母之貽。太母待素心慈而嚴 ,故素心終身守鎚墨律度 ,不敢少肆 ;居

官清簡縝密;寬嚴道中 ,烏 良有司。諸孫循循雅飭 ,皆遠大器 ,則亦惟太

母之牧.太母晚斷葷血 ,奉發氏法最精勤 ,皆決烈大夫所為 ,自 是香士安

樹卡人 ss。

由此段記載可以看出,李母不只是有著傳統婦德,而且善於持家,經營家計。她

對李家的貢獻 ,顯然有過於袁中道之姊對毛家之功,不是上面簡略的敘述所能概

括的。

此外 ,在 ㄑ賀畢封公偕元配孫孺人八秩序 >一文中 ,袁中道特別稱讚了朋友

畢孟侯的母親 。文人說到 :

孺人生有異質 ,及長日誦萬言 。迨歸瑞堂翁 ;事專幸以孝 ,待諸姒以讓 ,

庀家政以儉 ,遇諸側室以寬 ,而撫諸lE子 以慈 。畢氏世清白 ,止有書萬

卷 。孺人與翁 ,相 對繙閱 ,互徹故賓 ;時有唱和 ,清綺絕倫 。蓋婦也而

友 。瑞堂翁有四方之志 ,稱人督孟候先生及諸子以學 ,幸 句之外 ,辦析微

義 ,諸子不負笈而學成 。蓋母也而師 。故中外稱孺人為綠窗中儒者 。采古

人嘉言喜事 ,勤 而行之 ,心﹉同皓雪 ,履若朱繩 ,居然真儒也 .東魯微言 ,

蔇已沈酣 ;西 方奧旨 ,問
年
提唱 。華免互證 ,權實交參 ,又居然通儒也 。

當稱大道之要 ,悟須實悟 ‘證須實證 ,算沙數賓 ,無益身心 9則 又居然真



禪也 。夫古今閨彥 ,有 文采者相望 ,然或豐干才 ,嗇于德 ;或豐于德 ,嗇

于福 。而孺人兼之 ,此彤管中所罕親者
珀

。

袁中道對孫氏的稱頌 ,除了一般的孝 、讓 、儉 、寬 、慈之外 ,特別集中在她的學
問與文辭修養上 。孫氏顯然是極有文學才華的女子 ,而且因為環境適合 :在婚後
還得以繼續發展 ,與丈夫一道讀書問學 ,唱和詩詞 ,孫氏因為才學富暗 ,得以與
自己的丈夫在夫妻關係之上 ,還多了一層 「友」的關係 ,也就是思想感情可以在

智性層面有所溝通 ;和 自己的孩子也在母子關係上 ,多了一層 「師」的關係 ,同

樣是在智性層面上對兒女成長有所影響 。

袁中道對孫氏在智性學問上的發展 ,不但有興趣 ,而且備極稱頌 。他認為孫
氏不但有學問 ,還能有所寅踐 ,所以是 「真儒」 ;她對儒家道理的理解 ,時常參
以佛學的體會 ,而有所貫道 ,所以是 「通儒」 ;她對人生道理的精髓 ,強調要有
實悟實證 ,而非空談材料 ,所以是 「真禪」。像孫氏這樣的才女 ,不僅是在文辭
方面有過人之處 ,在人格修養方面亦有所超越 ,是袁氏加以稱頌的主要原因 。

從袁中道的詩文當中 ,可以得知他對當時婦女的困難處境寄予無限同情 ,所

發出的感嘆是深切真摯的 ,雖然他不曾由此發展出一套清楚有系統的男女平等
觀 ,但在當時的晚明社會裡 ,他對婦女的態度是代表一種比較開明的新思潮 ,值

得我們注意與探討 。

日婦女自身的情況 :長久以來 ,婦女由於囿於傳統的婦德教育 ,文才多遭到
斂抑 ,所謂 「才女」雖史不絕書 ,但有作品傳之後世的卻為數甚少 ,而妓女與佛
道的作品以其逸緣地位卻得以適時保存 。但是晚明社會 ,婦女作品卻比前朝為數
較多 。據胡文楷所著 <歷代婦女著述考 >一書中 ,輯明代婦女二百三十八人 ,其

中隆慶萬曆以後的幾佔半數 ,可知明代晚期婦女閨閣文風已有逐漸開展之趨勢 。
究其原因 ,一是自明代中晚期以來 ,商品經濟日益繁榮 ,助長了手工業的興旺及
農貿市場的專業化 ,不但給婦女帶來許多謀生的機會 ,也擴大了女性的生活空
間 .此外婦女識字率的不斷提昇 ,無疑地提供了女性從事文學創作所需的知識和
工具 ,尤其以江南地區為主的上等家庭似乎韎勵女性誼書識字 ,一則增加其適婚
的條件 ,二則使閨女於閑暇之餘能有所關注 s’

。隨著人數的增多與信心的增
強 ,婦女開始在作品中 ,展現各種不同的風格 ,她們作品的流傳亦造成了當時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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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詩詞品選集的大量出現 。著名的有萬曆年間出身書香世家的閨秀王鳳嫺 ,她不

但工於詩文以之教育女子 ,後更有詩集行世 ,如 <焚餘草 >二卷 ,<東歸紀事 >

一卷 。《松江府志》稱其 「工文墨 ,有詩名 」
兒 ,由 《松江府志》對王氏的稱

許 ,也可窺知當時的地方修市文人已經對才媛的詩才持公開的肯定態度 。

另一造成晚明閨閣文風開展之因 ,為男性文人所作的努力 ,他們是許多女性

詩詞選集的主要編輯或指導贊助者 。例如葉紹袁 (6S9弱妙年 )為 自己的妻子

沈宜修 (“1U-㏑笓 )、 及他三個各具才華的女兒葉紈紈 (“ 1U-㏑笓年 )、 葉小

紈和葉小僻 (““-“笓年 )出版了詩詞選集 ,如 ㄑ午夢堂全集 >。 此外 ,柳如

是和王端淑等晚明女性亦是在男性的鼓勵下從事詩集的編築 ,進而對個別作家的

作品提出她們的評論
s’

。此外 ,晚明社會已有不少作家 ,在有意識地
“
顯揚女

人 ,頌其異能
” ,在文壇上初步形成了一種具有時代特徵的思潮 。碧如 ,晚明著

名畫家和戲劇家徐渭的雜劇 《女狀元》和 《雌木蘭》,就是頗為典型的兩部作

品。其中 《女狀元》塑造了一個
“
才學既自出群 ,吏事又十分精敏

”
的女子黃崇

嘏的形象 ,她書畫琴棋
“
件件申高得突兀

” ,被人頌為

一

文學的魁星
”

。後來女

扮男裝 ,中了狀元。在擔任成都司戶參軍時 ,又巧斷冤獄 ,破獲了毒害人命的殺

人兇手 ,釋放了無辜被拘的嫌疑犯 ,當朝宰相把她的這種

一

理冤摘伏
”
的才能與

歷史上著名的司法家張釋之和于定國相提並論。作著對她讚美道 :“ 世間好事屬

何人 ,不在男兒在女子
”ω

。另外的 《雌木蘭》 ,則是寫眾所周知的木南代父

從軍的故事 。如果說 《女狀元》是顯揚女子的能文 ,那麼 《雌木蘭》則是即揚女

子也能武 ,徐渭更稱頌道 :“ 裙釵伴 ,立地撐天 ,說什麼男兒漢
”

。好一個
“
立

地撐天
” ,這位

“
不為儒縛

”
的進步思想家 ,在這裡是指出 ,女子不僅有才能 ,

並且可為國家建功立業 ,甚至超過男兒。此外 ,“ 顯揚女子 ,頌其異能
”
的作

品 ,在晚明的文壇上還有不少 ,例如孟稱舜的傳奇 《嬌紅記》中的王婿娘 ,是位

“
辭能 絮

”
的

“
女中才子

” ;值得注意的是 ,在這類作品中 ,有些不僅表現了

女子超卓的才能和膽識 ,同時亦反映了晚明社會上不願受禮教束縛的廣大婦女的

心聲 :她們不願困身閨房 ,而要與男子一樣在社會上有所作為61。

由於以上社會 、經濟 、文化上的轉變 ,使得晚明社會出現了許多婦女的作

品。然而自古以來 ,<周禮>封聖的傳統婦德 「內言不出於外」仍然深深影響著

當時婦女的創作 ;前述王鳳嫺於其晚年欲盡毀其詩稿 ,謂 「婦道無文 ,我且付之



袓龍 。」ω
可見得傳統社會 「婦道無文」 ,「婦言不出閨閣」等思想加諸才女

身心的壓力 。當時衛道之士多半以為文才與婦德 (尤其是貞潔 )是可能直接發生

牴觸的 。他們以為詩詞之作可能啟發少艾幼女心中危險的傷春悲秋之思 ,甚至引

發春情 ,導致越禮的行為 。換句話說 ,才與德 ,其實就是情慾與禮教的衝突及對

立 。假若文才的培養以及習作被當作婦女私下的修養 ,不必為過 ,但是如果談到

公開出版 ,或者只是將作品的手稿示之於人 (特指男性而言 ),問題就變得複

雜 ,為禮教所不容 。即是出於這種考慮 ,才會有那麼多筆記軼事 ,記載有德的才

婦堅持自己的作品不可流傳於外 ,並且在易篢之際即加以焚稿 。

儘管晚明婦女飽受傳統思想的座力 ,使才華多遭斂抑 ,但是仍有為數不少的

婦女 ,自 身憬悟才德並不相妨 ,從而以寫作自勵 ,例如梁小玉築史上婦人事誼編

為 <古今女史 >一書 ,分為外史 、國史 、隱史 、烈史 、才史 、韻史 、艷史 、誠史

八類 ,其 自序云 :

余女子也 ,僭定石渠 ,無逃越俎 ,來修彤管 ,或 免矌官 ,二十一史有全

書 ,而女史闕焉 ,⋯⋯是以旁摭群書 ,密烏八史 ,顯幽悉開 ,滿細僉收 ,

亦香奩之水鏡 ,淑媛之志林也“
。

此外 ,對於女子才德的看法 ,梁氏亦披露己見 :

夫無才便是德 ,似矯枉之言 ,有德本妨才 ,真平等之論“
。

除此之外 ,晚明婦女徐媛與王端淑一類的詩媛亦脫離了傳統閨秀米鹽瑣屑與女紅
織繡的生活 ,她們交遊廣泛 ,並常與異性文友互贈詩詞。這些 「掙脫東縛」的婦
女恰好也都屬同一代一一這一代的特點是產生了不少奇畫維生或寫詩營生的女
性。她們獨立性強 ,孀婦或失寵的妻妾尤然 ,最著名的兩位是黃媛介與吳山。她
們皆可謂 「職業藝術家」,對許多閨秀來說 ,她們更是婦女尋求自由與獨立人格
的典範。其中的黃媛介具竹林風韻 ,令人心折“ ,同時亦是世學家女和北里校
書的溝通橋樑 ,與王端淑和柳如是都稱莫逆。這個現象值得我們重視 ,它反映了
名門餘緒與歌妓傳統漸有統合之勢 ,也顯示了異前對立的才德兩極如今確有妥協
之可能。正因兩相浹洽 ,使得新傳統乃可從而生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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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 論

由於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中心在男性 ,女性居於附屬的地位 ,「男尊女卑」 ,

「內外之別」,使女性的發展環境受到限制 ,因此 ,歷代的女子教育不論在出嫁

前抑或出嫁後皆以道德與家事的訓練為主 ,從禮記 ㄑ內則>、 班昭 <女誠>、 宋

若華的 <女論語>、 仁孝徐皇后的 <內訓 >、 以迄後代紛陳的家訓典籍中 ,即可

見出此種觀念的深植及影響的久遠 ,使得女性的知識教育受到忽視 ,女性的才華

也因而受到壓抑。儘管在知識階層的家庭裡 ,女子仍有識字習文的機會 ,但是對

於詩詞之作或將其作品編築流傳 ,則為衛道人士所不容 ,認為與傳統婦德相互牴

觸 。由於傳統婦德著重 「貞潔柔順」 ,「 內言不出於外」,而婦女將其作品的手

稿公開傳閱 ,則是破壞了傳統禮教中的 「嚴男女之防」,此種觀念深深地影響了

廣大婦女 ,使得婦女的文才多受斂抑而不得舒展。幸而晚明時期仍有多位開明文

士 ,如李贄 、袁中道等人力倡才識智慧並無男女區別 ,進而肯定女子的才能 ,與

男子無異 ;同時也強調男女應有平等受教育的權利。即由於他們生前努力掃除世

人重男輕女的俗見,使得沈壓在
「
無才便是德」的傳統觀念下的女子,也因此而

得見一絲曙光 。

縱然傳統禮教反對女子吟詩作詞 ,但是晚明社會的閨閣文風卻已有開展的趨

勢 。究其原因 ,主要為當時商品經濟日益發達 ,間接擴展了婦女的生活空間 :再

加上婦女識字率不斷提昇 ,也提供了女性從事文學創作所需的知識 。其次則是當

時亦有為數不少的男性文人鼓勵婦女創作並願意將其作品編輯出版 。坢外 ,晚明

社會亦出現為數不少的婦女自身憬悟才德並不相妨 ,而紛紛以寫作自勵 ,並且彼

此關照 ,相互支持 。由此種聯結分散各地女性的文藝網 ,不僅維繫了女子創作的

動力 ,同時也提供了心靈的慰藉
.’ ,使婦女得以超越當時禮教的東縛而將其作

品傳之後世 。正由於以上社會 、經濟 、文化上的轉變 ,使得晚明出現了比前朝為

數更多的閨閣之作 。

這些閨閣婦女作品的出現 ,固然可以顯示當時婦女已有顯露己身才智的勇

氣 ,但若視為
“
提倡婦女解放

”
、

“
主張男女平等

”
等現代概念

.s,又或形容

“
婦女賦詩填詞的社會運動

”
反映了

“
廣大婦女確實已頗為普遍地具有不甘心作

男子附庸 ,要求從深閨走向社會的覺醒
”

等
ω

的說法 ,則顯得言過其寅 。在此



同時 ,我們必須冷靜地思考 ,當時社會一有多少人是真正肯定婦女有獨立人格 、
主張全面廢除男尊女卑的種種制度 、提倡女性有接受教育 、參與政治 、投身社會

等權利和義務的 ?當時的所謂 「才女」 、「女詩人」 ,除了春花秋月的吟昹

外 ,又有多少能因著知識水平的提高而警悟到女性所承受之種種屈辱和摩迫 ,拜

起而謀求婦女地位之改良呢 ?大抵女性生活的實際改善 ,有賴女性本身的自兒 ;

而先決的條件 ,就是社會結構的改愛以及教育的普及’U.女
性主動謀求這方面

的改革 ,在晚明時期 ,或許言之過早 ,但是 ,思想的發展 ;往往底流暗伏 ,待時
而起 ,「 後一時代的新思潮也必然可以在前一時代中找到它的萌芽」’1。 不論
晚明時期同情女性的論調

η ,是否可視為晚清以來提倡女性謨書受教育論調
’3

的萌芽 ,但可知道女教問題所牽涉的範圍極廣 ,值得我們再進一步探究 。
(本文作者為垂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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