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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清时期长三角地区方志中的遇虎孝女给人以女德化身的印象。然而细细考量，可以发现虽然国家话语体系

认同此孝，但因为统治阶层( 男性) 对典范女性的塑成寄予更多期待，女孝的边界亦随之延展。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钩沉

与梳理，着重分析女性遇虎行孝的数量、类型及对象，进而对这一特殊女孝文本所隐涵的教化目的与性别含义进行探讨。文

章指出，兼具凶猛和灵性的“山兽之君”不过是检验女德的一剂良方，以身代亲的行为不仅被着上了道德和功利的双重色

彩，而且被用来移孝作忠、移孝守节甚至是移孝替孝，女性只能也必须依赖自己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获得更多的道德肯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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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local Chronicle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a filial Daughter who gave

her life to a tiger in order to save her parents left behind an image that embodied female virtue． However，after careful examination，we

find that although the state-dominated discourse agreed with this filial piety，the boundary of female filial piety extended because the

male-dominated ruling class placed excessive expectations for a model woman． This paper reviews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mainly analyzes

the number，types and portraits of Filial Daughters who met tigers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purpose and decode the meaning of this type of

texts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It points out that the tiger as the fierce and spiritual“King of Beasts in the Mountains”was only used as

a good way to test women’s virtue． The act of sacrificing her life for her parents was not only endowed with sense of morality and utilitar-

ianism，but also used to transfer filial piety as loyalty，chastity or even filial piety itself． Women had to rely on their performance of their

roles in the family to gain moral affirmation．

“孝女”与“虎患”是中国传统社会被反复提及、 讨论的问题，迨至明清尤甚。前者有关一地风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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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士大夫理想女德的化身; 后者更为复杂，不仅关

系民生安定，而且事关国祚兴替①。基于此，明清地

方志对孝女和虎患的记载甚多。先期研究也表明，

学界一般将其作为两个议题，分别从文化史、社会

史、环境史等角度切入，或考述其成因，或缕析其演

变，或阐释其意涵，已有相当成果②。也有个别学者

意识到虎患与道德教化，尤其是与孝义之间的关系，

指出“‘虎患’非‘虎’患，而是秩序和道德败坏所导

致的自然界的感应。因此，人们倾向于以道德教化

的观念来解释‘虎患’”［1］(P143)。上述研究均给予笔者

启发。然而，明清地方志中绝非少见的女性遇虎并

以孝( 贞、节、烈) 驱虎甚至饲虎的记载也提醒人们

思考，这一书写的背后究竟是巧合还是蕴含着某种

可能的关联? 儒家士大夫对女孝传统的形塑及以身

孝亲的叙述是否一以贯之? 通过既凶猛又具灵性的

“山兽之君”检验进而宣扬女性的贞节孝道目的又

为何? 诸如此类的问题，显然使人们无法再满足于

将“孝女”与“虎患”继续孤立视之，而需要更广阔的

视野、更深入的研读来探讨其潜在的关系。

有鉴于此，本文拟从道德教化与社会性别两个

维度出发，通过对“列女”“坟墓”“祠祀”“灾异”“艺

文”等地方志中相关文献的释读，对明清方志所载

“孝女”与“虎患”的情况做一梳理和勾连，并在此基

础上分析其数量、类型及对象，以期洞见此类女孝文

本所隐涵的教化目的与性别含义。由于地方志史料

较为丰富，为了论述之便，本文在时间上侧重于孝女

和虎患记载明显增多的明清时期，在空间上则主要

聚焦于古代华南虎活动较为频繁的长三角地区③。

一、必然与巧合: 遇虎孝女的分布特点

明清时期，长三角地区编修的方志多达数千种，

检阅现存部分志书不难发现，有关孝女、虎患的单独

记录均不在少数。如中国农业博物馆的闵宗殿先

生，利用《中国地方志集成》中的相关资料，统计出

该时期长三角地区共出现过虎患 267 次，其中明代

105 次，清代 162 次( 见表 1) ; 从地域分布上看，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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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明清正史和地方志的记载中，虎患的频繁出现经常被看作某位君主的失德或是一个朝代将倾的征兆，亦是人间道德

和秩序败坏的反映。
就笔者所见，明清时期孝女( 孝妇) 的研究多从文化史或社会史的角度切入，如吕妙芬的《妇女与明代理学的性命追求》
( 载《无声之声: 近代中国的妇女与文化( Ⅲ)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年) ; 郭燕霞的《明代山西“节孝

妇”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年) ; 黄学涛的《明清博罗陈孝女信仰研究》( 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年) ; 裴明霞、聂长顺的《清代黄陂地区节孝妇的群体构成及类型分析》( 《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017 年第 9 期) ; 胡君丽的

《〈李鸿章全集〉请旌折中的孝女孝行研究》( 载《长江文史论丛》，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 年) ; 等等。有关明清时

期虎患的先行研究，则一般认为是人类经济开发活动破坏其居住的生态环境所致。如刘正刚的《明清南方沿海地区虎

患考述》(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 、《明清闽粤赣地区虎灾考述》( 《清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 、《明末清

初西部虎患考述》(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 年第 4 期) 、《明清时期广东虎患考》( 《广东史志》2001 年第 3 期) ; 闵宗殿

的《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的虎患及相关问题》( 《古今农业》2003 年第 2 期) ; ［日］上田信的《生态环境的变化与驱虎

文———18 世纪的东南山地》( 载《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年) ; 郑维宽的《明

清时期广西的虎患及相关生态问题研究》( 《史学月刊》2007 年第 1 期) ; 曹志红、王晓霞的《明清陕南移民开发状态下的

人虎冲突》( 《史林》2008 年第 5 期) ; 等等。美国环境史学者马立博( Ｒobert Marks) 更是将老虎活动看作人类入侵和破

坏自然环境的晴雨表，参见 Ｒobert Marks，Tigers，Ｒices，Slik and Slit，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相类的文章还涉及四川、徽州、江西、云南、贵州、商洛、山西等地区。在此期间，亦有部

分学者提出应从更多元的角度看待虎患，而不是将原因简单归结至环境或者人口问题，如刘兴亮的《明清时期江西境内

的虎患及相关问题研究》( 《古今农业》2009 年第 2 期) ; 徐文彬、钟羡芳的《明清福建生态演变与虎患》( 《福建论坛》( 人

文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6 期) 。从文化史角度对虎患进行探讨的主要有黄志繁的《“山兽之君”、虎患与道德教化———
侧重于明清南方地区》( 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第 7 卷)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年) ; 袁轶峰的《孝的隐喻———明

清贵州因应虎患观念的演变》( 载《人文世界》( 第 7 辑) ，贵阳: 贵州大学出版社，2016 年) ; 王晓霞的《明清陕南方志中四

则驱虎文及相关问题研究》( 《农业考古》2019 年第 1 期) ; 等等。
刘正刚在《明清南方沿海地区虎患考述》(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 一文中指出:“山东虎患的程度在沿海

地区是十分轻微的。进入江南地区，虎患则十分猖獗。”目前学界对江南地区的界定仍有不同意见，本文选取现行比较

明确的长三角地区( 江苏、浙江、安徽、上海三省一市) 作为论述的区域对象。



以前只出现在浙江杭州、萧山以及安徽祁门等少数

几个府、县，至明清则几乎遍布各地，发生虎患的厅

州县近半，多达 101 个④。同样，上述文献中有关孝

女的记载更是不可胜数。因为自宋代开始，地方志

中的“孝女”不仅作为与男性“孝友”并存的类型厕

身于“列女”，而且形式更为独立、多元，孝女传的边

界也从孝顺的女儿扩展到孝顺的女儿与媳妇，女性

的孝行已然成为国家旌表与地方书写的重要类型。

表 1 明清时期长三角地区虎患分布一览

单位: 次

省别 明代虎患发生数 清代虎患发生数 合计
江苏( 含上海) 32 39 71

浙江 49 86 135
安徽 24 37 61
总计 105 162 267

在述及地方志中女性行孝种类日渐丰富的同

时⑤，一种特殊的孝行颇引人注意，即将女性置于虎

患⑥的险境中，以悬殊的力量对比突显其孝。类似记载

最早见于六朝时期诸多《孝子传》中的一部⑦，其中关

于 14 岁少女杨香( 晋代) 徒手搏虎并从虎口中救出父

亲的事迹，经由历朝文人的演绎于元代定型为“二十四

孝”故事之一的“扼虎救父”。受其影响，无论是正史还

是地方志的列女传中总可寻见孝女遭遇虎患的身影。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明清方志中所载此类女性多达 32
例以上⑧，最早的记录是南朝梁天监年间的宛陵女子。
据光绪《重修安徽通志》载:“宛陵女子与母共寝，母为

猛兽所攫，女呼号击兽行数十里，兽毛尽落，乃置其母而

去。女抱母犹有气息，经时乃绝。太守表上诏旌其门

闾，事见《梁书·孝行传》。宣城人，按兽字《南史·孝义

传》并做虎字，《梁书》避讳”［2］。因而，至迟在南朝中期

此类女性的行孝方式已在长三角地区出现。

为进一步明晰其分布特点，笔者以《中国地方志

集成》中江苏、浙江、安徽、上海三省一市的府县志

辑，加之嘉靖、康熙、雍正《浙江通志》以及乾隆《江

南通志》、光绪《重修安徽通志》等省志为史料基础，

对长三角地区 200 余种明清方志中的遇虎孝女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 见表 2) 。

表 2 明清时期长三角地区方志所载遇虎孝女

数据统计一览 单位: 例

朝代

方志
南朝 唐 五代十国 宋 元 明 清 合计

江苏 / / / / 1 / 1 2
浙江 / 1 / 4 2 8 2 17
安徽 1 1 1 / / 4 5 12
上海 / / / / / 1 / 1
总计 1 2 1 4 3 13 8 32

综合表 1 和表 2 可知，明清时期长三角地区编

修的地方志对孝女遇虎的记述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

与地域性。从时间来看，明清两朝女性遇虎行孝入

志的数据占总量的近 66%，与同时段内虎患发生数

的剧增相一致。从分布来看，浙江虎患次数居首位

为 135 次，遇虎孝女的入志数量最多为 17 例; 江苏

( 含上海) 虎患 71 次，遇虎孝女入志数量只有 3 例;

安徽虎患 61 次，遇虎孝女入志数量则有 12 例。再

以浙江的嘉兴府为例，这一时期嘉兴、嘉善、海盐、海
宁等县均有虎患出现，且孝女数量不在少数⑨，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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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闵宗殿在文中查阅了 479 种地方志中的虎患资料，发现明清时期东南地区共出现虎患 514 次，是该地区前一千年发生虎

患次数的 85 倍。其中，浙江 78 个厅州县中有 43 个发生过虎患，江苏( 包括上海) 71 个厅州县中有 27 个发生过虎患，安

徽 60 个厅州县中有 31 个发生过虎患，占到三省总厅州县数的 48%有余。参见闵宗殿:《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的虎患及相

关问题》，《古今农业》2003 年第 1 期，第 17－23 页。
易素梅指出，“当史官企图以庶民之孝( 居丧哀毁、侍疾、供养父母、救父母于危难、保护父母尸身、复仇等) 激励士夫之忠

时，女性孝行的种类日渐丰富，且与男性趋同”，但同时“以累世同居为特色的地方家族之孝成为孝子传的主要题材，男

孝与女孝的社会性别差异始终显著”。参见易素梅: 《宋代孝女文化转型论略———以曹娥与朱娥并祀为中心的历史考

察》，《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 6 期，第 83 页。
虎患又称虎暴、虎灾、虎害、虎乱、虎荒等，本文所述虎患并非群虎之灾，而是指女性遇虎本身乃是无妄之灾。
清代茆泮林所辑《古孝子传》一书，收录了汉代至南朝期间编写的十种《孝子传》佚文，杨香的故事仅见于一部作者已佚

名的《孝子传》中。
笔者统计的志书以官修省志、府志、厅州县志为主，不包括乡镇志和其他专志。
仅光绪《嘉兴府志》就载有孝女 166 例、孝妇 114 例。



兴地区的方志中却无此类孝女事迹记载。由此可

见，地方志中女性遇虎行孝的数量分布与该时段、地
区虎患和孝女的多寡不完全成正相关。

那么，这种始于六朝繁盛于明清的特殊孝行，其

历史叙述是否一脉相承? 不同时期记述数量、类型

与对象的变化是否预示着男性书写者对女性典范的

塑成寄予了更多期待? 下文将予以重点讨论。
二、承继与嬗变: 遇虎孝女的历史叙述

作为道德典范的记录，孝女传记频现于各类官

私著述，并互相援引以正教化。各个时期对孝女事

迹与种类的偏好折射出朝廷、官员及文人对女性孝

道书写的不同动机。细稽长三角地区明清方志所载

32 例女性遇虎的内容，同一主题下记述类型与对象

的变化呈现出相异的感化效果和教化目的。
( 一) 以勇搏虎

以勇搏虎即女性遇虎时仅凭孝心、勇气与虎搏斗

以救长辈或丈夫。此类型最可见杨香“扼虎救父”的原

型，以女性奋不顾身之勇毅，救亲于危难。比如康熙

《徽州府志》所载唐代歙县“徒手救母于虎口，复终身奉

母不嫁”［3］的章氏二女“唯知母难之当救，岂知己身为可

惜?”［4］之事迹与杨香“手无寸铁，惟知有父，而不知有

身”的孝行如出一辙。相近的记录还见诸于各地方志

列女传中，如元代余姚的姚孝女“母出汲，虎衔之去，女

追掣虎尾，虎欲前，女掣益力，尾遂脱，虎负痛跃去。负

母还，药之获愈，奉其母二十年”［5］(P5764)。应该说，对于这

些幼女传主的搏虎行为，儒家士大夫由衷认同的实是

潜藏于勇气之下的女孝。因为在道德、体力等多重优

越感的俯视下，男性始终认为，以“女子之微，而能制猛

虎之暴，岂其力之所胜哉? 盖其忠诚之所感化耳”［3］。

驯至明清，更多烈妇搏虎的英勇事迹被载入地

方志。道光《婺源县志》记录了一则发生于乾隆三

十八年( 1773 年) 的事件:“金田患虎，众争逐之。虎

逸于黄汉渭之蔬圃，汉渭方治蔬，遂被噬，众骇绝，但

瞪目视，莫敢谁何。其妻詹闻，愤驰往救，持虎尾奋

击，虎 始 遁，扶 汉 渭 归，而 詹 力 竭 昏 晕，许 久 后 复

苏。”［6］这段记述生动再现了詹氏驱虎救夫的完整过

程，用颇具戏剧性的对比手法将众人之怯懦反衬詹

氏之勇绝，如此烈妇自然有别于那些为保全名节而

自杀的妻子，她直接挽救了丈夫的生命，因而结局也

如有神助。可是，并非所有女性都有詹氏这般幸运，

毕竟要在虎口夺“人”洵非易事。明代会稽何氏，其

夫“以樵采为业，被虎伤，氏搏虎夺骸归葬。事姑，存

三岁孤，以苦节称”［7］。在笔者统计的 6 例救夫事迹

中，也仅有詹氏成功，其余 5 例或妻“负尸归”( 3 例)

或夫妇俱为虎噬( 2 例) 。除此之外，亦不乏遇虎“以

身蔽姑”的孝妇，但老虎通常会感其德行而“惊疾

去”［8］。不难看出，明清方志在承继前朝对女性遇虎

事迹入志传统的同时，业已建立起一个形式更为多

元、独立的女性孝道书写体系。女性搏虎所救对象

的变化( 由直系血缘的父母到“拟血缘”的舅姑、丈

夫) ，也表明女性行孝重心的转移，即男性对女孝的

角色期待由孝女渐至孝妇，乃至贞节烈妇。
( 二) 以德伏虎

以德伏虎即女性以闻于乡闾的德行，遇虎不咥，甚

而义虎护其门户，守其节名。如明代太平陈氏“年十七

配义寅，七载而舅姑与夫相继卒，遗孤云，方在襁褓。有

豪家欲娶之，不从。群不逞利所赂，与豪议劫之。谋既

定，夜半将入门，忽有两虎自山而下，咆哮震地，群奸各

散去。两虎守节妇门，天明始去”［9］(P6005)。地方志中有

不少各类以德伏虎女性的记载。如清代江都吴氏“年

十八适宗孟，宗孟病剧割股救之弗效。二子幼，家甚贫，

吴手纫以供饘粥。后避兵山中，虎咆哮而前，吴祝曰:

‘妇女身可啖，孤子不可食也。’以身翼两儿，虎竟去，人

以为苦节所感”( 救子) ［10］; 清代宣城张氏“年二十四夫

亡，孤甫二龄，舅姑衰老。一夕，虎衔其豕去，氏号泣曰:

‘如二老缺养何?’次夜，虎衔兽至，如抵偿然，人皆传为

孝徵云”( 孝养) ［11］; 清代长兴章贞女“年十三，受陈傅聘。
十四而傅殁，女即奔赴守志。顺治初，沿山寇起，相戒勿

犯。所居 不 蔽 风 雨，一 夕，虎 咆 其 室，竟 无 害”( 守

贞) ［12］(P5868)。此类型中，老虎不再是“恶”的代表，而是“具

备和人类相通的灵性，同时也常常被看成是神明的化身，

主宰了人间的道德审判”［1］(P146)。特别是在上述女性的生

命叙事中，“虎”反而成为全其贞、节、孝名最好的见证者。
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一则类似的故

事。其曰:“虎不食人，惟食禽兽。其食人者，人而禽兽

者耳。大抵人天良未泯者，其顶上必有灵光，虎见之即

避。其天良澌灭者，灵光全息，与禽兽无异，虎乃得而食

之。”后一妇人因弃夫私嫁、虐前妻子、盗金贻女等“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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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灵光消尽，虎视之，非复人身，故为所啖”［13］(P123)。
可见，虎食人是具有选择性的，“慧眼”使之具备了辨别

是非、惩恶扬善的能力。事实上，无论是地方志亦或文

人笔记所传达的无不是“利用‘虎有灵’‘不妄伤人’的

民间信仰”［1］(P155) ，劝诫百姓尤其是女性务必依照儒家伦

理道德来规范自身，谨守贞节孝悌，唯有如此才能感化猛

虎，遇而不噬。吊诡的是，以德伏虎的相关记述大量出现

在明清时期，显然是被刻意附着了特殊的教化意味。
( 三) 以身饲虎

以身饲虎即女性在长辈遇险时代亲饲虎。从行

孝方式来看，此举多受佛教“舍身饲虎”的感化，孝女

们用自身之躯果饿虎之腹的举动毫不迟疑。正如雍

正《浙江通志》载录的唐代永嘉卢氏女，“尝与母出樵，

遇虎，将噬其母，女急投虎喙，以代其母死。后有人见

女跨虎而行，遂立祠祀之。宋理宗朝赐号曰孝佑夫

人”［14］(P6091)。上述文字流露的除了拳拳孝心外，对卢

氏女死后飞升成仙、驭虎而行的刻意营造也显示出，

宗教化的功利性诉求对女孝文化的推动有着不可小

觑的作用。就记述对象而言，为了宣扬孝道天成的理

念，掌握书写权利的地方官绅一方面搜罗未受圣人之

训平民女儿的孝行，如宋代鄞县童八娘瑏瑠“一日虎衔

其祖母，八娘曳虎尾，吁天祈以身代，虎为释祖母，衔

八娘而去”［15］; 另一方面又强调其感天动地的孝感神

迹，典型的例子是明代武康蔡孝女替母卒后，家里刚

养的蚕“三日悉成茧”［16］(P5873)。可以说，地方志中的

遇虎孝女不仅承袭了曹娥式幼女传主浑然天成之孝

道的传统，而且配合了国家“不言而化”的意图。
此外，卢氏女的敕封被祀说明女孝文化的塑成与

影响不只在道德教化领域，还涉及宗教世俗领域，祭

祀卢氏娘娘的“孝佑宫”及娱神活动，在永嘉延续至

今，被视为护佑一方( 如送子、求财、保平安等) 的女性

神祇。同时，在笔者统计的 32 例女性遇虎事迹中，共

有 5 例被立祠祭祀( 见表 3) ，也即有近 16%“见褒于

朝廷，得祀于乡里”。清代歙县的地方士绅们在重修孝

女庙时所撰《章氏二孝女庙碑》中就特别指出:“自今像

设方严，祭祀时举，过其祠下者孝爱之心油然而生，妇人

女子亦将观感而化矣。”［6］可见，自唐以来，孝女饲( 搏)

虎救亲不仅为官方所认可与提倡，且逐渐被定格为具

有一定性别指向的祠神供人崇奉。也正于此，这一特

殊孝行在流传过程中被着上了道德与功利的双重色

彩，进而有了更为广泛的女性追随者和效仿者。

以上仅是笔者为论述之便做的横向分类。其实

三者之间并无严格界限，正如以身饲虎或以德伏虎

的孝女们也无一不是以勇搏虎的范例，而明清方志

中多有所见的烈妇救夫，如清代泾县潘氏“夫妻徙居

溪上都筀竹园地，有虎患。夫攻木为业，晩归，将抵

门，虎衔其颈，氏奔救夫与虎斗，虎舍其夫，遂啮妇，

竟为虎所啖，夫亦被伤卒，尸尚全”［17］，妻子为了保

全其夫( 哪怕是尸体) ，常具有“咤其勇烈”的搏虎行

动和义无反顾的饲虎决心。当然，明清地方志对遇

虎孝女的历史叙述，同样遵循了围绕女性生命周期

不同阶段的预定社会角色为女德归类的原则:“女子之

行，于亲也孝，妇也节，母也义而慈，止矣。”［18］(PP5575－5576)

而“虎患”无非是男性先设之检验女德的“九九八十

一难”瑏瑡之一，本质上与其他诸难并无二致。

然就纵向时间轴来看，虽则 32 例女性遇虎的史

料多成书于宋以后，但从记述对象中却可发现一个

有意思的现象，即明以前 11 例中，仅孝妇 1 例、烈妇

1 例( 均属元代) ，余则俱为孝女; 明代 12 例中孝女 3

例、孝妇 1 例、节妇 7 例、烈妇 2 例; 清代 9 例中孝妇

2 例、节妇 4 例、烈妇 2 例、贞女 1 例。从被祀情况来

看，随着明以后孝女比例的下降，被祀对象亦由孝女

转至节妇烈女，如表 3 所示的陈氏、水氏，均祀节烈

祠。数据的此消彼长暗示，儒家士大夫所形塑的女

德传统并非一成不变，在女性遇虎这一特殊情境下，

从对代亲饲虎、孝勇博虎的颂扬到对贞节伏虎的铺

染乃至强调表明，男性对女性生命初始阶段最重要

美德———孝的“钟情”渐至更有利于夫家特别是其

自身的贞、节、烈，且精心营构了“义虎”形象，用以

强化贞孝节烈的极致之效。就此层面而言，“虎患”

较之其他诸难似乎多了一份令人信服“验证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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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

瑏瑡

宝庆《四明志》、延祐《四明志》、嘉靖《宁波府志》、康熙《浙江通志》做童八娘，而嘉靖《浙江通志》、雍正《浙江通志》则做

童八娜，最早的宝庆《四明志》记载:“土人曰八娜”，因而两者均可。
如割股疗亲、未婚守贞、遇暴自杀等。



为被赋予的“灵性”决定了“虎”既可以在孝女、烈妇

面前展露无比凶猛的噬人本性，又可以在孝妇和贞

女节妇面前瞬间幻化为直通人性的道德守护神，其

善恶的自由切换完全取决于女性典范塑成的需要。

表 3 明清时期长三角地区方志所载遇虎孝女被祀情况一览

朝代 人物 地区 遇虎事迹及被祀情况 资料来源

唐 卢氏女 永嘉

一日与母同行遇虎，女恐噬其母，即以身挡之，虎得女，母乃免，后有人见其跨虎行，里

人为建祠上塘，至宋理宗朝封曰孝佑。
孝佑庙，在上塘，祀孝女卢氏。

嘉靖《永嘉县志》

唐 章氏二女 歙县

章预之女也。母程氏与二女登山采桑，母为虎所攫，二女号呼搏虎，虎遂弃去，母获

免。刺史刘赞嘉之，蠲其户税，改所居合阳乡为孝女乡以表之。
大姑小姑庙，在县陈村山上，以祀唐章氏二女搏虎救母者。

弘治《徽州府志》

宋 童八娘 鄞县
虎衔其大母，女手拽虎尾，祈以身代。虎为释其大母，衔女以去。时林栗侍亲官其地，

尝目睹之。已而为守，以闻于朝，祠祀之。
雍正《浙江通志》

明 陈氏 临海

王三茍妻，陈氏，名小奴，居康功里。傭作日暮未归，氏抱女迎候于门，忽闻夫为虎所

扼，遂弃女于地，手执门关追至山足，奋身号叫，拽持夫足于虎口中，提关击虎。虎惊

去，负夫归而夫死矣。
王烈妇祠，在治北悟真桥，祀烈妇陈氏，名小奴，明弘治三年，郡守马岱建立碑为记。

康熙《浙江通志》

明 水氏 嘉定 吴金妻，金渔吴淞江上，为虎所噬，金兄奔告水，即挺刅往格，亦死于虎。祀节烈祠。 乾隆《宝山县志》

不过，明清时期的男性书写者显然倾心于将“孝

女”与“虎患”做更多宗教化、世俗化的勾连瑏瑢，如此便

能形成易于女性理解的因果循环逻辑———付出越多回

报越丰。由是，女孝也就自然而然地与贞、节、烈合流一

体，男性加诸女性身上的美德( 实为规范) 则愈行愈重。
三、尽忠与守节: 遇虎孝女的多重代入

贞孝节烈是明清时期官方塑造女性道德偶像的

必备特质。在检验上述特质时，男性书写者往往会

将场景设置的凶险异常，天灾( 水灾、火灾、地震、虎
患) 、人祸( 丧夫、疾病、兵患、寇匪) 都是辨其真伪的

试金石。而地方官绅们在记述女性遇虎过程中，除了

着重突出其浑然天成的孝行之外，对场面的刻意渲染

和对勇毅的由衷称赞也使人注意到此类女孝书写背

后隐涵的某种与明清方志大量记载忠义节烈事迹的

暗合之处，即同样为了砥砺男子尽忠、女子守节。
( 一) 移孝作忠

易素梅在论述宋代女孝的政治实践时指出，“曹

娥的孝被国家、士人赋予与节、忠对等的价值，成为

刻画男性气质( masculinity) 的参照物，从而成为宣

扬尽忠和守节观念的一种手段”［19］，这一论断同样

适用于方志文本中的遇虎孝女。明清时期的修志者

在记录女性“提关击虎”“挺刃往格”的孝勇之举时，

其预设的读者不仅是女性，更可能直接针对男性。
举例而言，明代武康蔡孝女在虎攫其母后，立刻“挺

身扳树枝格斗，行三百余步，女益奋击。虎舍其母伤

女，其 血 上 喷，高 丈 许，竹 叶 尽 赤。虎 亦 舍 女 而

去”［16］(P5873)。一方面，少女舍身忘我、一心代母的惊人

之举，营造出一种让堂堂七尺男儿亦自愧不如的窘迫

感和忏悔感; 另一方面，一连串动词和色彩的运用，使

搏虎的场面极具画面感和代入感，让读者尤其是男性

读者产生战场上奋勇杀敌、以一敌百的英雄体验。换

言之，对女性遇虎行孝的记述不仅让儒家士大夫忠孝

两全的道德理想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而且也以“弱

小”女性通过孝行实现自身道德实践的圆满去激励更

为“强大”的男性肩负起忠君报国的义务。
( 二) 移孝守节

前文已述及在女性遇虎这一情境下长三角地区

明清方志中记载对象的转移( 由较为单一的女孝到

贞孝节烈合流) 和数量的变化( 由宋前的寥落至明

清的繁盛) 。可以看出，从针对女性道德教化的角度

出发，贞孝节烈是具有某种相通性的。笔者在对 32
例遇虎女性的检视中发现，除去 12 例孝女外，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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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瑢如重修前朝孝女庙，祭祀节烈祠，支持娱神活动，用诗歌碑文颂扬贞孝节烈女性遇虎而产生的神迹等。



20 例女德特质的边界是模糊的，也即男性书写者意

欲呈现的是一种源于“孝”而又不止于“孝”的女性

典范。道光《歙县志》记载了一个感人至深的谢氏

的故事:“蒋村人，夫妇共力农樵。乾隆五年，干长垅

坪地，太平遇猛虎，氏见夫已伤，乃以左手抱夫尸，右

手持锄击虎额，虎负痛舍去。谢负尸归时亦受虎毒，

发尽髠。守节终身，贫病蓝缕，常行山中，人皆指为

击虎而夺夫尸者。”［20］在谢氏身上，负尸归包含了对

舅姑的“孝”，击虎夺夫昭其“烈”，发髠守节彰其

“节”，最后贫病交迫却还常行山中则显其“情”，诸

多特质加身的谢氏被成功塑造成女德的终极垂范。
同时，由于虎居山野，决定了其只能是庶民孝道，因

此，对于身处阃内的女性来说，可效仿的或许并非这

一激烈孝行本身，而是衍生出来的其他特质，如用谨

守贞节来履行对夫家的行孝职责，等等。总之，明清

方志中以贞女节妇遇虎不咥、感化义虎为主的记述

也说明，男性真正属意的是随时随地都可配合其期

许、拥抱其理想( 即男性所定的规范) ［21］(P161) 的女性，

而不仅仅是遇虎勇毅的孝女。
( 三) 移孝替孝

《说文解字》载: “孝，善事父母者。”［22］(P398) 那么，

如何才能够得上“善事”而至“孝”呢? 《礼记》言:“孝

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23］(P1346) 也就

是说，顺于德教，勿逆伦理，即可获得孝。但正如丽萨

·拉斐尔( Lisa Ｒaphael) 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汉唐之

际的孝主要是针对男性的瑏瑣，非直系血缘关系的儿媳

对舅姑没有必然“善事”的义务。这一点，从当时的史

书中罕见孝妇记载可见一斑，亦与笔者对入志遇虎女

性的统计数据( 明之前仅有 1 例元代孝妇) 相吻合。

中国台湾学者吕妙芬在相关研究中也发现，“孝”作为

起初主要针对男性的德教，自宋始渐渐淡出男性教化

场域，而成为女教的重要内容瑏瑤。由此，原被赋予男

性的“孝”，至少部分已落到女性身上。
翻检明清时期长三角地区的方志，在“孝友”“列

女”中俱可见男女遇虎行孝的事迹，但救助对象和记

载重点各有不同。以雍正《浙江通志》为例，其所载遇

虎男性无外乎救其父母兄弟，女性则与“割股疗亲”范

围的转变大略相类，“自宋开始突破血缘关系到明清

重点落到‘拟血缘’的舅姑和丈夫身上”［24］。相关事

迹的记述也以男性为父母庐墓而孝感义虎为多。此

处，“虎”与传统孝子传中常出现在墓前的异象如“群

鸟飞绕”“芝草数茎”等祥瑞之兆并无实质区别，其结

果亦是“山禽野兽，皆悉驯附”［24］(P5197) ，鲜有危及生命。
不可否认，对于以身搏虎甚至饲虎这类高风险孝

行瑏瑥，已然不再适合身负延续家族宗祧重任的孝子，方

志文本中对遇虎孝女舍生救亲的强调也显示，分饰女

儿、姐妹、媳妇、妻子、母亲等角色的女性毫无疑问地成

为男性“在履行家庭职责上最重要的替代者”瑏瑦。
揆之上述，遇虎孝女所表现出的女德内涵绝非

“女孝”而已，其所蕴含的贞、节、烈等特质同样具备

了他者审视下的性别张力，且与男性忠孝气节具有

对等性和可替代性，而所谓的“山兽之君”亦不过是

一贴被赋予“灵性”用以验明女德纯度的试剂，它可

以因时、因事、因人( 性别) 而异。
四、结语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老虎因为兼具异常强大的

攻击性和灵性给人们提供了“充分的想象力进行道

德说教”［1］(P154)。所以，当孝女遇上“山兽之君”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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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瑣

瑏瑤

瑏瑥

瑏瑦

Lisa Ｒaphael 从儒家经典对孝的阐释出发，认为儒家经典中“自然而然”产生的“孝”其实主要针对男性。Lisa Ｒaphael，
“Ｒeflections on Filiality，Nature，and Nurture”，in Alan K． L． Chan and Sor-hoon Tan eds．，Filiality Piety in Chinese Thought and
History，London: ＲouteledgeCurzon，2004，PP． 215－225．
吕妙芬在研究《孝经》文本定位的历史变化中发现，其搜集的 225 例妇女阅读《孝经》的史料中，宋以前只有 5 例，宋代 16
例，其余均为元以降的史料，而男性则恰恰相反。参见吕妙芬: 《孝治天下: 〈孝经〉与近世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台北:

“中央研究院”经联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 年，第 53 页。
高风险孝行主要指有性命之虞的行为，比如“割股疗亲”亦然。
吕妙芬指出，在儒家构想里，女人被赋予掌管家庭内政的责任相当繁重，上对长辈的孝养、丈夫的辅助，下对子女媳妇的

教导，旁及嫡庶、妯娌之间的相处，以及仆役婢女的管理，都是女人的责任，可以说把维系整个家族正常和谐运作的责任

都加诸女人身上。参见吕妙芬:《妇女与明代理学的性命追求》，载《无声之声: 近代中国的妇女与文化( Ⅲ) 》，台北:“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年，第 149 页。



仅其贞节孝道可以得到检验，而且如果孝感天地，那

么还能成为配享祭祀、守护一方的女性神祇。显然，

这种以身代亲的孝行在明清男性书写者笔下具备了

更吸引女性的宗教与道德的双重效力。不过，当他

们满怀深情地将发生于斯的女性遇虎事迹载入志

书，呈现一地风俗之淳良、女孝之天然时，却并不完

全认同前朝旧“孝”，因而对此孝行的载录对象、类

型和数量都做了策略性调整，女孝的内涵亦随之延

展，与女贞、女节、女烈乃至诸多繁重的家庭职责等

融合在一起，成为男孝的替代品瑏瑧与家族的炫耀物。
进一步而言，“孝不是生而有之的情感或美德，

而是一种后天养成的文化构筑”［19］，它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会因统治阶层( 男性) 的政治立场、宗教信仰、性
别观念等因素而产生不同的理解与表述，明清时期长

三角地区的修志者也概莫能外。在他们看来，女性遇

虎的事迹不单被用来劝孝，更是被用来移孝作忠、移
孝守节甚至是移孝替孝的，女性只能也必须依赖自己

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获得更多的道德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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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瑧Keith Nathaniel Knapp 曾指出女孝与男孝的差异，认为由于女性不能延续家族宗祧，因此孝女、孝妇需要做出比孝子更大

的牺牲( 如死亡) 才能得到认可，其本质上女孝是男孝的替代品。Keith Nathaniel Knapp，Selfless Offspring: Filial Children
and Social Order in Medieval China，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University，2005，PP． 164－1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