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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古代儒家女教文献中的才德关系，相较于目前学术界对单部文献或明清以来女性

才德观的较多关注，本文通过对汉至晚清时期三部女性所著文献《女诫》《女范捷录》和《训

女诗》（十首）中的才德关系辨析，探察女性自身对所处时代才德关系建构的接受状况和真

实体验。

一、《女诫》：“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 ”[1]2789

《女诫》作者班昭是历史上著名的德才兼备女性，相较于其所具有的“节行法度”之德，

《后汉书·列女传》更以大量篇幅记载了她的博学高才，对此，夏晓虹认为“班昭之得以青史

留名，全离不开文才”[2]89，此处之“才”意指班昭所具有的识书通儒之才。 而班昭之所以能够

才德并举并深受彼时社会推崇，与汉代社会对女性才德内涵的建构与认同密切相关。
两汉时期，自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日益权威化，这种变化在

使儒家“重德轻才”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的同时，也使社会逐渐形成“好儒”之风，其不仅对

男性产生重要影响，也引发了各阶层女性的“学儒”倾向。 《后汉书》即载有汉和帝邓皇后“六

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家人号曰‘诸生’。 父训异之，事无大小，辄与详议”[1]418、
顺烈梁皇后“好《史书》，九岁能诵《论语》，治《韩诗》，大义略举”等事迹 [1]45，甚至一些女性还

因通经史而获得官方嘉奖，如崔舒之妇师氏即以“通经学、百家之言”，被王莽“赐号义成夫

人，金印紫绶，文轩丹毂，显于新世”[1]1703。 东汉蔡邕之女蔡琰，也以博闻强识、通晓儒家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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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 莉
（临沂大学 文学院，山东 临沂 276005）

摘 要：以“重德轻才”为倾向的儒家女性才德观，在不同历史时期又呈现出复杂面貌。班昭《女

诫》首次将女性才德并论，虽轻才但却并不贬才抑才。 王相之母刘氏《女范捷录》以有德之才和无德

之才的利弊区分，驳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俗谚，试图将女性才德关系再次恢复至早期儒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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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曹操赏识。而对于下层女性“学儒”“谈儒”的文献记载虽少于中上阶层女性，但由于“汉

代私学兴盛，窃听私学授课成为平民女子获得教育的一个渠道”[3]36，故也不乏此类史料。 《拾

遗记》中即载有贾逵之姊“闻邻中读书，旦夕抱逵隔篱而听之”[4]154的事迹，《后汉书》中也有

东汉寿张县平民女子张雨“留养孤弟二人，教其学问，各得通经”的记录 [1]2714，可见汉时各阶

层女性都有“好儒”“学儒”的表现，这种现象也表明彼时女性对社会“好儒”之风的自觉认同

和积极实践，而由伏生女施教于晁错，班昭施教于名儒马融、马续，以及马融对班昭《女诫》

“善之，令妻女习焉”[1]2792等记载来看，汉时社会中上阶层男性也并不排斥女师，对女性著说

也能予以接受， 女性识书通儒的才智表现能够获得社会的肯定与尊重， 故而有学者认为：

“尽管汉代社会制度没有给女性预留实现自我的正规制度化途径与机会， 但儒家并不反对

女性对文化的掌握与精通， 汉代社会也对那些具有一定学识修养的女性给予尊重与赞誉，
为女性架构了一个比较宽松、尚可以寻求与探索的文化空间。 ”[3]38因此，生活于此环境中的

班昭，其博学高才的行为实践，不仅很好地诠释了女性自身对识书通儒才智的认同和张扬，
同时也反映了汉代社会对女性才智的肯定与赞赏，故其《女诫》所言“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

异也”，在强调妇德的同时，实并未否定女性的才智表现，只是相较于汉代社会对女性才德

表现的理想期待，班昭“重德轻才”的关系建构，更多地反映出女性自身对儒家才德观的真

实体验和理性接受态度。

《女诫》旨在勖勉家中诸女，避免出嫁后因“不渐加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他门，取辱宗

族”[1]2786，因此，班昭对规训对象的身份有着明确的界定，即未来的夫之妻、婆之媳、子之母，
而非以才扬名的女师、女作家或女史学家，故其所言“不必才明绝异也”，主要在于强调未来

诸女所应具备的各种素养中，才智并非根本之需，“不必”即“不一定”，意为才智可高可低，
表现出班昭虽“轻才”却并不贬才抑才的思想，与汉时社会对女性的才德建构完全契合。 而

其又言女性才智不必绝异，则又反映出班昭并未一味迎合汉代社会对女性“识书通儒”才智

的肯定与褒扬，而是更为理性地认识到人之才学的高低上下之分，才华绝异的女性并不多

见，更非常人所易企及，故其以“不必才明绝异”教导家中诸女无需过分谋求识书通儒之才，
以免使妇德修养受损，从根本上来说，是班昭基于对女性才智层次综合考量和才智合理建

构的理性言说。
总之，班昭《女诫》中的才德之辩，与汉代社会“重德轻才”观念相一致，其不仅在思想上

给予高度认同，更在自身行为实践上使之获得充分体现，从而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当时社会，
特别是男性对女性才智的认识水平，并且在一定范围内提升了女性的才智地位。 虽然对于

班昭来说，其才智表现更多只是一种无意识之举，并非有意为之的试图与汉代男性同等而

论的行为实践，但其卓越的才智成就也确实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为后世女性才智关系

的建构与发展树立了典范。同时，其从女性生存体验出发，对女性才智水平的客观言说和对

修养妇德的着重强调，又呈现出与男性言说有所不同的内涵，其“重德轻才”思想不仅是对

社会主流意识的认同与接受，更渗透着她对家中诸女未来安定生活的关心和期待，表现出

其对女性才德建构的理性认识。当然，班昭《女诫》中的才德观，因对彼时社会女性才德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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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影响的消极应对和妇德的过分推崇，又流露出明显的时代局限，从而对后世女性的才

德建构也形成了沉重束缚。

二、《女范捷录》：“女子无才便是德，此语殊非。 ”[5]145

与班昭对女性才德关系的尤为重视和理性考量相同，晚明王相之母刘氏所著《女范捷

录》也专列“才德篇”一章对二者关系给予并论。 刘氏，江宁人，幼善属文，三十夫卒，守节六

十年，九十寿终，其德行操守曾获当时社会表彰。刘氏在世时，曾著有《古今女鉴》和《女范捷

录》，对女性才德建构与发展有着十分独特的体验和见解，其《女范捷录》中明确驳斥晚明社

会流行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俗谚，详细阐论女性才德关系，对于今人从整体上了解古代

女性才德关系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相较于班昭《女诫》所论女性“识书通儒”的才智表现，晚明社会对女性的才智内涵认识

已发生变化。首先是汉时对女性“识书通儒”的才智认同在此时已转向对女性知书识字能力

的贬抑。 徐学谟在《归有园尘谈》中即言：“‘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明代纔见。 这所谓才，
并不是才智之才，不过是狭义的知书识字之谓。 所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谜底，就是‘妇人

识字多诲淫’。 ”[6]13认为女性的才智表现只是一种知书识字的能力。其次是相较于汉代才女

更加“合乎”儒家妇德规范的言行表现，晚明出现了许多具有吟诗作赋才华的“闺阁才女”，
她们“吟风弄月”“互相唱和”的表现使得一些保守的士大夫十分不满，认为此种才智有使女

性闺阁身份与娼妓身份混淆的嫌疑，吕坤《闺范》即将才智出众的女性视为邪教之流：“乃高

之者，弄柔翰，逞骚才，以夸浮士，卑之者，拨俗弦，歌艳语，近于倡家，则邪教之流也。 ”[7]101由

此一些士大夫们主张“女子无才便是德”，女性“才智”培养不利于妇德修养，应对女性知书

识字、吟诗作赋的能力培育予以约束和限制，陈继儒《安得长者言》亦持此论：“女子通文识

字，而能明大义者，固为贤德，然不可多得；其它便喜看曲本小说，挑动邪心，甚至舞文弄法，
做出无丑事，反不如不识字，守拙安分之为愈也。女子无才便是德。可谓至言。 ”[8]1这种主张

导致晚明时期中下阶层女性才智培养和读书识字教育受到明显压制和打击，最终也使“女

子无才便是德”成为社会上流行一时的俗谚。当然，也有一些思想较为开明的士大夫对女性

“知书识字” 能力持认同态度， 冯梦龙就认为：“语有之：‘男子有德便是才， 妇人无才便是

德。’其然，岂其然乎？……夫才者，智而已矣，不智则懵，无才而可以为德，则天下懵妇人，勿

乃皆德类也乎？ ”[9]403他不仅不反对女性知书识字，反而还将女性无此能力视为女性无法修

养妇德的根源，从而认为应当对女性知书识字的能力予以重视和培养。 这种主张在一定范

围内推动了社会中上阶层“才女”文化的继续盛行。 对于晚明时期驳杂多元的女性才德建

构，也有学者从“威胁论”角度探究了保守士大夫们压制女性才智表现的缘由，认为：“‘女子

无才便是德’的口号始于明末清初大量才女出现于文坛之际，所以口号的产生不但没有反

映出妇才受压迫的现象， 它反而显示出一些卫道士对才女文化的日渐兴盛所感到的威胁

感。 ”[10]9意指“女子无才便是德”俗谚的产生是因为彼时社会大量“才女”的涌现，使守旧之

人感到了威胁，进而对这一现象予以打压和清理。

儒家女教文献中的“才”“德”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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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女范捷录》中的才德之辩即产生于上述社会背景中，其从女性自身体验出发，对

女性才德关系的言说相较于男性所论更显独特与珍贵。 《女范捷录》开篇即以“女子无才便

是德，此语殊非”，明确表明了作者对此俗谚的驳斥与否定，接着其又以“德以达才，以才成

德”[5]146之论，阐明女性之德与才的不可或缺和彼此影响，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产生的原

因是世人“不知才德之经，与邪正之辩也”[5]145，“德本而才末，固理之宜然，若夫为不善，非才

之罪也”[5]146。即无德之才为邪用，会害人害己，有德之才为正用，可以治国齐家修身。社会上

出现的“吟风弄月”“和李酬张”等现象并非女性“知书识字”之罪，而是“无德”造成的才为邪

用，女性之“德”的缺失才是问题产生的关键。而且女性之才与德也并不矛盾，有才智者一样

可以有德：“古者后妃夫人，以逮庶妾匹妇，莫不知诗，岂皆无德者与？ ”[5]147女性无才不仅不

是德，更难以成就其德，反而可能使德行更加亏损：“末世妒妇淫女，及乎悍妻泼媪，大悖于

礼，岂尽有才者耶？ ”[5]147至此，刘氏也表明了自己对女性才德建构的主张：“则女子之知书识

字，达理通经，名誉著乎当时，才美扬乎后世，亶其然哉。 ”[5]150其认同的仍是班昭“重德轻才”
但却并不贬才抑才的观点，主张男女都应接受教育，女性才智培养的理想目标是知书识字、
达理通经。 同时，其也不反对女性因才学而“名誉著乎当时，才美扬乎后世”，这一主张与班

昭所论“不必才明绝异也”又略显不同。 并且为使女性才智不为邪用，父母需要对她们修习

之书进行严格把关，使“淫佚之书、不入于门。 邪僻之言，不闻于耳”[5]151，以避免“才为邪用”，
进而达到“养正以毓其才，师古以成其德”[5]151的才德建构目标。

综之，刘氏《女范捷录》所言之“才”并未超出汉代以来女性识礼与德用的范围，并且与

汉代女性“识书通儒”“博辩贯通”之才相比，更多指向女性识文断字的能力，呈现出层次下

降和范围缩小的倾向，故从根本上来说，刘氏对女性才德的期待，只是将女性才德关系重新

恢复至汉代“重德轻才”但却并不贬才抑才的标准，并未拓展出新境。 但刘氏从女性自身体

验出发，对晚明社会广为盛行的“女子无才便是德”观点大胆批评和驳斥，重新强调女性才

智的重要作用，主张女性与男性一样也应接受“知书识字，达理通经”教育，又呈现出可贵的

辨识才华，对彼时及后世女性的才德关系建构具有十分积极的影响。

三、《训女诗》：“妇德亦无极，力学知不足。 ”[11]123

相较于班昭和刘氏所生存时代的相对稳定，晚清女诗人、翻译家薛绍微则生活于动荡

不安的大变革环境中，在“救亡图存”“强国保种”的时代话语下，女性教育问题受到社会空

前关注，彼时东西文化的融汇碰撞，也使传统儒家女性才德建构受到强烈冲击，特别是康有

为、谭嗣同、经元善、金天翮等维新知识分子积极倡兴的“女学”运动，以明显西化的革新形

式，试图使传统儒家女教向现代女教发生转变，其激进表现从当时《万国公报》所记中国女

学堂的课程设置中即可窥见一斑：“华文、女红、绘事、医学，以及属于‘西学功课’的西文、体

操、针黹（即外国缝纫课）、琴学”[12]24，此类女性所学科目充分表现出新“女学”对女性实践才

能的强调与需求，对女性德行修养、情操陶冶等教育则相对忽略，从而使新女性才德建构呈

现出“重才轻德”“才德相离”的特点。女性之才的内涵相较于汉、明时期也发生了本质改变，

儒家女教文献中的“才”“德”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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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识书通儒、吟诗作赋的才智向师范、医学、手工等社会实践能力转变，反映了晚清维新士

大夫们对传统女性才德的否定。 梁启超在《论女学》中认为：古代女性“自古迄今，未尝一读

书者”[13]30“古之号称才女者，则批风抹月，拈花弄草，能为伤春惜别之语，成诗词集数卷，斯

为至矣。 若此等事，本不能目之为学”[13]31，对传统女性才学表现给予严厉批驳。
薛绍微《训女诗》（十首）即产生于这一社会背景中，其并不认同维新派所论中国妇女为

惰逸无用之辈的观点，申明中国自古就有许多“聪明难闷，发而为道蕴之才，灵芸之艺”[14]47

的女性，同时，“词章之学，可以陶写性情；宫闱文选，固是妇女轨范”[11]112，也并非“批风抹月，
拈花弄草”之技，主张应对女性的诗词文赋之才给予正视和肯定。女性教育应才德并重，“尤

其应保持中国‘母训’传统，融妇道、才艺为一炉”[14]。这种主张与其受教育经历密切相关。薛

绍微自幼随父熟读诗书经史，随母学习诗词文章，婚后受丈夫及其夫兄陈季同影响，又深入

接触西学，因此相较于当时诸多闺阁才女，其文化视野更显开阔，可谓既具深厚传统文化根

基、又有丰富西学知识的德才兼备女性，故其对女性才德建构的理性思考与主张更能深刻

反映出晚清各种文化更迭交替之时，女性才德变迁的真实样貌和女性自身的独特体验。

1904 年，薛绍微作《训女诗》（十首），在规训女儿的同时，更表达了女性自我之心声。

《训女诗》（十首）第三、四、七、九首直接论述女性才德关系，第一首主论女性之“德”，是薛绍

微才德关系建构的根基。诗曰：“男女同化生，一气分清浊，坤道履坚贞，夜行秉明烛，如玉严

守身。 君子凛幽独，譬如万卉中，卓立乃乔木。 淑德在根本，垂荫婆娑绿。 能操白璧姿，岂羡

黄金屋。妇道但康庄，慎莫顾私曲。 ”[11]120诗中仍将“德”视为女性立身之根本，但其所言之德

又与传统妇德有所不同，其认为“男女同化生，一气分清浊”，男女两性具有平等而生的特

点，只是气质风格有所不同，从而否定了古代性别规范中女性卑弱于男性的思想。 “坤道履

坚贞”由《周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15]527“坤，顺也”[15]24而来，但“坤”之内涵在她笔下已由

“顺”转变为“坚贞”，即不再强调古代社会对“妇德”的柔顺之规，而变为对女性气节操守的

规约，即对女性之德的建构由客观性别规约变为了女性主观上的自我修养，这种德行修养

的目标也不再是家庭之内的“贤妻良母”，而是“卓立乃乔木”的君子。 “君子”一词最初是商

周时期的贵族通称，后被儒家所用，并将其转化为普通男性都可以追求的理想人格典范，薛

绍微此处以“君子”指称持守“坚贞”之德的女性，也表现出其对男女两性在立德修身层面的

平等主张，由此可看出，薛绍微对女性之德的建构虽仍具传统质素，但在内涵上却已超越了

儒家女教的妇德规约，其所建构的理想“知识”女性形象也不再是“闺阁才女”，而是“林下清

风动，里党扬芳声”[11]123的“巾帼儒生”[11]132。
就女性才德建构来说，薛绍微的主张既有对维新派“重才轻德”思想的反思与反拨，也

有对儒家女教才德建构的继承与超越。变化主要有二：一是从“以才成德”到“才以成德”。在

她看来，女性之才已不再是成就德行的工具，而是与德一样，共同构成女性的立身之基。 “女

事虽无文，虚怀必若谷。 妇德亦无极，力学知不足”[11]123（《训女诗》之四），德亦无极，学亦无

涯，女性成长是在修德与修学的并行中达成理想人格的。 而“读书识义理，女教微而深”[11]131

（《训女诗》之九），亦指女性读书也不再围绕修德展开，而是为了更好地获取知识、明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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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拥有智慧。 二是从“以才扬德”到“以才扬名”。 “敬为德所聚，彤管存令名”[11]123（《训女诗》
之七），相较于传统女教思想中的“以才扬德”，薛绍微更认同女性以德立世、以才扬名，女性

之才不再只是扬德的方式，而是具有了与德平等的独立地位。
薛绍微的才德思想是在对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才德观念的相互参照考辨基础上形

成的。其对女性才德的理性考量和不同期待，特别是对女性气节操守之德的重视与强调，表

现出她对当时女性尚未完全走出家庭，社会对女性“自立”环境的创设也并不完善等社会环

境的充分关注，“女学” 运动一味强调对女性的西式培育而忽略其德行修养的革新实践，容

易使女性盲目进入社会谋求“自立”，其结果可能不仅无法实现真正“自立”，还可能使女性

陷入更加被动之境。 由此观之，薛绍微从女性自身体验出发，对女性才德建构的看法，鲜明

体现了晚清知识女性的独特认识，也更符合晚清女性的生存真实。当然，其对女性才智培育

的目标设定仍局限于儒家女教思想的观点：“鑑古稽《女典》，淑性陶《六经》”[11]123“诗文馀绪

耳，而父原儒林”[11]131“圣贤践实义，妇女薄虚名”[11]131，又流露出明显的保守倾向，反映了女性

才德建构在文化更迭环境中的艰难变迁。
综上所述，由《女诫》《女范捷录》和《训女诗》（十首）中的才德之辩，可知古代女性对

“德”之内涵的认识从本质上来说基本未脱离儒家思想规约，但对才之价值的认识却呈现出

从轻视到认同再到张扬的接受层次。而且，不同历史时期的女性从自身生存体验出发，对彼

时社会才德内涵与关系建构并不只是被动接受，而是通过积极编撰女教书、创作女训诗等

方式予以女性自我之言说，在对女性才德关系变迁与新构的反思与辩驳中，充分反映出女

性本身的真实态度和体验，凸显了一定的主体意识，对当时及后世女性才德关系的建构与

发展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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