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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视域下的明代女教阅读观

——— 以南京刘氏《女范捷录》为中心

纪景超 刘立志

(金陵图书馆，江苏 南京 210018;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7)

摘 要: 中国古代的女子教育历史悠久，存留的文献史料数量繁多而零散。本文以王

相的母亲南京刘氏的著作《女范捷录》为中心，从互文的角度去理解、阐释明代这一时期

的女性教育中的阅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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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女子教育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存留的文献史料极其可观，从《礼记·内则》所

载的妇道语句、《大戴礼记·保傅》所记的胎教文字，到刘向编著《列女传》、班昭撰著《女诫》，

其形态从只言片语逐渐发展成为专篇专书，流布人口，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魏晋隋

唐以来，相关撰述后继者代不乏人，逐流扬波，著作成林，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女教文献系列，江

庆柏、章艳超辑编有《中国古代女教文献丛刊》，煌煌 31 册，收录凡七十余种，从中可以窥见一

斑。专篇专书之外，在一些家规族训文献中，也时常言及对女子进行训喻的内容，虽然不免零

散，但价值不容轻视，探研女性教育不可或缺。这些专书专篇与零散材料内容密切关联，前后

承继贯通，建构起一个自足的系统，其最大的特色是具有突出的互文性。所谓互文性，索莱尔

斯定义为:“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

深化的作用。”［1］(P5)
或者换一种说法，“所有的文本都将自己建构为一种引语的马赛克，所有的

文本都是另一文本的吸收和转化”［2］(P5) ，将它们并列合观，置于广阔的学术史背景之下，进行

细致梳理与探研，可以考察出古代女子教育的真实状态和历史发展的轨迹。
女性教育涵盖的内容极其广泛，包括立身守节、家务操持、孝敬父母、教养子女等，其中文

献阅读与学习也是不容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相关论述比并参照，可以清晰地看到古今前后承

袭嬗变的痕迹。
有明一代，家训文献的撰述空前繁荣，产生了很多女子撰写的家训和专门为女子撰写的家

训，其中南京节妇刘氏所撰《女范捷录》一书特色鲜明，光彩独具，引人注目，它曾被王相辑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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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四书》，与汉代班昭《女诫》、唐代宋若莘《女论语》、明代仁孝文皇后《内训》并列，成为流传

甚广的女性教育读本。本文即以《女范捷录》为中心，探研女性教育中的文献阅读问题。
刘氏是江宁(今南京市)人，明代王集敬之妻，年三十而夫卒，刘氏守节六十年，九十而终。《女

范捷录》又名《王节妇女范捷录》，包括统论、后德、母仪、孝行、贞烈、忠义、慈爱、秉礼、智慧、勤俭、才
德等十一篇，详细阐述女性的行为规范，树立相应的人物典型，话题比较丰富。此书沿袭了前人女

教观念的一些内容，但也有所扬弃，因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女范捷录》书中反映的文献阅读观念，可以从两个角度切入考察，一是作者本人的理论

主张，一是其书的文献渊源亦即作者本人的阅读实践。但是刘氏的相关论述没有详细展开，书

中文字极为简略，全面把握其意旨，客观论述其是非，就必须融会女教史的广阔视野，不能局限

于一隅，“分析历史记载的形成过程，探究历史书写背后的目的与时代背景，努力突破文本叙

事所可能带来的遮蔽，趋近历史的实相，已成为许多史家自觉努力的目标”［3］(P20) ，这也是本文

撰著之标的。
刘氏对于女性的教育，态度颇为明确，在文献阅读方面，她指出，女子必须读书，《才德篇》

云:“男子有德便是才，斯言犹可;女子无才便是德，此语殊非。盖不知才德之经与邪正之辩

也。夫德以达才，才以成德，故女子之有德者，固不必有才，而有才者必贵乎有德。德本而才

末，固理之宜然。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故经济之才，妇言犹可用;而邪僻之艺，男子亦非

宜。《礼》曰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役心志。君子之教子也，独不可以训女乎? 古

者后妃夫人以逮庶妾匹妇，莫不知诗，岂皆无德者欤? 末世妒妇淫女，及乎悍妇，大悖于礼，岂

尽有才者耶? 曷观齐妃有鸡鸣之诗，郑女有雁弋之警。缇萦上章以救父，肉刑用除;徐惠谏疏

以匡君，穷兵遂止。宣文之援周礼，六官之巨典以明;大家之续《汉书》，一代之鸿章以备。《孝

经》著于陈妻，《论语》成于宋氏，《女诫》作于曹昭，《内训》出于仁孝。敬姜纺绩而教子，言标

左氏之章;苏蕙织字以致夫，诗制回文之锦。柳下惠之妻，能谥其夫;汉伏氏之女，传经于帝。
信宫闱之懿范，诚女学之芳规也。由是观之，则女子之知书识字，达理通经，名誉著乎当时，才

美扬乎后世，亶其然也。”［4］(P60 － 65)

从字面上看，刘氏反对明代陈继儒在其所撰《安得长者言》中提出的“男子有德便是才，女

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其实内中存在着一些误解，陈继儒并非此语的首创者。已有学者指

出，此语“很可能也并非陈氏的原创，而只是他引述‘长者＇辈所言”［5］(P56) ，此语之后，陈继儒发

论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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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丑事，反不如不识字，守拙安分之为愈也。”不难看出，断章取义与陈氏

原意相差甚远。清人亦多同刘氏，谓此语源出陈继儒，以讹传讹，陈陈相因。
陈氏之外，“女子无才便是德”一语又见于冯梦龙《智囊》卷二十五，其语云:“‘男子有才

便是德，女子无才便是德。＇其然，岂其然乎? ……无才而可以为德，则天下之懵妇人毋乃皆德

类也乎?”冯氏亦明显持反对态度。
明末流行的这句俗谚较之唐宋以来的社会主流女教观念是一种大倒退。自唐代以来，女

子读书已成风习，社会上对此并没有批驳之论。女子读书的相关文献记载兹略举数例如下:

唐代李华《与外孙崔氏二孩书》云:“妇人亦要读书解文字，知古今情状，事父母舅姑，然可

无咎”，“汝等当读《诗》、《礼》、《论语》、《孝经》，此最为要也。［6］(P3195)”
柳宗元《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祔志》言其母卢氏，“七岁通《毛诗》及刘氏《列女传》，斟

酌而行，不坠其旨”，柳宗元四岁时，其母“教古赋十四首，皆讽传之”，“诗礼图史及剪制缕结授

诸女，及长，皆为名妇”。［7］(P203)。
白居易《唐赠尚书工部侍郎吴郡张公神道碑铭( 并序)》言张宪夫人陆氏在丈夫去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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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尚幼，夫人勤求衣食，亲执《诗》《书》，讽而导之，咸为令子。又常以公遗志，择其子而付

之”［8］(P910)。
唐代陇西李鹄，为“五姓女”，“生有奇姿秀韵，举家钟惜”，“酷好经史诗笔，虽眠食亦闲以

讽诵”，“泛览贯穿，尽举要义”，有“女博士”之称。［9］(P1018)

朱熹《潘氏妇墓志铭》言潘友恭妻王氏“喜读《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诸书，略通

大义。［10］(P4271)”
朱熹《夫人虞氏墓志铭》江琦之妻虞氏“性喜观书，读《易》、《论语》得其大意，下至练养医

药、ト筮数术，无不通晓”［10］(P4252)。
宋代司马光在《家范》中提出，“女子在家，不可以不读《孝经》《论语》及《诗》《礼》，略通大

义”［11］(P691)。凡此，足见除非家庭条件恶劣，一般家庭并不反对女子读书学习，因此我们就不

难理解唐宋时期产生了为数不少的女性作家，名声较著者有上官婉儿、鱼玄机、李清照等，她们

的作品与事迹为时人所津津乐道，并不被社会视为离经叛道。
尽管较之唐宋之女教思想，“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趋于反动，但是此语亦有其现实的

针对性，不是空穴来风，应予以客观考察。
明代女性参加公开的社会活动的机会较以往大大增多，如参加讲经会、观看戏剧演出、参

与经济活动等。明代竹枝词里时有言及。李梦阳《扶沟竹枝词》云:“一枝两枝桃李开，陌上女

儿采桑回。白衣妇人荡双桨，撑过董家桥下来。”女子采桑、驾船，抛头露面。杨慎《竹枝词》
云:“红妆女伴碧江 ，蓪草花簪茜草裙。西舍东邻同夜烛，吹笙打鼓赛朝云。”述写夔州女子

打扮一新参加通宵节庆的情景。明代陶奭龄言及妇女观看演出，“近时所撰院本，多是男女私

媟之事，深可痛恨。而世人喜为搬演，聚父子兄弟，并帏其妇人而观之，见其淫谑亵秽，备极丑

态”［12］(P1712)。明末清初的陈确在其所撰女教书中更是提到:“新妇女切不可入庙游山，及街上

一切走马、走索、赛会等戏，俱不可出看”［13］(P519) ，也可以从反面证明当时女性社会活动之频

繁。
有鉴于通俗文艺入人也深，内容时涉男女私情，难免诱人悖乱伦常，明代很多人都担心女

性受到不良影响，在陈继儒、冯梦龙之前，吕坤《闺范》即云:“今人养女多不教读书识字，盖亦

防微杜渐之意。然女子贞淫，却不在此。果教以正道，令知道理，如《孝经》《列女传》《女训》
《女诫》之类，不可不熟读讲明，使他心上开朗，亦阃教之不可少也。”因噎废食，其时社会便有

不教女子读书识字的趋向，与之相应，才有反对女子读书俗谚的出现。刘丽娟先生指出，“女

子无才便是德”乃是陈继儒针对当时社会男女逞才适情、伤风败俗的时弊而发，其真正意涵不

在“反才”，而在“正德”。其“反才”的内容既包括“女才”，也包括“男才”，此“才”主要指诗词

歌赋之文才。明末青楼才女多出，卫道者以为文才充当了淫风的帮凶，为之侧目，认定“不论

男女过度痴迷于文才抒发性情多会邪淫不贞、灭理乱伦”，故而大加鞭挞
［14］(P58)。这个说法是

极其中肯的。
《女范捷录》隐含的才德观，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以才德兼备为高标，认为才德可以兼

善;二是才、德是各自独立的，并不必然相关，知识是中性的，无所谓善恶，“若夫为不善，非才

之罪也”;三是如果德才必须区分上下，那就是德本才末，德先才后，才应该为德所统摄，助成

德行，而不是妨害德的达成。进而持论以为女子“知书识字，达理通经”，才能卓越，古有典型，

效法学习，留名青史，理所当然。
刘氏和陈继儒身处相同的社会环境之中，承继的是中国儒家传统的才德观念，但是较之陈

氏，刘氏的见解更为通达。刘氏承认“才可成德”，对应的思路是才也可以不“成德”，但不成德

并不降低才的价值，才也不要偏废，识字为文撰述，单纯炫才扬名也是合理的，可以接受的。
081



女子应该学习典籍，是不是要博览群书? 刘氏提出:“若夫淫佚之书，不入于门;邪僻之言，不闻

于耳。在父兄者，能思患而预防之，则养正以毓其才，师古以成其德，始为尽善而兼美矣。”［15］(P66 －67)

主张文献阅读要有选择，禁绝淫佚、邪僻之书。刘氏没有进一步的申发，言辞比较含糊。而陈继儒

的主张就明确得多，读书不能多，尤其是禁读文学书籍，因为这些书籍会惑乱人心。
语焉不详，但草蛇灰线赫然在前，从《女范捷录》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梳理刘氏的文献学

习情况，进行深入查考，她大量使用源出于《诗经》《尚书》《列女传》诸书的事典，作为发论的

依据，如《后德篇》云:“凤凰龙马，圣帝之祥;麟趾关雎，后妃之德。是故帝喾三妃，生稷契唐尧

之圣;文王百子，绍姜任太姒之徽。”［15］(P10)
引征《诗》《书》典故;《秉礼篇》云“申人欲娶妇，女

耻其无仪”［15］(P45) ，引用《列女传》对于诗旨的说解;而上文《才德篇》所引缇萦上章救父、徐惠

谏疏匡君则出于正史。
更可注意的是，《女范捷录》中提到了文学作品。《孝行篇》中云“木兰代父征于绝塞”，王

相注语曰:“唐秦木兰女，父当从征，老病不能行，弟幼弱，兰改妆代父从征，立功于塞始归，人

不知其为女也。”［15］(P22)《木兰辞》之创作，王应麟《玉海》引《中兴书目》云智匠于陈光大二年

撰述，当代学者王达津先生以为产生于魏孝文帝时，皆与王相注语持论有异。但无论如何，讲

述木兰代父从军故事当不能脱离《木兰辞》之文本，否则既不能生动，亦难以深入。《贞烈篇》
云:“使君有妇，罗敷有夫，赵王之意止”，王相注语云:“汉赵王家令秦罗敷美，王欲夺之，罗敷

作诗曰:‘使君自南来，五马立踌躇。使君语罗敷，还可共载不。罗敷前致词，使君亦何愚。使

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王乃止。”［15］(P28)
明确援引《陌上桑》诗句，证据确凿。这两处行文充分

说明刘氏学习过《木兰辞》和《陌上桑》两篇乐府作品，虽不免附会史事，亦可见其并不秉持禁

读文学书籍的禁令。
将刘氏的文本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将其文献素养放在明代女教史的流程之中，更能

凸显其意义与价值。
明代正德十五年(1520)进士黄佐所撰著《泰泉乡礼》七卷，于“小学之教”中提出:“市井

里巷之语，郑卫之音，毋经于耳。不正之书，非礼之色，毋经于目。”和刘氏一样，没有明确不正

之书的具体名目。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王演畴撰有《讲宗约会规》一卷，主要阐述了宗族聚会训

诫的形式、内容，以及族人应共同遵守的规约等，书中关于聚会训诚的形式与内容之有“期会款式”，
指出每月两会，设讲席讲书，“所讲书，如《易·家人》、《诗·国风》《大学·修身齐家》、《孝经》、《小

学》。并将《圣喻六解》、国家律法，及孝顺事实、《太上感应篇》、善恶果报之类，每会讲几条”。又针

对妇女不能与会的情况，《讲约规条》规定:“又‘家人＇起于‘利女贞＇，古今女诫，母仪妇道备焉，并讲

之。在会者熟记，归而述于母妻，亦为不约之约。”诸人述及的文献尚不够丰富，而明人文集载录不

少女性的墓志铭，其中提到墓主的文献素养，正可补足:

何乔新《椒邱文集》中收录《先夫人揭氏墓志铭》一文，记载其母亲在幼年诵习过“《孝经》
《小学》《语》《孟》诸书”［16］(P451) ;唐顺之《盛孺人墓志铭》言顾存仁的妻子盛氏“自少读《小学》
《孝经》《书》，颇解意旨，故平生喜书，然独不喜佛书。中馈有间，则取小学、日记、故事、稗官小

说家诵说之”［17］(P434) ;徐溥《亡妻李淑人墓志铭》言其妻李氏在“女事之暇尤喜读书，《孝经》
《论语》并古诗文多能背诵，至于临模字帖，亦有可观，盖其余事也”［18］(P621) ;王鏊《封孺人徐氏

墓志铭》言翰林编修陈霁的母亲徐氏，“课诸子以学，口授《孝经》、唐诗，指解字义，敷说故事，

使知所慕法”［19］(P431)。
《江阴续志》载录薛益整理的《记先妣吴孺人行略》云:“先妣幼而聪悟过人，女红之事，无

所不娴。读书尝习《孝经》《女诫》《内则》《列女传》诸编，过目即了大义”［20］(P410)。
《安徽通志稿》载录《柔娘墓碑》云:“柔娘者，盛此公女，董文若妻也。生而颖慧，善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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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好唐人闺怨送别诗，及花蕊夫人宫词百章……好讽《金刚经》”［20］(P565)。
可见明代女子读书范围因人而异，或涉释家之学，但是核心典籍还是自汉唐传承而来的儒家经

典与已经典范化的女教书籍如《列女传》等。至于文学书籍，至明而渐受重视，但是文学书籍的选择

也带有很强的个人性和随意性，毕竟汉唐以来，名家名作颇夥，选择的余地还是比较大的。
刘氏的文献阅读在明代南京地区也并非特立独行，传世材料亦可参证。《南京历代碑刻

集成》载录明人碑刻凡八十三块，包括数方女性墓志铭，间有述及墓主所读之书者。如弘治十

四年下葬之《庞孺人徐氏墓志铭》云:“孺人及笄，闲姆教修女事，父彦祥、母董氏特钟爱之，教

以《内则》《女诫》诸篇，皆知大义。”［21］(P382)
隆庆三年下葬的《湖广按察副使凤桥韩叔阳妻黄

恭人墓志铭》云:“恭人昆弟八人，多以《诗》《书》起家。”［21］(P392)
其时的江南地区，社会安定，经

济富裕，民众对于文化相当重视，女性读书较为普遍，女性的文化素养还是比较高的。
中国古代女教书籍自成一脉，贯通而下，其发论陈陈相因，互为背景，稳定性超乎后人的想

象，而其中隐含的社会文化变迁的波纹，极其细微隐约，须爬梳剔抉，才能考见一二，这既是文

化研究的难度所在，也是传统探研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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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emale Education Ｒeading Views of Ming Dynasty
in an Intertextual Perspective

Ji Jingchao，Liu Lizhi
Abstract:Women＇s education in ancient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and has left a large number

of document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This paper focuses on Wang Xiang＇s mother，the Nanjing Lady
Liu＇s Code of Conduct for Women，and tries to comprehend and explain the reading concept of female
education in M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text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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