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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上古教育中，乐是六艺之一，是贵族“胄

子”（《尚书·尧典》）必须领受的基本教育内容。

秦汉以后，乐经失传，但乐教作为基本的教育思想，

仍有极其深广悠远的社会基础，在乐教中，诸种乐

器也基于儒家的政治、社会伦理意识而作出了升陟

沉降，士人在对乐器的选择中，浸润了儒家的礼乐

意识。而琴，则是诸种乐器中最贴切于儒家理想的

代表，历来被视为君子修身之器。汉代琴学大兴，

名家之琴说、琴议、琴赋迭出，其要旨皆在言琴之

雅正、至德，是以历代仁人君子、高人逸士无不与

琴相友，以琴德自励。

自蔡邕作《女训》、以琴德训女以来，士大夫

们发现，琴德之冲淡和雅、涵养性情，与女德尤其

相宜。尤其是到了清代，在闺秀教育和闺秀艺文受

到特别重视并呈现空前繁荣之时，闺秀琴学不仅

因其是“女才”得到发展，更由于其在“修德”方面

所具有的无可比拟的作用而受到格外推崇。琴遂以

独特的形式深度参与到清代闺秀的艺文生命之中，

而以琴为基本对象对闺秀艺文生命和文化活动进

行考察，无疑将拓展我们对清代闺秀教育、闺秀艺

术、妇女史及清代文化发展等方面的研究。

一、女教母教：以家族为核心的

琴学教育及传承

古代中国社会，要求女子“足不出闺阃”，《礼

记·内则》云：“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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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清代闺秀文艺繁盛的背景下，闺秀琴学及其活动得到极大的发展。闺秀们或从父母习琴，或从

闺塾师、琴师习琴，抚琴成为她们生活中一种有限的排遣与交际行为，而琴则因此成为闺秀们实现文化参与的

一种独特媒介。琴学在闺秀群体中，还以女教、母教、闺教的形式代相传授。对闺秀而言，习琴不仅能怡情遣

兴，还能收获天伦之爱、夫妇之情，并籍以友于知音，是其对抗生命困境、实现闺门跨越的一种有效方式。特别

是，琴德的“雅”“静”等特点与儒家“幽闲贞静”的女德相合一，使得闺秀琴学在发展闺门才艺而外，更于修身

养德上有所成就，隐然成为社会对闺秀的文化期许的一部分：女子习琴即是要“比德于琴”。就此而言，闺秀琴

学及其活动实现了儒家的乐教理想，客观上亦参与并推动了清代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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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 ，学女事，以共衣服；

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礼相助奠。”[1]772-773

这里强调的是“女工”。但对知识家庭的闺秀而言，

女工而外，她们的教育还包括诗文书画等。当兄弟

们因为科第功名的压力须游学时，闺秀们则能安守

家庭，享受父母在闲暇时的教导。这种放松的“以

艺为艺”的心态和父母的倾力指授会使一些闺秀的

琴艺达致相当的水准。除父母外，与家族往来密切

的父执名家也会参与闺秀的教养活动，开明的父母

会为女儿延请名师教导，其中甚至不乏名家宿儒，

比如方芳佩的父亲曾经割宅筑室延请杭世骏教授

女儿诗法[2]512。不过，不论是学习“女工”，还是由父

母或名师传授诗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学习

的空间在家庭。

琴作为闺中学习的一部分，自然也不例外。而

与诗画相比，习琴对“面授”有着更高的要求。若学

诗学画，尚有经典作品可供记诵摹习，而琴音具有

即时性、非物质性的特点，难以无师自通；自唐代曹

柔发明“减字谱”后，逐渐形成一套古琴特有的记

谱法，非专门学习者往往目为“天书”。这两点决定

了习琴最宜由师者当面结合实践一一讲授。闺秀习

琴的“闺私”属性，使得她们更依赖于家庭内部的

资源，所师者，也以近亲为主。

家族中另有亲长善琴，或与琴师及善琴文人有

交游，则闺秀亦有机会近琴。湖南闺秀黄婉璚，字

葆仪，其季父黄本骥（字虎痴）曾学琴于湖州沈素

生，“葆仪尝隔幔窃听之，甫数日能成声。旋即精其

艺，指法微妙处若夙喻者，得《潇湘水云》《霜天晓

角》及《塞上鸿》等十余操。……素生在长沙学琴者

且数十人，得其传者惟湘潭张蓉裳教谕，及葆仪二

人而已”[3]。黄婉璚天资极佳，“隔幔窃听”，即能得

琴之精旨，成为当地琴坛之翘楚。“琴曲有《释谈

章》，能一遍成诵”[3]，此载或有夸张，不过也说明

黄琬璚琴艺出众，其妹、表妹、季父之女及湘潭闺

秀皆争相从学，婉璚的琴学不仅于家族内部有所授

受，于湖南一地的闺阁琴学的兴起亦功莫大焉。

一些专门的女琴师也参与了闺中琴教。梁德绳

曾作《金缕曲》记女琴师，序云：“杭有章娘者，故

隶山西裴中丞家，通晓音律，从师学琴，以转授女

公子。中丞与高相国、姚尚书密戚也，每会集，使章

娘鼓琴，无不激赏。其后，嫁尚书仆某。中丞殁后，

随其夫流转武林，傭于人，任烦缛之役。偶至余家，

为余鼓琴，因言往事，感喟者久之。”[4]章娘即为女

琴师，专至名门大家教闺秀习琴。

值得注意的是，父母们之所以重视闺秀的琴

学教育，一方面是因为“琴德”最优，与闺秀修身相

宜；另一方面，琴学与诗画一样，也是一种重要的

家族文化资本，通过作为传承者之一的闺秀的外

嫁，注入另一个家族，成为新家族的文化基因。一

个典型的例子是，闺秀张佛绣的父亲为著名文人琴

家张梁，佛绣幼随父受琴，出嫁后教授小姑姚允迪

琴曲“数十曲”，佛绣又教女课子[5]207。可见家族间

的琴教因为姻亲关系网络在社会中递承有序、绵延

不绝，构成代际间女教、母教转换相承的特殊教育

景观。

二、琴瑟伉俪：闺阁中的琴瑟之友与夫妇之道

对于闺秀而言，琴不仅是待字闺中时所受女

教、生儿育女后所施母教的重要内容，更是室家生

活的有益辅助，是成婚后夫妻间精神情感的联缀之

物。琴声沉郁苍古的音乐美感，既能愉悦性情，亦

能使人感激心志，修身明理。清代女子善琴者多，

相当一部分闺秀的夫君亦懂赏音，深谙操缦之术，

故而闺房中不仅有诗词酬唱，更有琴音相和，是名

副其实的“琴瑟伉俪”。

常熟闺秀季兰韵写婚后生活云：“针停绣阁

候，读罢芸窗时。焚香列两座，相对鸣朱丝。声中鸿

雁落，指下梅花飞。更唱而迭和，节奏无参差。”[6]

相对于鸣琴，琴曲“节奏”的“迭合”正是在抒发夫

妇的情志相投。

而若推闺中以琴相友、共享风雅极则的莫若

关锳、蒋坦夫妇。关锳（字秋芙）“七岁能琴”，从学

于杭州最知名琴师李玉峰。李玉峰亦与蒋坦从游密

切，常参与其主持的文人雅集。婚后关锳常因生病

而辍琴，蒋坦为其理习指法，故琴艺未曾荒废，因

此蒋坦曾说：“秋芙之琴，半出余授。”[7]1519

与一般闺秀不同的是，关锳婚后的家庭环境相

对宽松，常携琴伴蒋坦出游。某年夏夜苦热，关锳

顾圣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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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游，虽雷声突至，而二人游兴不减，“雨霁更行，

觉竹风骚骚，万翠浓滴，两山如残妆美人，蹙黛垂

眉，秀色可餐”。至理安寺与友人茶话之后，“复由

杨梅坞至石屋洞，洞中乱石排拱，几案俨然。秋芙

安琴磐磴，鼓《平沙落雁》之操，归云滃然，涧水互

答，此时相对，几忘我两人犹生尘世间也”[7]1520。

又一年秋夜，二人出游，“秋月正佳，秋芙命雏鬟负

琴，放舟两湖荷芰之间。时余自西溪归，及门，秋芙

先出，因买瓜皮迹之，相遇于苏堤第二桥下。秋芙

方鼓琴作《汉宫秋怨》曲，余为披襟而听。斯时四

山沉烟，星月在水，琤瑽杂鸣，不知天风声环佩声

也”[7]1521。这一派闲情逸致，时人目之为神仙佳偶，

亦往往令后世读者歆羡不已。

而另一些夫妇，在时代变幻的洪潮中辗转腾

挪，琴成为他们忧患与共、性命相交的映照。明末

清初的李元鼎、朱中楣即是如此。李元鼎为明天启

进士，曾官光禄寺少卿，其妻朱中楣，世称远山夫

人，是明宗室女。鼎革之后，元鼎以明宗室婿的身

份出仕新朝，进退踌躇中仕途颇有跌宕，李元鼎感

慨幸而有远山夫人相与唱和优游，“此十数年，余

于波浪风涛，云烟变幻……廓然于夷险死生，不以

婴其心者，内子之力为多”[8]526。远山不仅善诗词，

亦擅鼓琴，“移情不必问成连，习习春风绣阁传。曲

几焚香闲理咏，小窗拨火静调弦。冰霜猎猎檐吹

玉，儿女喁喁茗沸泉。坐对浑忘更漏永，飞花轻拂

画帘前”[8]549。尽管作为前朝宗室后裔的远山在面

对身世哀痛、家国巨变时，心中也充满了沉痛与郁

塞，但琴成为她对抗生命愁思和慰藉丈夫的良器，

暖意温温的室家天伦是她刻意营造的对抗严酷世

情的桃源。没有了果决为遗民的崇高和快意，琴声

的散淡倒更贴近随遇而安的抉择，之后其子李振裕

在康熙朝的平步青云，不无受益于母亲秉性中的坚

韧和随顺。

需要补充的是，除了尽享内闱手谈之乐和以

琴为介相互扶持外，夫妇间的合作还促成了一些琴

谱的编刊，对琴史、音乐史颇有影响。恽珠的高祖

姑科德氏，为侍读学士完颜和素室。和素，满洲镶

黄旗人，精通满文、汉文，曾将多部经典从汉文译

为满文。科德氏时与和素焚香对弹，后和素取明杨

伦《太古遗音》译成满文[9]，可见“琴瑟相谐”已不

仅止于闺中，它甚至催生了经典琴书的译介，不仅

有功于艺林，亦有功于汉满文化的融合。清代两部

《琴瑟合谱》的诞生也颇得益于闺阁中的“琴瑟相

友”。同治年间的庆瑞，有感于琴谱的刊刻繁荣，而

瑟谱则湮没无闻，仅有的元代瑟谱也舛讹多多，公

事之余，“即置琴瑟案上，命侍妾互弹五音，较辨舛

错”[10]120；而光绪年间编刊《希韶阁琴瑟合谱》的

黄晓珊，亦得力于其簉室洪芸芳的助益[11]406。

三、友于知音：琴在闺秀艺文世界与

情感生命中的位置

清代闺秀 能 诗文者，有 资 料可循 的，就 有

三四千位，这个数目是很庞大的，而于琴、画等艺

术方面，虽没有直接的统计数据，但从现有资料来

看，所擅者也不在少数，尤其擅琴者，所在多有。虽

并非人人皆精，但可以说琴与诗画一样，已成为闺

秀的基本技能，早已融入她们的生活与生命之中。

所以，无论是独处，还是会友，或是与诗友的

雅集中，除读书、作画、写诗外，鼓琴也是闺秀们一

项重要的活动。乾隆五十七年（1792），袁枚游寓西

湖，女弟子多来请业，为记这次盛会，袁枚特邀画

师尤诏、汪恭为作《湖楼请业图》。在这幅长卷中，

除侍立袁枚之侧的侄妇戴兰英，十三位女弟子被排

布成五个视觉组域，其展示的雅集活动为清谈、抚

琴、题诗、作画、垂钓、游园，与士大夫的雅集活动

内容基本重合，雅集图集琴、诗、画为一体，琴声既

为雅集奠定了典雅的基调，也作为一种文化、声音

符号为雅集拓展了情感联系和记忆空间，在清代闺

秀的文化活动中，琴构成记忆的底色。

琴不仅进入闺秀雅集的公共场域，甚至成为

其雅集唱酬、夫妻联吟或私下吟咏的诗思来源。

尤其是闺情组诗中，抚琴是常见主题。梁兰漪作

有《美人八歌》，分别为《晓妆》《午睡》《倚楼》

《立月》《扑蝶》《斗草》《抚琴》《垂钓》[12]。尽管

并非所有闺秀的闺中生活都是如此，但对一部分幸

运的闺秀来说，她们的日常生活确有这些主题，或

者说，她们理想中的生活包括这些闲情逸致。季兰

韵与其夫屈颂满曾有一组闺中倡和诗，各八首：《检

德才兼修：清代闺秀的琴学活动及其文化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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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临帖》《鼓琴》《制药》《论诗》《浴砚》《烹

茗》《供花》[13]56-59。这是二人生活的写实。当然，

除了在组诗中被作为吟咏主题之一，这似乎已成了

一定的吟咏范式，在单独的诗篇或词作中，有关琴

的主题亦得到相当多的书写。这颇能说明琴在一

些闺秀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对这些闺秀而言，鼓琴

已内化为她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承载了更多的情感

寄托。

也正因为如此，知音的存在便显得尤其重要。

懂琴、擅琴的仍然只是相对上层的部分闺秀，对她

们而言，遇见赏音知声的友人是很值得庆幸和慰藉

的。汪嫈（字雅安）与江月娥（字素英）待字闺中时，

皆从张因学诗画，素英称“雅安姊最喜听余弹琴”，

于归后别居异地，暌违二十余载才复相见。然而廿

余年间二人彼此牵念，音书不断，诗作频相往来。

又九年后，闻老友亡故，素英“旦夕悲泣，成七绝

十六首寄挽”，雅安灵柩过扬州时，也已衰暮的素

英在侄女的陪同下“自金陵渡江迎至舟中，抚柩痛

哭”，素英挽诗有句“从此捽琴焚笔砚，今生未忍再

吟诗”[14]421-425，以琴诗相知几十载，汪、江二人可谓

真知己。细参闺秀的人生，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艰难、苦痛和困境，在这不易的人生之路上，有“知

音”人相赏、相扶持，也是一种莫大的肯定与慰藉。

除了知己的情感支持外，闺秀在家族琴教中所

获得的亲情，对她们亦有着重要的意义。

与女诫书、女训书对女德的直接宣教不同，琴

声丰富的音乐首先使人有直接的感官愉悦，无论是

自弹遣兴还是闺友琴聚，都能打破因闺阁封闭所导

致的“无聊感”，为平常琐屑的内闱生活增添许多

乐趣，琴丰富了闺秀在室时的家族日常生活图景；

而在父母兄姊以琴学转相授受的过程中，闺秀还能

获得一种情感上的满足。她们回忆幼年闺中习琴的

情景，总是充满深情与眷恋。甘立媃在闺中时，母

教习字、姊教学吟、诸兄教抚琴，是全家爱怜的小

女儿，直到她老年时还感念不已[15]。对于闺秀们来

说，诗书教化固然重要，但习琴的过程中则更有一

种特别的情感滋养。这不仅是才德、女德教育，更

是直接的爱与天伦的传递。古代女性在成婚后常常

要面对许多的不确定和风险，遭遇困境的概率非

常大，对她们来说，闺中做女儿最是自由和无虑，

此一时候的爱和温暖会成为她们日后面临困境时

的慰藉，成为她们生命前行的动力与支撑。

四、比德于琴：乐教视阈中的琴德、

才德与女德

尽管“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说受到清代许多

文人的驳斥，但“才命相妨”的观念仍广为流行。

乃至许多闺秀亦深信之，再加上“女言不出阃”的

古训，使得闺秀对自己的诗文才华常要表示自谦，

甚至要自藏、自毁文稿。部分闺秀还会因为自身文

学才能的外露，受到社会的微言和压力。至于具体

的创作，多数闺秀的作品通常被认为只是在闺秀特

定题材内的书写，她们的绘画也往往被称作“闺阁

画”。然而于琴学一途，却看不到类似具有性别差

异的评论，闺秀与男性不仅所弹曲目并无分别，其

美学追求亦是共同的。于琴而言，无论社会、家庭，

还是闺秀自己，皆呈现出鼓励欣赏、安然习之的积

极态度。

前文提到，柴静仪从父习琴，曾手录琴谱数

帙，父亲大为欣赏，为作序文一篇。序中，其父详细

剖陈了教女习琴的一片用心与期许：

古乐之能调和性情者，莫善于琴。不独贤人高士

足以寄其恬旷之思，即闺壸者流亦在所不废。故余教

汝学琴者，诚以幽闲贞静之音，有取乎淑懿其德也。

《女训》有曰：“舅姑命之鼓琴，必正坐操琴而奏曲，

问曲名，则舍琴起对。小曲五终，大曲三终。”是乐之

中，又有礼存焉。夫弹琴，必整襟以凝神，端视以定

气，和平之心与和平之声交相感发，即可使天地消

沴致和，而况于修身宜家乎？昔蔡中郎善识焦桐，而

其女亦能辨绝弦之数，虽百罹坎壈，犹忆父书。余才

不逮伯喈，亦勿愿尔蔡琰，惟观汝手录兹谱，意甚嘉

美，能于修身、宜家、消沴、致和之道，益三复余语，

庶几哉无虚乎余教汝之心。[16]

柴父之所以教女习琴，是因为琴音“幽闲贞

静”，正合乎女子“淑懿其德”的追求，且鼓琴仪礼

中还包含了儒家的礼法；鼓琴时还需沉心静气，达

到心、声相谐，以心声之和平使“天地消沴”，从而

能够“修身”“齐家”。[17]878所以，“修身致和”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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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士人君子的要求，亦是士大夫对闺秀的期待。

教女鼓琴不仅是让她们操习一门乐器，更是传授

她们一种修身之道。嵇康说“能尽雅琴，唯至人兮”

（《琴赋》），在柴父们看来，女子修身，对“至人”

之“琴德”的追求，于其“宜家”特有益处。也就是

说，习“琴德”即是修“女德”。

那如何通过鼓琴的具体行为而达到体德修道

的至高妙境呢？或者说，在具体操作层面，“琴德”

是如何跟“女德”相合一的呢？元末明初的冷谦，

曾以十六字总结琴声特点：“轻、松、脆、滑、高、

洁、清、虚、幽、奇、古、淡、中、和、疾、徐”，被称为

《琴声十六法》[18]。冷谦的逐条阐释，大多结合了

具体演奏经验。冷谦指出，“脆”应当“指必甲尖，

弦必悬落”，运用“腕中之力”等，于演奏方法上很

有指导意义。但由于冷谦的尚道倾向，其琴学美学

最终指向“飘飘然有尘外之趣”，“令人起道心”，

不切于世俗日用[19]244。因此，明末徐谼（别号青山）

对“琴声十六法”进行了修正，以二十四字重新阐

释：“和、静、清、远、古、淡、恬、逸、雅、丽、亮、

采、洁、润、圆、坚、宏、细、溜、健、轻、重、迟、

速”[20]。虽然“轻、重、迟、速”等概括对冷谦有所

继承，但很明显，徐谼的琴学美学融入更多儒家修

身养德的中正之道，在后世得到更广泛的接受。比

如其对“雅”的阐释：

古人之于诗，则曰风雅，于琴则曰大雅。自古音沦

没，即有继空谷之响，未免郢人寡和，则且苦思求售，

去故谋新，遂以弦上作琵琶声，此以雅音而翻为俗调

也。惟真雅者不然，修其清静贞正，而藉琴以明心见

性，遇不遇，听之也，而在我是以自况，斯真大雅之归

也。然琴中之雅俗之辨，争在织微。喜工柔媚则俗，

落指重浊则俗，性好炎闹则俗，指拘局促则俗，气质

浮躁则俗，种种俗态，未易枚举。但能体认得静远淡

逸四字，有正始风，斯俗情悉去，臻于大雅矣。[20]

琴最重要的美学特征便是“雅”，琴人正是在

“求雅”的过程中修德。求雅则必须去俗，“工柔

媚”“落指重浊”“好炎闹”“局促浮躁”等皆是鼓

琴俗态，要尽数摒弃，此种种俗态亦是君子处世修

德所应弃绝的，在抚琴时，将琴声与己身时相对照

检点，正是儒家的修身之道。

就渊源而言，徐谼的琴学主旨实际上与嵇康

“琴德”论相合，是要藉琴以明心见性，避俗求雅

以修清静贞正、静远淡逸而得魏晋风度，并由理论

而至实践，具体到弹奏时指、心、神的细微运用上。

这样中正、大雅的琴学美学得到了清代文士琴人

的广泛认同，然而不仅仅是文士，正始、大雅亦是

闺秀所应努力修习达至的品格。恽珠编国朝闺秀诗

集，命名为《正始集》，其所选诗者“必取其合乎兴

观群怨之旨，而不失幽闲贞静之德”，其用意正是

使学诗者“必尽去艳冶之词，而得其性情之正”，

如此才能“教化闺门，有以风天下而端闺范”[9]。显

然，“琴德”与“女德”是同一的。

怎样才算修得“清静贞正”、达致大雅呢？徐

谼所谓“遇不遇，听之也，而在我是以自况”，对

士大夫来说，不论穷达，应该泰然处之；对闺秀来

说，则是不论家庭环境、生活处境如何，皆应安然

接受，即便身处逆境，也要怡然处之。这样一种自

我调节的方式适应了当时社会环境的要求。对于

绝大多数闺秀而言，她们不若男子可以建功立业，

其人生价值更主要是以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的

身份来实现，生命荣枯的决定权并不在于她们，故

而对所处境遇安然处之，保持内心的平衡，便显得

特别重要，琴德的陶冶正适合闺秀养成面对不同境

遇的淡然心境。

琴音本身的特点“静”也有助于闺秀修习。“声

厉则知指躁，声粗则知指浊，声希则知指静，此审

音之道也。盖静由中出，声自心生。苟心有杂扰，手

有物挠，以之抚琴，安能得静？惟涵养之士，淡泊宁

静，心无尘翳，指有余闲，与论希声之理，悠然可得

矣”[20]。欲得琴音清、静，首先要心静。心静，指法

才能闲适从容，才能有去躁去浊的“希声”。也只有

在希声中，才能细细体会琴音的静逸悠远。抚琴对

沉静从容、娴雅安适性格的养成是大有裨益的。不

过，再高远的琴境还须通过指法来实现，琴音的清、

静，最关键的是要“指求其劲，按求其实”，即按弦

要实，只这一点就需许多功夫练习，更不论其他技

法要求，因此，习琴除了是一种心境、思想上的修

习，其具体技法上的练习亦是对坚韧品性的磨炼。

从琴曲上看，闺秀常弹曲目大概有《凤求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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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安咒》《阳关三叠》《平沙落雁》《高山》《流

水》《梅花三弄》《塞上鸿》等，多为经典琴曲。比

如《平沙落雁》，描摹清秋寥落之际鸿雁飞鸣，“旷

而弥真”，弹奏起来自有一派天机自然又意味深

幽。又如《梅花三弄》，其意是要表现梅花的清幽

孤高，整个曲子的编排音节舒畅，孤寒中有灵动隽

逸、“从容和顺”。闺秀在弹奏这些曲目的时候，自

然会尽力体味琴曲的意境，使自己的心境与琴曲同

步，修习既久，必然受琴曲的潜移默化。

这样一种寓“女德”于“琴德”的教育对闺秀

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柴静仪理解父亲的用心，勤

于修习：“消沴召和气，闺阁固其宜。白鹄翔寥廓，

神龙为徘徊。声音与天通，应感非所期。一日三摩

挲，爱此轸与徽。金相而玉质，乃为女士师。”[16]柴

静仪以琴为“女师”，故能得诗旨之正。沈德潜评

价其诗“本乎性情之真，发乎学术之正，韵语时带

箴铭，不可于风云月露中求也”[21]。柴静仪的长子

沈用济，多年不第，于京城艰难谋食，静仪有多首诗

勖子安贫守正。可以看到琴德、才德、女德、母德

在柴静仪身上的多重融合，而这多重品格的聚合，

无不得益于幼年父亲的琴教。父亲希望女儿达致的

“修身、宜家、消沴、致和”，皆通过琴教实现了。

值得注意的是，沈德潜评价柴静仪“闺阁中

居然儒者”[21]，在男性文人看来，这是对闺秀的至

高褒奖。自来男子可建功立业、博取功名，女子只

能闭户闺门，“恨不为男儿”。闺秀的自我社会实现

的难度要远大于男性。吊诡的是，古代社会一方面

通过各种女教闺范和社会价值观念，不断强化男

女有别，使闺秀安于闺门之内；另一方面则在对闺

秀的评价方面有去女性化的倾向，比如把“有男儿

气”“不类女子”“如老儒生”等作为高度评价的标

准。这种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主义的观念极大地

摧挫了闺秀在诗画方面精进的可能性，长久让其诗

画成就附庸于男性。但于琴之一道，则显然不同，

琴学的开放包容以及男女在琴德方面的共同追求，

为闺闱打开了另一向度的空间，使得她们至少在此

一途上，不受限于闺秀身份，真正达到“比德”于

男性的高度，而男性也会名正言顺地鼓励、支持她

们。当张廷玉的女儿开始习琴时，他很欣慰：“弱女

鸣弦有会心，愔愔一曲夜窗深。也知凌轹非琴德，

用意追寻太古音。”即便是初学琴的女孩，也在努

力体会琴曲的太古之意，张廷玉接着自嘲：“逸韵

都从指法传，高山流水岂徒然。笑余两手生荆棘，

不理徽弦二十年。”[22]65张廷玉亦善琴，曾教妻姚

氏弹琴，然而国事扰攘，不能勤于练习。与男性相

比，闺秀练琴更有优势。琴境从指法上来，指法则

从练习中来，在修习“琴德”上，闺秀可以凭借自由

的心态、充裕的时间、向道的追求，在性情愉悦中

“比德”，甚至超越男性，实现精神上某种程度的

自立。

五、余论

总而言之，在清代重视女性教育的大背景下，

闺秀琴学与诗文一样，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在

室时，闺秀所接受的琴学教育多由家族亲长相授，

间或也有从闺塾师或专业琴师习琴；于归后，闺秀

们又以母教的形式将琴学在家族、代际间传承。习

琴不仅使闺秀们获得音乐上的怡情与愉悦，还使得

她们有更多的可能实现闺阁夫妻相赏相和，亦有更

多的机会走出闺门，因琴声而觅得闺阁“知音”人。

琴学活动中，闺秀不仅获得才艺上的增长，亦能收

获家族亲情、夫妻之爱和知音相友，这些都在在为

闺秀抵抗生命困境提供了充足的情感支持，也更以

具体例证反映了清代闺秀迥异前代的更为积极的

文化参与及贡献。

琴，历来被视为大雅元音，琴道的“至人”精

神亦是君子修身养德的终极追求。自蔡邕以琴德

训女，琴成为有德闺秀的必修之器，而当明末，徐

谼以儒家修身之法注入琴学，重新阐释琴德，琴德

的“清静贞正”“静远淡逸”“有正始风”与女德渐

有合一之势：于士大夫而言，鼓励闺秀习琴，是对其

明德修身、“比德于琴”的期待；于闺秀而言，习琴

为她们提供广阔的空间，使她们拥有于诗画修习上

所不曾完全拥有的支持与包容，对琴艺、琴德的修

习，不仅于才德上有所建树，在精神层面上，她们也

终于能摆脱性别的制约，在潜心修习中与士大夫一

样向慕“至人”的境界。闺秀借助琴这一种独特的

乐器，既撮成了琴德、才德、女德的有机合一，也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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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参与了清代文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闺门

跨越，更深度拓展了群体的生命与情感空间。可以

说，闺秀的琴学活动，不但构成了清代女性教育与

文化参与的一种独特景观，也是我们深入了解清代

女性生命状态及文化贡献的一个重要面向，对于更

深入、多面向地进行古代女性研究而言，无疑是非

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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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rosperous literature and art, women’s studies and practice of Qin have been 
greatly developed. As part of education, the talented young ladies learned from parents, female scholars or professional 
Qin-players at home. The love and friendship they gained from parents, husbands and understanding friends in Qin 
activities helped them survive the life difficulties and to some extent transcend the inner quarters. In Confucian tradition, 
Qin is not only a musical instrument, but more importantly aself-cultivation tool for female scholars. As for women, the 
principles of Qin, such as ya (elegant) and jing (quiet) are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moral standards of women, which 
makes the practice of Guqin a must for ladies to cultivate their morality. The practice of Guqin for women is considered 
the way to realize the Confucian ideal of music education, which in turn promotes the prosperity of cul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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