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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對┌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的批評與辯護

● 劉昌元

眾所周知，「餓死事小，失節事

大」是宋代理學家程頤（1033-1107）回

答寡婦應否再嫁時所說的話。其原文

如下1：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

「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

配身，是己失節也。」又問：「或有孤

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

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

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這段話受到朱熹（1130-1200）的重視，特

將它收入《近思錄》的卷六〈家道〉之中。

朱熹之後，程頤這段話在學術界

一直沒受到任何挑戰，直至清代戴震

反理學的思想中才可聽到清晰的批評

聲音。後來再經過康有為、胡適、魯

迅等的批判，它幾乎被公認是錯的。

李日章、潘富思、蔡方鹿等在近十幾

年之間分別寫了關於二程的專書，他

們在書中對程頤的話均一致採取了批

評立場2。但有幾次，當我與幾位教

中國哲學的同事提起它時，卻發現他

們都為程頤辯護。他們認為程頤說出

這種話是受到其時代背景的限制，「男

尊女卑」、「從一而終」的思想在程頤之

前早已流行，我們不應以現代才盛行

之男女平等的思想去批評中世紀的

人。後來我才發現訴諸時代限制是不

少現代學者在維護傳統儒學時都會用

的理由。例如錢穆曾這樣為孔子學說

辯護，牟宗三曾這樣為傳統儒家沒發

展出民主概念辯護，而馮友蘭與陳榮

捷則早已這樣為程頤的話辯護3。但

這是否能令人信服呢？

孔子那麼注重仁道，強調要「愛

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這些

似乎都是普遍的原則，它們和程頤的

話如何能一致？用「時代限制」來為他

辯護難道不會墜入歷史相對主義中

嗎？那些被迫不能改嫁的婦女所受的

痛苦又如何呢？這些疑問使我決定對

正反立場都作一較深入的檢討。

＊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劉創楚教授及翻譯系童元方教授曾為本文提供了一些有用的資

料，謹在此向他們致謝。

「餓死事小，失節事

大」是宋代理學家程

頤的話。其實，「男

尊女卑」、「從一而

終」的思想在程頤之

前早已流行，我們不

應以現代才盛行之男

女平等的思想去批評

中世紀的人。而訴諸

時代限制，是不少現

代學者在維護傳統儒

學時都會用的理由，

但這是否能令人信服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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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經驗觀點看，在不同的時代與

社會中，人們對相同的行動雖會作不

同評價，但像仁愛、公正、勇敢、節

制、智慧、孝悌、誠信等仍是普遍推

崇的道德理念，而在一定的社群中像

殘暴、不公正、懦弱、縱欲、愚蠢、

亂倫、偽詐等仍是被否認的。這不必

訴諸超越的上帝、天道或先驗的道德

去作絕對的保障（因為這麼做在現代已

經愈來愈難有說服力），單就道德的功

能看（如維持秩序、延續種族、發展文

化、提昇個人幸福等），我們就可大致

了解為甚麼會這樣，因為那些較普遍

的理念通常總是在實踐上較能滿足道

德的功能。如果人們愈能擺脫偏見與

私利，又在相關的知識上愈能夠達成

一致的話，對哪些理念真的能滿足道

德功能的爭論就會愈少。

雖然有些道德理念有較高的普遍

性，但他們在不同的時代或社會中的

表現仍可以有很大差異，這與其他形

式性的評價理念（如邏輯上的一致性、

藝術上的統一性）是不同的。例如古希

臘人講公正，但只在公民之間講，並

不包括奴隸在內。古代中國人認為父

母應以慈愛對待女兒，但這不妨礙他

們為女纏足，不讓她多受教育。宰我

想把守喪三年的風俗改成一年，孔子

責其不仁。但現代中國社會早已不再

堅持這些了，這就使弱義的相對主義

頗有說服力。所謂「弱義的歷史相對主

義」主張有普遍的道德理念，但強調就

實踐的層次看，有些道德判斷在古代

是對的，在現代卻是錯的。至於「強義

的歷史相對主義」則根本否定有任何普

遍的道德理念，因此它主張所有道德

判斷的有效性都是因時而異的。但迄

今它還沒有被證明為真4。為程頤辯

護者基本上是採「弱義的歷史相對主

義」立場。

孔子相信智、仁、勇、中庸等是

普遍的道德理念，孟子及《中庸》的道

德形上學更強化了此傾向，到了程朱

理學則更加僵化。例如朱熹就說：

「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

因之不能變。」5「三綱五常古今不能

變。」6但另一方面，傳統儒學亦有重

時變及經權的一面。例如孔子說：「殷

因於夏禮，所損益可以知也，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以知也。其後繼周

者，雖百世可知也。」7而孟子則認為

男女授受不親之禮在救溺嫂時可以放

棄8。但這些是否意味傳統儒學已含

「弱義的歷史相對主義」呢？

孔子並未明說哪些禮會有損益，

但當他責宰我不仁時，他顯然是相信

三年之喪的不變性。朱熹對「損益」的

註解是「三綱五常，禮之大體，因之而

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

小過不及之間」。這就是說，會變的只

是文章制度的枝節部分。程頤的看法

也是一樣，他說：「男尊女卑，夫婦居

室之常道也⋯⋯男動於外，女順於

內，人理之常，故為恆也。」9總之，

程朱在主要的倫理原則上並沒有任何

可以隨便行權的指示，他們只是在禮

的枝節問題上才可說採取了「弱義的歷

史相對主義」。用時代限制為傳統儒學

的主要原則辯護，是同情傳統儒學的

現代學者所喜用的策略。但即使就當

時而言，程頤的話是否就適當呢？這

點仍需要進一步討論。

二　批評者的理由

對程頤的話所提出的批評主要有

三點。其一是效果惡劣。在守節之說

所謂「弱義的歷史相

對主義」主張有普遍

的道德理念，但強調

就實踐的層次看，有

些道德判斷在古代是

對的，在現代卻是錯

的。至於「強義的歷

史相對主義」則根本

否定有任何普遍的道

德理念，因此它主張

所有道德判斷的有效

性都是因時而異的。

為程頤辯護者基本上

是採「弱義的歷史相

對主義」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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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然成風後，許多寡婦為免受社會親

友責備，被迫在年輕時守節，身心都

受到極大摧殘和痛苦。甚至有不少寡婦

為了得到政府的獎賞，換取貞節牌坊

或其他利益，心甘情願地照程頤的話做

烈婦。康有為在《大同書》中所說的守

節四大害：害人、逆天（絕女子生育）、

損公（寡人類生之數）、傷和（增無數愁

苦之氣）都是由效果惡劣來批評的bk。

程頤的話因此被認為是殘酷不仁的。

另外一點是不公正，因為它只要

求女性，而對男性並無相應的要求。

有人問程頤「再娶皆不合禮否？」他的

回答是bl：

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為夫婦時，豈

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

約？只約終身夫婦也。但自大夫以下，

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

事爾。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

嬪妃可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

此回答表面上也反對鰥夫再娶，但由

於「奉公姑」、「主內事」等的目的每個

鰥夫都會有，這就等於維護了再娶的

合理性。但正如李日章所指出，「沒有

人『奉公姑』或『主內事』難道比『餓死』

更嚴重嗎」bm？至於大夫以上的人不可

再娶是因為有妾，這當然仍是對婦女

不公正的，因為婦女並不可有幾個丈

夫。此外，男人休妻後即可再娶，但

女人則無法依「七出」休夫。

最後一點批評是指出程頤所說

的理並非天理，只是傳統成見加上個

人創造的產物。胡適對此的批評最尖

銳bn：

宋明以來的理學先生們往往用理

責人，而不知道他們所謂「理」往往只

是幾千年因襲下來的成見與習慣。這

些成見與習慣大都是特殊階級（君主、

父母、舅姑、男子等等）的保障；講起

「理」來卑者幼者賤者實在沒有開口的

權利。「回嘴」就是罪！理無所不在；

故背理的人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理學家把他們冥想出來的臆說認

為是天理而強人服從⋯⋯他們認人的

情欲為仇敵；所以定下許多不近人情

的禮教，用理來殺人，吃人⋯⋯「餓死

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這分明是一個

人的私見，然而八百年來竟成為天

理，竟害死了無數無數的婦人女子。

胡適居然把君主、父母、男子同列，

皆視為一階級，這與馬克思的用法不

同。為了避免用詞不當的批評，應把

「階級」改為「等級」。這樣他的意思是

說中國傳統習俗大都傾向於維護上級

（君主、父母、男子等）的權利，而對

下級（臣民、兒女、女子等）的保護不

足，但理學家卻把這樣的習俗稱為天

理。這個批評大致是正確的，因為即

使在下位的可忠諫，但若是在上位的

不聽，在下位的通常都是一點辦法也

沒有的。若是怪罪下來，在下位者只

有受罰的份。在中國古代刑法中為了

保障儒家所定下來的長幼尊卑之序，

在上位者傷害在下位者所受到的制

裁，較在下位者傷害在上位者的輕得

多bo。但胡適像戴震一樣忽略了程朱

並沒有否定正常的生理欲望，他們所

反對的是多欲與縱欲bp。此外，像其

他批評者一樣，他也完全沒有考慮到

反面證據及時代限制的問題。

三　維護者的論據

馮友蘭在《新事論》中強調「在以

家為本位底社會中節是女人最大的道

胡適說中國傳統習俗

大都傾向於維護上級

（君主、父母、男子

等）的權利，而對下

級（臣民、兒女、女

子等）的保護不足，

但理學家卻把這樣的

習俗稱為天理。這個

批評大致是正確的。

但胡適像戴震一樣忽

略了程朱並沒有否定

正常的生理欲望，他

們所反對的是多欲與

縱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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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的。至於現代學者的批評，馮

認為根本不相干，因為「一種社會底人

的道德，只可以其社會的標準批評

之」b q。陳榮捷同意此看法，他說：

「吾人不能以二十世紀之標準，以評定

宋代之習俗，亦猶一千五百年後，如

實行公妻，而謂吾人在二十世紀之一

夫一妻為不道德，不自由也。」br

陳榮捷認為那些批評程頤殘忍的

人「頭腦太簡單」，因為當時男尊女

卑，所以道德要求也有等差。他指

出，朱熹門人李晦叔就曾說：「夫婦之

義，如乾大坤至，自有等差，故⋯⋯

夫得有妻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

二。」此外，陳又引清代汪紱（1692-

1759）之言為程頤辯護。汪指出程頤

說寡婦不可娶是對修身的君子而言，

不包括市井小人在內。程頤之言是恆

常之理，因為「孀婦怕寒餓而失節，何

異於臣怕戰而降賊？」更何況：「寡婦

再嫁，寡婦亦羞之，羞而可為，則亦

何不為之有？可以知人道之大防矣。」

陳承認由現代人觀點看的確有不公平

的問題，但「當時制度如此，朱子亦遵

從之⋯⋯然吾人不能以二十世紀的標

準評宋代風俗」。

程頤的話之所以被視為殘酷無

情，是因為他不只是反對改嫁，而且

認為即使凍死、餓死都「事極小」。此

與孔子之重仁愛與生命豈可一致？陳

榮捷的看法是守節屬於義的範圍，而

「捨生取義」正是孟子所傳。此外，陳

指出程頤之語是就大原則而言，至於

實際情形，仍有經權的考慮，所以程

頤在為其父所寫的「家傳」中特別提及

其父為了怕甥女守寡會使女兄悲思，

「取甥女以歸嫁之」bs。由於程頤說其

父「慈於撫幼」，但「至於犯理，則不假

也」，所以陳推論程頤必認為歸家嫁孀

婦合於義理。此與程頤有行「權」的考

慮相關。

程頤一方面反對寡婦再嫁，另一

方面又不認為其父讓甥女改嫁是錯

的，兩者之間似有矛盾之處，所以朱

熹門人亦有此疑惑。朱熹的回答是：

「大綱恁地，但人亦有不能盡者。」陳

對這句話的解釋是寡婦寧死不改嫁在

當時是極高理想，非常人做到，所以

不得已而須承認人有不能盡者。就像

凡人皆不應說謊，即使並非人人能做

到，也不妨害它成為一應守的原則。

四　對馮友蘭及陳榮捷
的批評　　　

就指出在批評古人時應注意古人

的處境及歷史限制，不應只依現代人

的觀念來評古人這一點而言，馮友蘭

與陳榮捷的提醒是有價值的，不然就

會很容易作出不公平的判斷。此外，

陳引程頤「家傳」中的話來為其辯護也

有糾正誤解之功，因為一般批評程頤

的人都沒有注意到這段反證。儘管如

此，我認為他們的論據中仍有難令人

苟同之處。

如真的接受馮友蘭所說「一種社

會底的人的道德，只可以其社會的標

準批評之」，我們就會陷入習俗主義或

「強義的歷史相對主義」之中。這兩種

主義皆與傳統儒學不合，它們本身也

難以維護。一個社會既存的道德習俗

或標準並不一定合理，哲學家的重要

工作之一正在反省它們的理據，並且

在有必要時提出問題與批評。孔子本

人就曾批評當時的習俗，例如，他說：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

眾，吾從下。」bt對於用頗似真人的木

陳榮捷認為那些批評

程頤殘忍的人「頭腦

太簡單」，因為當時

男尊女卑，所以道德

要求也有等差。陳指

出程頤之語是就大原

則而言，至於實際情

形，仍有經權的考

慮，所以程頤一方面

反對寡婦再嫁，另一

方面又不認為其父讓

甥女改嫁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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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替代略似人形的草人來殉葬的中古

風俗，孔子責之曰：「始作俑者，其無

後乎！」ck依孔子的思想，禮的基礎在

於仁義，我們可用仁義來檢討禮的合理

性。此外，我們如何知道一個社會的

道德標準是甚麼？如果只以多數人的

意見為準，那麼在納粹黨統治德國時，

迫害猶太人成為社會風氣，那樣做就

是對的嗎？即使馮友蘭大概也不會否

定現代男女平等的看法比古代男尊女

卑的看法進步。但如果陷入習俗主義

或「強義的歷史相對主義」之中，那麼

講道德的進步就根本無意義了cl。

我們可以用「時代限制」來為程頤

辯護嗎？雖然沒有一個哲學家可以完

全不受其時代限制，但這與他所提出

的主張是否合理是兩回事。一個中國

古代哲學家若犯了邏輯上的謬誤，我

們可以用中國當時無西方邏輯來為他

開解，但這並不意味他沒有犯此謬

誤。此外，承認時代限制並不意味好

的哲學家不必盡量擺脫時代限制。事

實上，有些大哲學家與文豪正是走在

時代前面的先知先覺者。

由一夫多妻制到一夫一妻制的演

變與整個政經體制及思想的改變有

關，並非任意的。相對而言，一夫一妻

制比較合乎公正原則，有其進步性。

這應該不只是因為人們已接受了一夫一

妻制，所以它就是對的。如果一千五百

年後的人類真像陳榮捷所說的實行公

妻制，那麼一定有其原因。例如可能

是男多女少使公妻成為必要。這樣，

那時代的人就不會認為我們現在所行

的一夫一妻制為不道德與不自由。

訴諸等差原則是否足以為程頤辯

護？這得看該原則本身的合理性。雖

然任何社會都會有長幼尊卑之分，但

何以須用性別作為區分尊卑的標準？

何以須講兩套不同的性道德？程朱皆

喜用《易經．繫辭》中的宇宙論來維護

對女性的歧視：「天尊地卑，乾坤定

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

常，剛柔斷矣⋯⋯乾道成男，坤道成

女。」而〈坤卦．文言〉又說：「地道

也，妻道也、臣道也。」但這種擬人化

的宇宙論只是把既存的教條或偏見形

上學化而已！它只是加重了不寬容的

獨斷心態。其實認為地是卑下的人是

受制於由地球的觀點看。若是由太空

中其他觀點看，也可以說地高。在這

方面，莊子在〈逍遙遊〉中所說的話是

比較高明的：「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

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

則已矣！」如順道家思想，應不會像儒

家那樣的歧視婦女。

程朱把貞節、三綱、七出等皆視

為永遠不會改變的天理，將它們提昇

至宇宙本體的表現固可加強其神聖不

可侵犯性，但其實它們都是可變的。

程朱在這方面缺少歷史意識對異質文

化的認識。雖然這些法則源遠流長，

但歸根結柢它們並非來自普遍的天

理，而是來自一帶有強烈成見的支配

意識，其主要目的在維持既存家族與

政治體制的延續性。

女子須從一而終、不得改嫁之說

雖在宋之前早已有之，但實際人數並

不多。董家遵依據《古今圖書集成》中

之〈閨節列傳〉作統計，得出五代之前

節烈婦女的人數只在個位或雙位數字

之間，但宋代已增至百位，而元明清

三代更是大幅增加。就明代而言已有

節婦兩萬七千多人，烈婦八千多人，

為歷代之冠。這與程朱思想受到後代

政府大力推行有關。宋初的改嫁婦女

並不比前代少，但宋中葉後，受到程

朱理學影響，婦女已逐漸能實踐守節

之道了。所以董認為宋是中國婚姻史

的轉型期cm。

董家遵依據《古今圖

書集成》中之〈閨節列

傳〉作統計，得出五

代之前節烈婦女的人

數只在個位或雙位數

字之間，但宋代已增

至百位，而元明清三

代更是大幅增加。就

明代而言已有節婦兩

萬七千多人，烈婦八

千多人，為歷代之

冠。這與程朱思想受

到後代政府大力推行

有關。



130 人文天地 范仲淹（989-1052）不但不反對改

嫁，而且還以銀錢優遇接濟再嫁者。

他的母親也是再嫁者，他甚至將自己

的寡媳給其門生王陶作續弦。王安石

（1021-86）也不重婦女守節，他也曾將

其媳婦改嫁，並引孔子媳（伯魚妻）改

嫁之事，駁改嫁不合禮之說cn。程頤

在當時是首位力倡婦女守節的哲學

家。朱熹不但贊成，而且努力推行

之。其門人陳守之妹成為寡婦後，陳

守之父欲再嫁之，朱熹寫信勸阻。信

中說：「昔伊川先生嘗論此事，以為餓

死事小，失節事大。自世俗觀之，誠

為迂闊。然自知經識禮之君子觀之，

當有知其不可易也。」co他在閩南作官

時曾大力推廣守節，雖只有五年，但

成效顯著。據羅常培的〈朱熹對閩南風

俗的影響〉一文，宋後閩南婦女守節與

殉烈風俗漸增，其中以曾受朱熹教化

的同安、龍溪兩縣為甚。但羅認為朱

熹對男女防閒方面矯枉過正cp。由此

觀之，可知程朱之力倡守節之道絕非

「時代限制」幾個字即可開脫。

程頤在「家傳」中讚其父的話固然

顯示他可能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麼

不近情理，但值得注意的是程父所考

慮的不是甥女本人，而是甥女之父。

如怕甥女之父悲思即可「行權」而將她

改嫁，那麼因怕餓死而改嫁豈不是更應

「行權」了嗎？怎麼還會「事極大」？依孟

子，嫂溺而救之亦犯了禮則，但此「行

權」根本是正義所在，沒有「事極大」這

回事。朱熹說：「人亦有不能盡者。」但

這是對人之弱點表示遺憾，與「行權」

有何相干？陳榮捷的解釋似不足以消

除程頤的矛盾。如借用汪紱的比喻，

為怕戰而降賊亦可「行權」而照做嗎？

汪紱指出程頤說寡婦不可娶是對

修身的君子而言，這表面上似對市井

小人寬大，但實際上蘊含對寡婦的頗

大歧視，因為依其說，則寡婦只能下

嫁市井小人，不要妄想高攀君子。臣

不能應戰而降賊與婦女不應餓死而改

嫁在表面上有相似之處，因為兩者皆

強調氣節比生命更重要。為了維護人

格尊嚴，在適當的場合或人事中強調

氣節的重要實有其必要。但問題是結

婚成家既是男女雙方的事，貞節的要

求應該是平等和自願的。如果夫妻感

情本來不好，或夫是虐妻者，那麼夫死

後，妻何以還須守節？當時ª國參戰主

要是男子的義務，如女子也參戰的話，

自然也不應怕戰死而降敵。這與因怕

餓死而改嫁豈可相提並論？以「餓死事

小」為「捨生取義」之一例更是荒謬。

值得順便一提的是，孔子並沒有

把「節」看得像程朱所講的那麼重要。

管仲曾為公子糾之臣，但當齊桓公殺

了公子糾，管仲不但不自殺，反而在

鮑叔牙推薦下投降，為桓公謀霸業。

孔子並沒有因此責管仲失節，反而因

為他對華夏民族的大功而讚其仁cq。

朱熹在註此段時引程頤之語，認為公

子糾是弟，桓公是兄，弟與兄爭王位

已是不義，所以管仲轉事桓公才可接

受，孔子才可在管仲表現事功後讚其

仁。我覺得這種解釋頗牽強，充分表

現了理學家的偏見，因為沒有任何證

據顯示孔子考慮到兄弟的地位問題，

而且依史籍公子糾根本是兄cr。

汪紱說：「孀婦再嫁⋯⋯亦羞

之」，此根本又是把自己的看法加諸宋

代婦女，因為當時改嫁並非稀有之

事，很難想像當時的再嫁婦女都感到

羞恥。如果在後代愈多的婦女因改嫁

而感到羞恥，這種羞恥之心也是由外

加諸於內，何以一定可取？羞恥必須

對適當的事物或行動而生才可取，否

則只會讓人覺得可笑或可憐。講節操

也是一樣。我想沒有人會否定，在適

朱熹在閩南作官時曾

大力推廣守節，雖只

有五年，但成效顯

著。據羅常培的〈朱

熹對閩南風俗的影

響〉一文，宋後閩南

婦女守節與殉烈風俗

漸增，其中以曾受朱

熹教化的同安、龍溪

兩縣為甚。但羅認為

朱熹對男女防閒方面

矯枉過正。可見，程

朱之力倡守節之道絕

非「時代限制」幾個字

即可開脫。



「餓死事小，失 131
節事大」的論辯

當的時機能做到「威武不屈，貧賤不

移」是有道德節操的表現。但這與婦女

須從一而終，喪夫後也絕對不能改嫁

的要求是兩回事。

五　結 語

如果我們在上節的論點是正確的

話，那麼當程頤說出「餓死事小，失節

事大」時，他是作了一錯誤的判斷。我

們不可用「時代限制」來為他辯護，因

為他是後代對婦女貞節要求日趨嚴緊

的始作俑者。在明清兩代政府大力提

倡及獎勵下，程頤之言「村農市兒皆耳

熟焉」cs。許多婦女遂成畸形教條的犧

牲者。程頤本人也許並無「以理殺人」

之意圖，但在實際效果看，其理學又

的確有殺人之嫌。

用「時代限制」來為程頤辯護是太

輕率了，因為即使在宋代也不是所有

的人都像他那樣抬高婦女守節的重要

性。清代的張伯行（1652-1725）在其

《近思錄集解》中把程頤反改嫁之言刪

除，代之以其論「兄弟之愛」一段，但

沒有註明，推測應是認為朱子不應將

此過激之言選入。張伯行比汪紱年

長，但判斷上顯然較有先知先覺的能

力。然而，陳榮捷卻認為張「不識程

朱」ct。難道一定要全盤接受才算「識」

嗎？

據人類學家考證，人類在進入父

權社會之前經過母權社會的階段，但

一般活在父權社會中的人往往忘掉了

此根源，而把夫為妻綱、男尊女卑當

作是天理。經過長期歷史沉澱，這種

觀念深入人的意識，單憑反省已不足

以突破。所以程頤才能說出那種對婦

女頗殘酷的話。由於程頤的思維已預

設了父權、男權、夫權等源遠流長的

體制，所以他所造的理學與其說表現

了形而上的普遍天理，還不如說是受

形而下的社會政治體制所支配而不自

覺。換言之，如果理學是由程頤的思

維主體中所想出來的，那麼此主體並

不是完全與一普遍的形上天道合一，

而是受到強大的形下體制力量主宰。

此主體在思考時暗中受到家族秩序或

利益的左右，而這又與維謢君主政體

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儒家自孟子以來就特別喜歡講德

性是內在於人性，問題在德性是否真

都是內在於人性？如果是的話，那麼

道德修養工夫可以說是一自我發現與

自我實踐的過程，有其自律的含意。

但問題是如何證明德性皆是內在的而

非外鑠的？如單講人皆有是非、羞惡

之心，問題比較小，但一旦涉及具體

內容，那就難以完全擺脫爭議性，因

為令人們產生是非、羞惡之心的事件

行動並不一定相同。這時，如不經檢

討便硬要把某種傳統道德觀念視為內

在的，而要求所有人接受與實踐，那

就勢必會導致壓迫。程頤之要求婦女

要守節就是如此。如果婦女應從一而

終是天理，那麼認識此天理的能力以

及守節之德性必是內於婦女的心性之

中。通過教養與轉化氣質就可使婦女

安於此德性，甚至在這方面達致「從心

所欲而不踰矩」的地步。明代短篇小說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那位被丈夫推

入江中的妻子獲救後不但堅拒改嫁（理

由就是婦女須「從一而終」，改嫁「有傷

婦節」），而且還能與丈夫復合之後「夫

婦和好，比前加倍」。由程朱的觀點

看，這樣的妻子也許堪稱模範，但其

實她只是受習俗道德所支配的被犧牲

者，道德的自主能力根本尚未覺醒。

孔子思想的核心觀念是「仁」，而

「仁」的基本含義之一即在「己所不欲，

儒家自孟子以來就特

別喜歡講德性是內在

於人性。但是又如何

證明德性皆是內在的

而非外鑠的？如單講

人皆有是非、羞惡之

心，問題比較小，而

一旦涉及具體內容，

那就難以擺脫爭議

性。這時，如不經檢

討便硬要把某種傳統

道德觀念視為內在的

而要求所有人接受與

實踐，就勢必會導致

壓迫。程頤之要求婦

女要守節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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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達人」。這是儒學最有普遍意義的道

德理念或原則。但為甚麼推崇孔子的

程朱在婦女貞節問題上會取那樣嚴厲

而明顯違反仁道的立場呢？原因之一

應是他們過份重視上下尊卑秩序，甚

至把它視為宇宙本體的表現。這樣，

他們的理學就壓制了仁的作用，使他

們的「仁」未能對婦女也盡量開放。《喻

世明言》中的另一篇明代小說《蔣興哥

重拾珍珠衫》在這方面與《金玉奴》形成

一有趣的對比。蔣與妻子原頗恩愛，

但由於蔣外出營商，長久不歸，妻子

寂寞難耐，遂落入鄰居薛婆的圈套

中，在醉眠中與人通姦。蔣知道之後

雖因痛心而休妻，但仍將十六箱陪嫁

退回，後來妻子改嫁縣官吳傑。有一

次蔣陷一冤案中，她向吳傑下跪求

情。吳傑在知道他們原是夫妻後，讓

他們破鏡重圓。雖然細節遠較複雜，

但我們應已可看出，不論是蔣、縣官

還是小說的作者，對妻子的情欲與特

殊情況下的通姦都作了同情的了解。

與程頤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比起

來，他們的做法似乎更接近孔子的仁

道，也更接近現代意識。

即使孔子之智能掌握到像「仁」這

樣普遍的道德理念，但他的弟子中卻

沒有女性，他所說的「君子」也是指男

性而言的。這就是說，即使孔子也不

能把「仁」的含義充分地應用到女性。

普遍道德理念的發現是一回事，它的

完整展現是另一回事。後者需要社會

政治體制的配合才能實現。如果不是

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很難想像中國

女性的社會地位會自動提昇，而西方

的女權意識興起，基本上也是工業革

命之後的事。由此觀之，接受「弱義的

歷史相對主義」有其不可避免性。但即

使是這樣，程朱理學仍有難以令人接

受之處，這不只是因為他們大倡守節

的必要，也是因為他們太過嚴刻，不

近人情。例如孔子說《詩經》的特徵在

「思無邪」，而朱熹卻硬把女子邀約男

子郊遊之詩稱為「淫奔」之詩，認為「男

女戲謔，恬不知羞」dk。方東美說：

「宋儒堅持理性的結果，對於人類的欲

望、情緒、情感這〔些〕方面都不敢沾

染，於是他們的生命不是開放性的，

而是萎縮的⋯⋯他們都是puritans，表

現puritanic spirit。」dl我覺得對程頤與

朱熹來說，這句話是公平的，因為他

們對情欲的態度與清教徒的確有某種

相似性。

有些同情傳統儒學的人以為，表

現效忠的最佳之道即在盡量維護先聖

先賢，為他們回應各種已有的批評，

而從不或甚少主動反省傳統儒學的缺

點。結果是他們只注重護教，而不反

省究竟是否做到公正。由於「仁」的含

義已包含公正在內，如果一個學者對另

一個學者不公正，那麼即使他的意圖

是維護傳統儒學，他也沒有在為學中做

到「仁」的要求。我寫此文的動機之

一，正在指出儒學內部有公正的要求，

而有些對程頤的辯護已不算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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