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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小説中的婚姻風俗

一個民族的婚姻風俗︑往往最具有那個民族的文化特色・関於中

中︑有所謂﹁下達﹂之説︹５︺︑指的也就是這様的事・那腰︑這種婚

以前︑双方意向的溝通和確認︑就是必要的前提︒︽儀禮・士昏禮︾

如果事先毫無聯係︑自然就不可能・因而在進入正式的婚姻禮儀程序

Ｉ以﹁三言﹂︑﹁二拍﹂為中心

國古代婚姻風俗的研究著述︑以筆者孤随所見︑多以史籍的記載為根

姻意向的確認︑一般是由誰来承担的泥：従︽三言︾︑︽二拍︾等小

第一︑由婚姻當事者的父母来確認・這在當時︑也可以説在整個

据︹１︺・衆所周知︑小説是現實生活的反映・在中國小説發展史上

︵這里主要是指漢民族︶︑大致以儒家的經典Ｉ︽儀禮︾的記載為根

細︾︵︽古今小説︾巻二︶中載：

中國的古代社會中︑乃是最普遍的一種情況・比如︽陳御史巧勘金叙

説中的情況来看︑大致有如下四種情況：

据︑但各個時代︑各個地Ｅ︑不壼相同︒︽三言︾︑︽二拍︾中有関

那魯廉憲與同縣顧余事累世通家・魯家一子︑隻名學曽；顧

家一女︑小名阿秀︒雨下面約為婚︑来往間︑親家相呼︑非止一日・

中國古代的婚姻禮儀︑根据︽儀禮︾所載︑大致分為納采︑問名︑

為了﹁肇高枝﹂︑聰下了殿氏之女・凡此︑都是這様的例子・父母根

舐犢喪残生︾︵︽拍案驚奇︾巻十三１以下略称︽初刻︾︶中︑趙六老

和﹁劉嘔﹂欲為女兒尋婿︑看中了宋小官︑就確定了婚事︒︽趙六老

此外︑︽宋小官團圓破蔑笠︾︵︽警世通言︾巻二十二︶中︑﹁劉翁﹂

納吉︑請期︑納徴︑迦親這様一些階段︑但在明代︑略有鍾化

据自己的利益和受好︑代替子女︑包辨婚姻︑在封建的家族制度中︑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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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天経地義・子女被視為父母的私有物︑在芸未明白事理以前︑終

︹３︺・這些禮儀的一些細節︑在小説中有比較生動的記載・下面︑
婚姻﹁將合二姓之好﹂︹４︺︑是渉及男女双方以及雨個家族的事︒

我椚就按照婚禮發展的順序︑對其加以叙述・

㈲婚姻的禮儀

為研究之一助・

篇小論中︑筆者擬對此略加探討︑或可為有興趣者提供一鮎資料︑馴

婚姻風俗的描嶌︑則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明代江南地厘的特黙・在這

鏡﹂︹２︺︑其中就有不少関於婚姻風俗的内容・中國古代的婚姻禮儀

慶

占有相當地位的︽三言︾︑︽二拍︾︑被称為反映當時社會的﹁萬花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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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婚姻從一開始就被視為是関係到﹁雨姓﹂︵注意！不是雨性！︶之

第二︑由宗族中的長者来確定・如前所述︑在中國古代的観念

椚也由此可以看到當時官府主宰庶民婚姻的一個側面・一個地位井不

結果也未始不是一場皆大歓喜的喜劇・但是︑圦男一個角度来説︑我

第四︑由男女鑿方相慕而確定婚姻意向・比如︽李秀卿義結黄貞

事︑所以︑由宗族的長輩︵對於族中的青年成員而言︶或主人︵對於
︽金令史美脾酬秀童︾︵︽警世通言︾巻十五︶的故事︑便是一個恨典

女︾︵︽古今小説︾巻二十八︶中︑李秀卿看中了曽和自己一起創業的

敢表示異議︑在其他的場合︑也就可想而知了・

型的例子・那位僕人秀童︑因無事被懐疑窃取了銀子︑受了冤曲・真

黄蓉聰︑決心要地為妻︒︽女秀才移花接木︾︵︽二刻拍案驚奇︾巻十

七１以下略称︽二刻︾︶中︑聞輩峨選揮了自己的同音杜子中︑結成

巻二十三︶︑︽實油郎燭占花魁女︾︵︽醒世恒言︾巻三︶︑︽劉小官

娘怒況百寳箱︾︵同上︑巻三十二︶︑︽張舜美燈宵得麗女︾︵︽古今小説︾

婚姻・此外︑︽玉堂春落難逢夫︾︵︽警世通言︾巻二十四︶︑︽杜十

吻︑這不正説明︑在當時的社會意識中︑這類倣法︑是得到普遍認可

雌雄兄弟︾︵同上︑巻十︶等等的作品中︑都有類似的例子・中國的封

第三︑由官府指定婚姻︒︽呂使君情構宮家妻︑呉太守義配儒門
女︾中︑有如下的一段記載：

太守喚史生過来︑笑道：﹁足下苦貧︑不能得婆︑適間已為

那時現實生活中︑男女之間交往的機會是恨少的・上述作品中的男女

主人公︑沖破了傳統的禮教網羅︑追求自己的理想和幸福︑無疑恨感

這是官府大老爺﹁發﹂一個老婆給窮書生・再比如︑︽喬太守凱黙鴛

品反映的社會現實︑也是如此・這里還頗令人感興趣的是︑作品中才

空的閃電︑宿的光輝耀目︑反過来正付托出背景的黒暗一祥・這些作

人・大量的評論文字︑己對此作了熱情的贄頌・然而︑正如那別破夜

鴦譜︾︵︽醒世恒言︾巻八︶中︑喬太守將三對訂了婚的青年男女︑重

古代的中國・作為正式的婚姻禮儀︑媒灼是必不可少的︒︹６︺︽儀

確定了婚姻的意向︑便進入了實質性的婚姻交渉和禮儀階段・在

活和商業活動活躍的表現・

秀卿︑劉小官等在現實市井商業活動中交往的情況・這無疑是市民生

子佳人交住的場所︑己突破了貴族花園︑青櫻妓舘的枢架︑出現了李

治・﹂徐雅見太守作主・志敢不依︑倶各甘伏︒

女兒配與斐政沁限即日三家倶便婚配回報・如有不伏者︑定行重

説：﹁孫潤因誘了劉乗義女兒︑今己判為夫如・我今作主︑將祢

喬太守看時︑雨家男女却也相貌端正︑是個對兒︑乃對徐雅

新匹配・小説是這様嶌的：

足下聰下了︑今以此女與足下為室︑可喜歓塵？﹂

建社會中︑有所謂﹁男女親親不授﹂︑﹁男女七歳不同席﹂之説・在

的鳴？

作者在此︑對金滿的倣法並無秤撃︑並使人感到還帯有一定的賛許口

如親子︑將美脾金杏許他為婚⁝⁝

更没有甚麿好赴酬答得他・乃改秀童名金秀︑用己之姓︑視

相大白以後︑主人金滿過意不去︑心想：

高的官員︑就握有如此的權勢；對於這様的﹁好官﹂︑人椚尚且毫不

這里的喬太守無疑不是一個為非作夛︑魚肉百姓的貧官汚吏︑小説的

八

宗族中的奴脾而言︶来確定宗族成員的婚姻︑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身便己被確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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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氏﹂之職︑︽唐律︾中規定﹁為婚之法︑必有行媒﹂︑而︽明史．

銭﹂︑可見地是在經菅客店・此外︑︽水詩傳︾︑︽金瓶梅︾中那個

中有這様一個情節：公子王景隆到地那兒﹁吃了早飯︑還了王婆店

︽玉堂春落難逢夫︾中的媒婆１１﹁王婆﹂︑是一個開店的角色・故事

保︑作馬泊六︑正是他的專門・

禮志︾云：﹁凡品官婚婆︑或為子聰婦︑皆使媒氏通書﹂︹７︺在小説

為西門慶和播金蓮倣李頭的王婆︑更為典型・在︽金瓶梅︾中︑是這

禮・曲禮︾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周禮・地官︾中有

經實際上發生了雨性関係以後︑為了取得社會上對婚姻的承認︑価要

王婆笑道︑老身自從三十六歳没了老公︑去下這小厩︑無得

中也可以看到所謂﹁無媒私合︑於禮有毒﹂︑的説法︹８︺・甚至在己

様罵的：

由以上材料可見：①就小説中反映出来的人物形象而言︑這些媒婆多

也會倣見戒兒・⁝：

腰︑收小的・間常也會倣奉頭︑倣馬伯︵泊︶六︑也會針炎看病︑

過日子︑邇頭兒眼着人説媒︒次後攪人家些衣服費︑又與人家抱

通過媒入来完成必要的婚姻禮儀程序︒︽女秀才移花接木︾中︑杜子
中和聞俊卿己經結為夫婦︑而杜子中還對同茜魏撰之説：

小弟與聞氏錐己成夫婦︑還未嘗見過岳翁・打鮎就是今日迎
要︑少不得還借重一個媒灼︑而今就煩兄與小弟倣一倣：．⁝

那麿・當時通常是由恵様的人来倣媒？媒人具禮要倣一些什睡

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由此可窺見﹁媒灼﹂對當時婚姻禮儀之重要・

死生夫妻︾中的王三老︵見︽醒世恒言︾巻九︶；可以是婚姻者的親

婚姻者的朋友︑同奮︑如︽女秀才移花接木︾中的魏撰之︑︽陳多壽

一般而言︑在明代社會︑倣媒者的身扮有各種各様・他椚可以是

同・側這些媒婆在自己的經螢以外︑從事媒灼之事︑並非﹁義務﹂︑

中所謂﹁由地方長老︑保送信實婦人充為官籍﹂那様的媒人︹９︺不

而言︑純粋私人関係︑和︽周官︾中所説的﹁媒氏﹂︑和︽元典章︾

市井中經螢一些小本經濟為生︑其身价是濁立的︒③從其倣媒的性質

故︑且能説會道︒②從社會地位而言︑多是一些社會底層的庶民︑在

是一些中年以上的婦人︑精明能干︑有相當的社會閲歴︑深知人情世

族︑比如︽張淑兒巧智脱楊生︾中的楊小峰︵同上書︑巻二十二︶；

事？媒人的社會地位如何？人椚又是如何看待這類人物泥？

也可以是家中的奴僕︑比如︽膝大尹鬼断家私︾中為俔太守倣媒的那

而要收取相當費用・也就是説︑倣媒己成了一種商業性的活動・

得成時︑把祢二十雨︑這紙借契先奉還了︑媒禮花紅在外・﹂又云：

︽銭秀才錯占鳳凰檮︾︵同上︑巻七︶中︑顔俊對媒人尤辰道．．﹁説

小娘子的婚禮在内︑讓我十雨雲！﹂

︽雨縣令競義婚孤女︾︵︽醒世恒言︾巻二中︑張婆道：﹁連這

載︑揮其部分︑列之干下：

那腰︑這種倣媒的費用一般是多少數額泥？現把小説中所見的記

個管家︵見︽古今小説︾巻十︶︶・然而︑明代小説中出現得特別多︑

特別引人注目的︑則是所謂的﹁媒婆﹂・地佃與婚姻者井没有什腰特
況︑請看小説中的如下記載︒︽陸五漢硬留合色軽︾︵︽醒世恒言︾巻

別的関係︑但在婚姻過程中︑則有着重要作用・関於這類人物的情
十六︶・・

張蓋急遅上一歩・看時不是別人︑却是慣在大家實花粉的陸
婆・就在・小官子巷口居住︑那婆子以寶花粉為名︑專一倣媒倣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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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来顔俊果然把那二十雨借契還了尤辰︑以為謝禮・﹂
︽宋小官團圓破蔑笠︾︵︽警世通言︾巻二十二︶載・・﹁︵宋小官︶

遂於袖中取出白金十雨︑奉與王公道．．﹃此薄意權為酒資︑煩老翁執
伐・﹄﹂

又︑︽張古老種瓜嬰文女︾︵︽古今小説︾巻三十三︶載：

等得雨個媒人回来道：﹁且坐︑生受不易！﹂且取出十雨銀
子来︑安放在卓上道：﹁起動祢椚︑親事圓備・﹂

還有︑︽金瓶梅︾第二回︑西門慶請王婆為他倣牽頭時説：﹁我

銀・

此外︑我椚再来看看當時社會中的官俸及租税情況：

八四

擴︽明史・食貨志︾載︑一個正六品的官︑月俸才十石︑而明成

化十六年後︑官債折銀・一石米為六銭五分・

擴︽明會典︾巻一百八十九載︑嘉靖四十一年︑匠戸的代役労金︑

又様明代︽姑蘇志︾載︑嘉靖年間︑蘇州地厘差役改革︑實行以

一年為銀子四銭五分・︹︑︺

銀代勢︑毎宙田的丁銀為銀三分︹過︺︑

再擴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耆︾中所載︑明正徳年間︑甚至一雨

凡此等等︑在這麿多不同作品的不同場合︑談到倣媒的酬金︑都

於那些媒婆為何有時甚至會甘冒犯罪之瞼而去倣李頭︑倣馬泊六︑也

通過與上述債格的比較︑我椚對於﹁十雨﹂銀子的實際債値︑對

銀子可以相當干四石米・︹皿︺

是﹁十雨﹂或﹁二十雨﹂銀子︑這恐伯不能説只是一種純粋的偶然咽！

休・﹂

井不知乾娘有如此手段︑端的與我説這件事︑我便送十雨銀子與

換句説説︑筆者以為︑這個數字和當時現實生活中的情況相去不會太

井不始子明代冠︺・在明代小説中︑有不少這方面的記述︑可見比

呈交女子﹁庚帖﹂的風俗︑﹁庚帖﹂又穗吉帖︑婚帖︑這様的風俗也

品等等︑這井没有什腰特殊之虚・禮儀中比較令人注目的︑是向男方

首先︑當然是介紹男女鑿方的情況︑包括家族︑年齢︑職業︑人

根檬小説中的描述︑参考有関資料︑略事探討・

那麿︑媒人椚在婚姻的過程中︑具禮要經辮些什磨事泥？讓我椚

就可以比較理解了・

遠面︺・以上所引作品︑多為嘉靖以後所出︹ｕ︺︑如果我椚對照這
些小説中所出現的有関物債的記載和當時社會的實際物債状況︑就會
在︽金瓶梅︾第十四回載：一座帯花園的大宅邸・為七百雨銀子．

發現﹁十雨﹂實在是一個不小的數目・先看小説中的物債：
一座街市中的房屋・為五百四十両・

同書第三十四載︑一座庄園連土地︑債格為三百雨銀子・而一個
十五歳的Ｙ頭︑僅寶七雨銀子・
同書第九十七回︑買一個Ｙ頭僅四雨銀子・

玉英獄中訟冤︾︵︽醒世恒言︾巻二十七︶在講到李雄想要婆妻時︑媒

俊在説到結婚時講：﹁有生辰吉帖為證﹂︑可見他持有女方吉帖・︽李

把娼婦庚帖送還他家︑任他別締良姻・﹂︽銭秀才錯占鳳凰檮︾中︑顔

較流行・比如︽陳多壽生死夫妻︾中︑陳青在考慮退婚時想：﹁不如

又︑︽徐老僕義憤成家︾︵︽醒世恒言︾巻三十三︶載︑嘉靖年間︑

人椚在雨三天内︑就送來了好幾价庚帖︒︽韓秀才乘凱聰嬉妻︑呉太

同書第九十回︑一個婦女︑開債出寶為八両銀子・

米債騰貴時︑為一雨二銭銀子一石︑又︑一千畝田地︑債為三千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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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典當的徽州金朝奉・對着子文施個禮︑説道：﹁家下有一

守憐才主姻薄︾︵︽初刻︾巻十︶中有如下的情節・・

小女︑今年十六歳了︑若秀才官人不棄︑願納為室・﹂説罷︑也

鴛鴦譜︾也都可見類似的情況・

此外︑︽陳多壽死生夫妻︾︑︽韓秀才乘凱聰嬉妻︾︑︽喬太守凱鮎

與聰禮有関的問題是聰禮的數量和性質・上述作品中︑陳多壽家

的聰金是﹁十萬貫﹂︑可見井没有一定的基準・現代的文化人類學者

的聰金是銀十二雨和金叙︑韓秀才的聰金為﹁四︑五十金﹂︑張古老

而︽金瓶梅︾第三十七回載︑西門慶對媒人﹁橘媚蛎﹂説：﹁是誰家

認為︑﹁聰金﹂言凰号冒旨巴這個詞︑實際上包含着把新娘作為動産

不管子文要與不要︑模出吉帖︑望子文袖中凱捧・

的女子︑問弛討個庚帖来我礁﹂・這都説明當時婚姻中︑對庚帖的重
﹁庚帖﹂︑記載着人的﹁生辰八字﹂・即用干支来表示的出生的年︑

関係︹岨︺・對於明末日見其著的婚嫁之風︑我想︑是否應從這様的

出︑聰金和嫁壯︑實際上和随着結婚而来的家族財産分配有着相當的

︵冒○ぐ号庁冒呂閏ご︶的意義︹翌︑有関的中國宗族問題研究者更指

月︑日︑時・擴説︑對一個人的﹁八字﹂進行占卜︑就可以知道他的

隠藏着的宗族中人際関係的塞更︑在宗族中地位的憂更・

角度再加以思考泥？也就是説︑我椚必頂看到在財物消費表面現象下

視・

命運・在締結婚姻時︑不僅要考慮女子本身的﹁八字﹂︑而且還要講

與聰禮有関的男一個問題︑就是禮儀的程序・中國古代婚姻禮

究男女鑿方的八字是否匹配︒︽韓秀才乘凱聰嬉妻︾中︑韓子文在決
定婚約之前︑先﹁尋個算命先生︑合一合婚﹂︑見是﹁大吉﹂︑方才

儀︑有﹁六禮﹂之説罰︺︑在宋明時代︑略有愛化︒︽明史・禮志︾

朱子︽家禮︾無問名︑納吉︑止納采︑納幣︑請期・洪武元

﹁庶人婚禮﹂條載：

定下︑便是一例・這種風俗︑在江南某些地厘似頗流行︑擴︽萬歴温
議婚以男女生辰互易ト算︑名日開合︒ト笠既吉︑媒灼通好

州府志︾載：

年定制用之⁝⁝

令︒罰︺男方的聰禮︑按其實質而言︑相當於﹁納幣﹂亜︺・但是︑

也就是説︑對傳統的﹁六禮﹂進行了改革・嘉靖十年︑又重申洪武之

孟︺・而具禮卜算的方法︑在小説中未見詳細叙述・様近年的民俗調
在此︑不詳加展開叙述了・

残生︑張知縣詠臭成鐵案︾︵︽初刻﹀巻十三︶中載：

在小説中反映出来的實情況︑却與此略有不同・比如︽趙六老舐犢喪

査︑有請譽者占ト或赴神廟求裁等方法︑且有一個月的期限︹近︑
其次︑是送下男方的聰禮・當男方收下女子庚帖︑確定要嬰該女
子時︑則送下聰禮︑這也是由媒人從中聯繋的・︽張古老種瓜要文女︾

其時在劉上戸家借了四百銀子︑交與六老︑便將銀備辨禮

同様︑在︽感神媒張徳客遇虎︑湊吉日斐越客乘龍﹀︵同上書︑巻五︶

物︑揮日納采︑訂了婚期・

子︑要得成親︑來日辨十萬貫見銭為定禮︑井要一色小銭︑不要

中︑也有﹁盧生来行納采禮︑正在堂前拝鮠﹂︑接着便成親的情節︒

︵章諫議︶用指頭指着媒人婆道：﹁倣我傅話那没見識的老

中︑有如下的情節：

金銭准折︒

八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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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子文日：︶﹁小生雲中只有四五十金︑就是不嫌孤寒聰下

此外︑在︽韓秀才乘凱聰橋妻︑呉太守憐才主姻薄︾中有如下對話：

八六

鴫何人・今有台州府天台縣儒生韓子文禮膳為妻︑實出雨願・自

受聰之後︑更無他説・張︑李二公︑與聞斯言・

婚書的形式上説︑當是男女方分別立書︑互相交換︑以為憩證・從司

受聰禮的文字；還包括証明此項婚約者的名姓；此外則標明時間・從

嘉靖元年月日立婚約金聲同議友人張安國︑李文才

這里或把聰禮構為﹁納采﹂︑或称為﹁謝吉﹂︑而未構之為﹁納徴﹂・

法的角度来看這是比較完備的・但其中頗為特別而引人注目的是︑立

令愛時︑也不能殼就完姻事・﹂朝奉道：﹁不妨︑不妨・但是有

而且︑也没有﹁納采﹂和﹁納徴﹂等禮儀的顯著厘別︒︽喬太守凱轌

這當是社會上流行的一般形成咄！從其中可見︑婚書中的内容︑包括

鴛鴦譜︾︑︽銭秀才錯佑鳳凰檮︾等篇中︑錐説對結婚的過程作了頗

此婚約的︑井不是婚姻的當事者︑而是其父親・由父親代表女兒表示

婚約者的姓氏名字︑籍貫︑年齢︑職業；包括申明婚姻出於雨願和收

為詳壼的描述︑但也没有看到﹁納采﹂和﹁納徴﹂等的巖格匡別・這

﹁雨願﹂︑錐説和當時的法律條文相符合︹妬︺︑但可知︑這様的婚姻

後︑慢慢的倣親・

些情況説明︑在明代︑實際生活中的禮儀和國家規定的文字︑井不一

和現代意義上講的婚姻當是雨者自願結合井非一様・

在實質上乃是家族決定的︑這里的﹁雨願﹂只是家族之﹁願﹂而己︑

人定下的︑朝逹也就不来黙了・只須先行謝吉之禮︑待事平之

致・我椚研究當時社會︑應當注意到這種匡別・男外︑從整個歴史的

的・因此︑在小説中就出現了由媒人傳逓信物的情節・而信物的種類

角色・如前所述︑在古代中國︑男子和女子在婚前交際的機會是恨少

除了上述之事以外︑媒人還經常充當男女髪方愛情信物傳逸者的

發展角度来看︑這種禮儀的含混不清︑正反映出宗法制度為基礎的禮
儀正在逐歩地簡化・随着商業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歩︑那種繁褥禮儀對
再次︑媒人的工作︑還和正式婚耆的制成有関・明代的婚姻︑一

人的束縛也逐歩地在被沖決咄！

是各橦各様的・比如︑︽張舜美燈宵得麗女︾中送的是信雲︑︽陳多

言︾巻二十九︶︑中送的是﹁系腰的紫羅続帯﹂︑︽女秀才移花接木︾

般要嶌立婚書︹羽︺・當時的婚耆大致包括什腰内容泥？日本的法制

中的信物是一枝箭︑︽權學士權認遠郷姑︑白儒人白嫁親生女︾︵︽二

四︶中送的是﹁金鑛寳石戒指兒﹂︑︽露香亭張浩遇鶯鶯︾︵︽警世通

進行了研究︑但基本未渉及婚姻方面的證害；而在其他論文中︑談及

刻︾巻三︶的信物則是一只﹁細金倉﹂︑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其中︑

壽死生夫妻︾中送的是銀叙︑︽間雲庵院三償冤債﹀︵︽古今小説︾巻

婚姻︑又非明代・中川忠英著︽清俗紀聞︾中列有一些婚帖様式︑自

甚至要求以頭髪︑指甲作為信物・秀才韓子文伯婚事蕊卦︑對金朝奉

史研究專家仁井田陞博士在他的名著︽中國法制史研究︶中︹型︺︑收

然属清代的情況︹妬︺・總之︑現在留存的明代市民間通行的婚書︑

有三篇︽元明時代的村規約和佃耕證書︾的論文︑對村規和佃耕證書

委實不多・而在明代的白話小説里︑則可以看到︒︽韓秀才乘凱聰嬬

説：

納聰之後︑或是令愛的衣裳︑或是頭髪︑或是指甲︑告求一

妻︾中︑載有這様一扮比較完全的婚書：

立婚約金聲︑係徽州人︑生女朝霞︑年十六歳・自幼未曽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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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事百家知︑何曽留下隔宿口？要編茶︑要吃酒︑瞼皮三寸

顔開︑慣報新聞不待叩︒説也有︑話也有︑指長話短野開手・一

三分厚・若還羨他説作高︑枠干挺沫七八斗・

件︑藏在小生虚︑艤不伯後来愛卦・

後来︑金朝奉﹁果然依了子文之言︑將女兒的青絲細髪剪了一繧送

宿・折莫三重門戸︑選甚十二模中？男兒下惠也生心︑女子麻姑

開言成匹配︑翠口合和譜・掌人間鳳隻寮孤︑管宇宙孤眠燭

︽張古老種瓜嬰文女︾中︑則有這様的歌謡：

來・﹂

以上所翠諸種信物︑大致可以匡分為信簔文字︑近身使用物品以

須動意・傳言玉女︑用機関把手施來；侍香金童︑下説鮮欄腰抱

及髪︑指甲等身禮的所属物・前雨種︑至今価流行︑而以髪︑指甲為
秘感應関係的民俗傳説有関・比如︽雲笈七銭︾日：

信物︑實際上和中國古代認為那乃是本人的替代品︑宅與本人有着神

有盗須髪的情節︑︽紅櫻夢︾中︑晴霊臨終︑咬下指甲以贈寶玉︑凡

此外︑古時以﹁髭﹂為刑︑曹操有以髪代首的故事︑京劇︽四郎探母︾

之遣禮︑二則有烏日鵤鴎︑夜入人家取其髪爪︑則傷魂・弱︺

隔︑媒人在這中間有着弄虚作假的充分可能︑這也是不可否認的！我

正・然而︑就婚姻的禮儀程序而言︑從受聰到結婚之問有相當的間

本原因︑在於社會制度的本身︑把責任全加到﹁媒婆﹂身上︑井不公

活躍情況以及人椚對地椚的評債・當然︑那時各種各様婚姻悲劇的根

在其他的小説中也有・由此︑我椚可以看到﹁媒婆﹂在當時社會中的

住・引得巫山愉漢子︑唆教織女害相思・

此等等︑也都是這種民族風俗的産物魂︺・一個民族的風俗︑必然

椚在批判菫的婚姻制度的同時︑分折這種禮儀程序上存在的問題︑也

凡硫頭髪及爪︑皆埋之︑勿投水火︑正爾拠榔；一則敬父母

鮎

時間的確定︑從明代小説中反映出来的情況看︑也井不簡軍・首

迦親儀式了︒︽儀禮・士昏禮︾中説的﹁請期﹂︑就是確定日期・

經過媒人椚説合︑聰定以後︑婚姻鑿方便要確定結婚時日︑塞行

儀密切有関的媒人的情況・下面︑我椚繼續来探討婚姻的禮儀・

以上︑我椚在探索小説中婚姻禮儀過程的同時︑渉及了一些與禮

還是有一定必要的咽！

會在婚姻儀禮中反映出来︑我椚在研究婚姻問題時︑應當注意到這一

因為媒人在婚姻過程中︑起着上述的作用︑几乎毎一項重要的禮
儀中︑都和他椚的中介作用有関︑因此︑利用這種地位︑携取好虚︑

醸成悲劇的情況也就發生了・小説︽陸玉漢硬留合色軽︾中的書生張
蓋︑︽金瓶梅︾和︽水徹傳︾中的武大郎︑都是這様的受害者・此外︑

的彰氏︑揚玉英等︹羽︺︑便是如此・在明代小説中︑我椚可以讃到

先要考盧到各種禁忌・比如︑︽滿少卿飢附飽鴎︑焦文姫生獄死報︾

訂了婚以後︑在完婚前發生蕊故的事也不少︽明史・列女傳︾中所載
不少関於﹁媒婆﹂的歌謡・比如︽李孝卿義結黄貞女︾中有如下﹁口

世通言︾巻三十一︶中︑趙春兒欲嫁曹可成︑但因他父親亡故︑﹁服

着想嫁人︑﹁績等服滿﹂︑就嫁了過去・︽趙春兒重旺曹家荘﹀︵︽警

︵︽二刻︾巻十二的引子中︑講到陸氏的丈夫死了︑經媒人介紹︑急

東家走︑西家走︑雨脚奔波﹃常咄・奉三帯四有商量︑走進

号﹂：

人家不伯狗︒前街某︑後街某︑家家戸戸皆朋友・相逢先把笑

八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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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未滿︑伯人議論﹂︑所以未能立即成婚︑直到﹁三年服滿﹂才成婚・
又︑︽蒋淑真刎頸鴛鴦會︾︵︽警世通言︾巻三十八︶中也載有夫死︑

妻要﹁守制三年﹂方得嫁人的説法・由此可見︑在當時一般的社會與
論和認識中︑如家族有喪事或在服喪期中︑是必須加以迺避︑不可翠
行婚事︑不言而嚥︑凡処於國喪或其他國家的禁忌日︑也是不可畢行
除此之外的日子︑又如何選揮泥？筆者注意到小説中有如下一些

婚禮的・

甲丙戊庚壬為剛日︑乙丁巳辛癸為柔日・詞︺

内事謂冠︑昏︑祭祀・出郊為外事︑謂征伐巡守之等・

牢饅食禮︾的實公彦疏中︑對此作了詮鐸：
又日：

認識到這些︑我椚對婚事日期確定的標准或可以略為明白了・

八八

那腫︑這様的日期具禮是態様確定的泥？檬︽宋小官團圓破蔑笠︾

中所記︑是由陰陽生選揮﹁周堂吉日﹂・︽滕大尹鬼断家私︾中則日

比如其中講到︑逢﹁直星﹂日︑﹁上官赴任︑嫁嬰︑開張︑修造陰宅︑

當時都有一套査核的程序︑這在︽三才圖會・時令︾中可以看到︹犯︺・

﹁討皇歴看個吉日﹂︑是用査皇歴的方法・不論采用態様的方法︑在

︽陳多壽生死夫妻︾中︑王三老在考盧當媒人時説：﹁明日是個

不出三年内有大吉慶﹂；而逢﹁禾刀﹂日︑則﹁不出一年内︑損不明

記載：

此︑迩親婚禮之日︑當然也一様・

之人﹂・而何日為﹁直星﹂︑何日為﹁禾刀﹂︑則從年到月︑圦日到

重陽日︑陽九不利・後日大好個日子︑老夫便當登門・﹂倣媒尚且如
︽銭秀才錯佑鳳凰濤︾中︑考盧婚期時認為：﹁残冬臘月︑未必

︹羽︺

時辰︑都有詳細的表格︑而﹁周堂吉日﹂︑則有︽嫁嬰周堂圖︾可査・

確定了時日以後︑一般是不可輕易更改的・比如︑︽銭秀才錯佑

︽雨縣令競義婚孤女︾中︑則有婚期定於十月﹁望日﹂︑的記載・

有好日子・﹂而迦親的日子︑定在﹁初二﹂日・
︽喬太守凱黙鴛鴦譜︾中︑劉蛎蛎在議論婚期時説：﹁有病的人

鳳凰濤︾有﹁選定日期︑豈可錯過﹂的議論︑而︽喬太守凱黙鴛鴦譜︾

由此加以分折︑可見當時選撰婚期︑大致應注意到：①季節的選

難︑方績支持得這様︑如錯過了︑却不又費一番手脚：．⁝何況我

若要男揮日子︑這断不能勾的・我椚小人家的買寶︑千難萬

中劉媚媚的如下一段議論︑更可説明問題：

揮︑寒冬之際不宜・這和中國古来就盛行的﹁月令﹂思想恐伯有関・

子︑他椚不道祢椚不肯︑必認倣我椚討娼婦不起︑傳説開去︑却

家吉期送已多日︑親戚都下了帖兒請喫喜筵︑如今忽地換了日

一皇宮︒﹂

巴不得喜事来沖︑他病也易好・常見人家要有事時︑越着這病来見

陰不許也﹂︹鋤︺︑在這様的時節︑畢行婚禮︑被認為不吉︒③婚姻者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十二月︑律謂之大呂︑⁝⁝言陽氣欲出︑其

的風俗以外︑現實的經濟問題和社會與論的影響︑也是十分重要的因

從這里我椚可以知道︑定下的婚期之所以不可輕易改動︑除了前面説

不被人笑恥︑壊了我家名頭・

視・前所引資料中程調﹁重九﹂日不宜︑可以為証︒︽禮記︑曲禮︾

的情況︑健康與否︒③日期的情況・這一黙看来在實際生活中更受重
在談到占ト時日時日：﹁外事以剛日︑内事以柔日・﹂而︽儀禮・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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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講到結婚場面時︑也有﹁笙篭鼓樂﹂．︐︽雨縣令競義婚孤女︾也云

：﹁高公安排雨乘花細轤︑笙請鼓吹︑迦接雨位新人﹂・可見︑當時

素・

定下婚期以後︑便要按期親迦︑翠行婚禮了・関於邇親的場面︑

月之一昔︑物生故謂之笙﹂・段玉裁︽注︾引︽禮經︾日：﹁東為陽中︑

的鼓樂中︑﹁笙請﹂是十分重要的︒﹁笙﹂︑︽説文解字︾云：﹁正

萬物以生︑是以東方鐘磐謂之笙・﹂禿︺請︑則為夏日之樂︑︽三禮

迦親那天︑

分派各船食用︑大船二隻︑一隻坐新人︑一隻媒人共新郎同

和睦之氣︹犯︺現在流行的関於婚禮的文献中︑説到迦親︑有的地方

圖︾日：﹁仲夏之月︑令樂師均管請・﹂霧︺笙請之樂︑象徴看昇平

在明代的小説中也有不少描嶌：比如︑︽銭秀才錯占鳳凰傳︾中載：

差・十餘隻船︑箭鍵掌號︑一齋開出湖去・：⁝・船到西山︑已是

則有笙無策︹調︺︑或是因時代和地域不同︑所用的器樂也略有出入

坐；中船四隻︑散載衆人；小船四隻︑一者護送︑二者以備雑
下午︑約莫離高家半里停宿・尤辰︵媒人︶先到高家報信・一面

咄！而樂器和傳統意識的関係︑也是當注意的問題・

新娘是﹁兜上方巾︑向母親作別﹂︑﹁送出門来︑上了轄子﹂・而到

賓相念起詩賦︑請新人上鶇・

而請新娘上轄時︑先是要﹁將酒飯槁賞了来人﹂︑接着︑

重鴫︒︵︽銭秀才錯占鳳凰濤︾︶

忙到轄前作揖︑念了詩賦︑請出轄来・衆人謙恭揖讓︑延至中堂

得樂聲脂耳︑門上人報道：﹁嬉客轄子到門了・﹂債相披紅播花︑

大排筵席︑親朋滿坐︑未及天晩︑堂中黙得薑燭通紅・只鶉

償相迦接・関於這以後的禮儀︑小説中講得比較詳細︑現列之於下：

當邇親的隊伍到了新娘家的門口時︑女方的鼓樂也吹奏起来︑由

安排親迦禮物及新人乘坐百花綏轄︑燈籠火把︑共有數百︒：．：︑

男有青絹媛鶇︑四撞四緯︑笙請鼓樂︑径望高家而来・
在︽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的﹁薄情郎﹂莫稽︑在迦親時則是・・

冠帯齊整︑帽播金花︑身披紅錦︑跨着離鞍駿馬︑雨班鼓樂
前導︑衆僚属都来送親︒︹弘︺

︽喬太守凱黙鴛鴦譜︾中迦親的情況是：

且説邇親的︑一路笙篭脂耳︑燈燭輝煙・⁝⁝
從以上這些描述中︑我椚可以看出︑當時迦親︑通常是男方派出
女方將新娘送上門的風俗︑比如︽銭秀才錯占鳳凰檮︾中説：﹁原来

了男家︑

鼓樂花轄前往女方︒︵這里想補充説明的是︑當時在江南地厘︑也有
江南地方婆親︑不行古時親迩之禮︑都是女親家和阿舅自送上門・女

賓相念了閾門詩賦︑請新人出了轄子・

瓶梅︾第九十七回︶這些禮儀︑井無什麿特殊之霊︑唯有抱甕瓶的習

時︑有的地方︑則有新娘﹁抱看甕瓶︑進入大門﹂的風俗︒︵見︽金

養娘和媒人等則在雨邊扶着︒︵以上引文見︽喬太守凱黙鴛鴦譜﹀︶此

迦親隊列中︑花轤︑燈籠等和後世的情況井没有大的匡別︑比較

慣︑頗為有趣・擴現代人類學者研究︑類似的風俗在太平洋的其他國

禮儀︒︹弱︺︶

親家謂之送娘︑阿舅謂之抱嫁・﹂但從一般情況来看︑這価非普遍的

迦親隊伍中的樂器︑其中都有﹁笙請﹂・此外︑︽李秀卿義結黄貞女︾

引起筆者注意的是鼓樂的情況・前面所引的三條資料中︑雨壷提到了

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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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再来看新娘的服飾︒︽張逹秀逃生救父︾中︑新娘是﹁鳳冠霞岐﹂・

明代小説中的婚姻風俗︵李慶︶

家也存在︹型︑水瓶被視為婦女生殖能力的象徴︑而這種古老的意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的新娘﹁用紅帖覆首﹂︑︽喬太守凱黙鴛鴦

︺

債相披紅喝禮︑雨位新人打扮登堂︑照依常規行禮︑結了花

︽銭秀才錯占鳳凰檮︾中的禮儀是：

後交拝禮畢︑送歸洞房倣花燭筵席・

掌禮人在機外喝禮︑隻隻拝了天地︑又拝了丈人︑丈母︑然

於拝堂︑︽金玉奴棒打無情郎︾中是這様嶌的：

下面︑我椚繼續探討小説中所見的拝堂︑入洞房的禮儀風俗・関

婚姻禮儀中︑也充分地反映出来・

在明代這様一個專制主義的封建國家︑服装的等級極為森巖這在

寺化﹂︹

鴛鴦文﹂︑六品︑七品為﹁雲霞練雀文﹂︑八品︑九品則為﹁繍纒枝

二品為﹁雲霞謹文﹂︑三品︑四品為﹁雲霞孔雀文﹂︑五品為﹁雲霞

男有具鵲規定・比如上面提到的﹁霞披﹂︑就因等級不同而異・一品

記載︑庶民婦女在成婚時︑服飾為﹁花叙大袖﹂・如為官吏之婦︑則

﹁戴着大紅錆金蓋献﹂・雛不甚詳細︑但可見大致・擴︽明史・禮志︾

譜︾中則是﹁鳳頭軽﹂︑﹁湘桾﹂・︽金瓶梅︾九十七回中的打扮是

識︑在不同的文化圏中存在︑對於研究太平洋人類文化的關係︑或可
作為参孜！

新娘接到︑便要進行拝堂成親的儀式了・而在此之前︑讓我椚先
来看看當時結婚的服装：
︽張迂秀逃生救父︾︵︽醒世恒言︾巻二十︶載：雨個進士成親時︑

是﹁烏紗緯抱﹂・

︽銭秀才錯占鳳凰檮︾中︑銭秀才結婚是﹁儒巾︑圓領絲維︑毫
靴・﹂

︽權學士權認遠郷姑︾中︑扮成書生的權學士結婚的服装也是：
﹁一頂儒巾︑一套儒衣・﹂

︽金瓶梅︾巻九十七講到落泊的陳經濟︑遇到成了守備夫人的春

梅︑被認作兄弟︑為他取親時︑也是﹁頭戴儒巾︑穿着青段圓領︑脚
下粉底毫靴・﹂

︽小夫人金銭贈年少︾︵︽二刻︾巻十六︶中的財主張員外結婚︑

則是﹁外穿紫羅杉︑新頭巾︑新靴新權﹂

以上︑大致可分為三種人︑官員︑儒生︑市民商人・他椚身价不
燭・

︽喬太守飢黙鴛鴦譜︾中的拝堂是：新人﹁進了中堂︑先拝了天地︑

一︑結婚時的服装也不相同・這和明代関於服装的一嚴格規定有関・明

太祖時就規定︑一般官服為﹁烏紗帽︑團領杉﹂︑而﹁品官見尊長︑

可見︑當時拝堂行禮︑當有三拝：天地︑父母︑夫婦對拝・関於

次及公姑親戚﹂︑再是雨人對拝・

白複︑烏馬︑侃綬︑其衣裳去縁撰﹂︑︺可見進士等在結婚時用絲色

這一黙︑︽明史・禮志︾中未見具禮規定︑而後世流行的禮儀︑也因

用朝君公服︑於理未安・宜別製梁冠︑緯衣︑緯裳︑革帯︑大神︑大
衣乃是合乎明代禮制的・而儒生的服装︑為﹁青圓頂﹂儒服︑但規定︑

不僅隻和個人有関︑而且包括對家族︑對祖先的崇敬・人椚是從宗族

地厘而梢異弱︺︑但不論恵腰説︑有一鮎是肯定的︑那就是︑禮儀
︺

﹁庶人婚︑許假九品服﹂︹理可見那些儒生結婚服飾︑也是合制的・
至於財主服紫羅杉︑恐舶也是依照當時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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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延續︑是從家族的一价子的角度来考盧婚姻的・

拝堂完畢︑新婚夫婦便進入洞房・関於洞房的布置︑様︽明史・
親迦前一日︑女氏使人陳設於堵之寝室︑俗謂之舗房・

禮志︾載：

也就是説︑新房由女方負責舗陳・這一風俗︑直到近代︑在中國江南

之西北︑堵從者執巾進水以沃之・盟畢︑各就座︑堵東︑婦西・

塞食案︑進酒︑進饒・酒食誌︑復進如初・侍女以雪注酒︑進於

堵婦前・各飲畢︑皆興︑立於座南︑東西相向︑皆再拝︒︹包

除了夫婦相互間的禮儀以外︑當時有的地方還有所謂﹁閾房﹂之

徽人風俗︑專要闇房妙新郎︑凡親戚朋友相識的︑在住虚所

俗・比如︽韓侍郎脾作夫人︑顧提控橡居郎署︾︵︽二刻︾巻十五︶載

前一日︑女家先往男家舗房︑掛帳帽︑舗設房奮器具︑珠寶

在︑聞知婆親︑就携了酒梼前来穗慶・説話之間︑名為祝頌︑實

地厘依然流行︑様︽中華全國風俗志︾記載︑江断地厘結婚：

首飾動用等物・以至親屋舗房備禮︑前来暖房・又以親信婦人與

半帯笑要︑把新郎漉得燗酔方以為樂・

或塗瞼扮女︑装成妖醜之態︑戯弄新人︑或搦足着手︑口講

這種風俗到近代也価流行・様︽中國風俗志︾載︑在閼房時︑

嫁女使君守房中︑不令外人入房︑須待新人入︑方敢縦歩往来・
這里所述︑當然是有銭人家的情況︑但由此可窺見風俗傳承・

新人進入洞房︑主要的禮儀︑是夫婦雨人間相見和吃合耆酒・関

這實際上是古代性禁忌風俗的孑遣︑在民俗學和文化人類學的領域︑

如何喧閾︑主人不但無言︑且以為愈闇愈發︑喜可加倍焉︒魂︺

瀞戯之談︑種種與趣︑出入意表︑無非意欲引新娘一笑耳︒無論

﹁伴娘替新娘卸了頭面﹂︵︽銭秀才錯占鳳凰檮︾︶；新郎之母﹁自

於除去新娘頭蓋︑小説中這様描嶌：
己引新人進新房中去︑掲起方巾﹂︵見︽喬太守凱黙鴛鴦譜︾︶這和後

恨値得進一歩探討・

普遍︑在此不叙了・

時︑有的明代小説中還記有﹁鶏房﹂之俗︑因非属正式禮儀︑且並不

至此︑親迺嫁婆的禮儀基本上結果︑新郎新娘可以就寝・就寝

世流傳的由新郎︑或由其他人在拝堂時挑去的倣法不同︒届︺

新郎新娘在洞房中︑要坐帳︑吃合雪酒︒︽金瓶梅︾九十七回載
春梅安他雨口兒坐帳︑然後出来︑陰陽生撒帳畢︑打發喜銭

的儀式︑史書中有明確規定︹聖︑而會親和宴請親戚之事︑在明代

成親以後︑要見宗廟和會親・見宗廟之禮︑當然是士紳官筐人家

︽察瑞虹忍辱報儲︾︵︽醒世恒言︾巻三十六︶説到朱源與察瑞虹結婚︑

小説中屡有記載・此如︽銭秀才錯占鳳凰檮︾中記載︑在結婚的次日︑

出門・

有在新房中﹁設下酒席﹂的情節；︽唐解元一笑姻縁︾︵︽警世通言︾

都來相見︑﹁内外親戚喫慶喜筵席︑大吹大播︑直飲到晩﹂的記述；

有﹁慶賀筵席﹂；︽喬太守凱黙鴛鴦譜︾也有成婚第二天︑親戚女春

一

︽劉小官雌雄兄弟︾中有花燭成親以後︑﹁大排筵席︑廣請郷里﹂的

巻二十六︶載：﹁鼓樂引至新房︑合吾成婚﹂・而這時的禮儀︑︽明
入室︑婿盟於室之東南︑婦從者執巾進水以沃之；婦盟於室

史・禮志︾中有較詳細的記載：

九

97

明代小説中的婚姻風俗︵李慶︶

場面；而︽金瓶梅︾九十七回也説道︑成親以後︑﹁在府厩後堂︑張
族中的成員︑成婚的禮儀大致完成了︒

筵桂練︑鼓樂笙歌︑請親春吃會親酒・﹂這以後︑新娘便成為男方家

︹注樺︺

如此・

︹１︺比如︑三十年代出版的︽中國婚姻史︾︵陳顧遠著︑商務印書舘版︶︽中華
全國風俗志︾︵胡撲安編︑一九八五年上海書店影印本︶中的資料︑便是

︹２︺参見内田道夫編︽中國小説の世界︾︵講談社︑東京︑一九七六年版︶第
三章所收︽人生の萬華鏡﹀一文・︽三言︾指明代嬬夢龍所編︽古今小説︾
︵又名︽嚥世名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指明
末凌濠初所編纂的︽拍案驚奇︾和︽再刻拍案驚奇︾・
︹３︺︽儀禮・士昏禮︾﹁下達︑納采用鴫﹂條貫公彦疏日﹁昏禮有六﹂︑為納采︑

問名︑納吉︑請期︑親迩和納徴・這當反映中國古代婚姻禮儀的不同階
段・而到明代︑則略有愛化・比如︽明史・禮志︾﹁庶人婚禮﹂條載﹁朱
子︽家禮︾無問名︑納吉︑止納采︑納幣︑請期・洪武元年定制用之・﹂
︹４︺見︽禮記・士昏禮︾・這個思想︑可以説是整個古代中國婚姻的基本思想・

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而買公彦疏日﹁下達者︑謂未行納采已前︑男父
先遣媒氏女氏之家︑通辞往来・女氏許之︑乃遣使者行納釆之禮・﹂可

︹Ⅳ︺同上書下篇巻四︑斯江﹁海蜜風俗記﹂及﹁薫山問俗記﹂等・

可以由媒人 作 中 介 ・ 説 見 下 文 ・
︹６︺直到中華民國時代︑価認為媒灼為婚姻的必要條件・参見︽中國婚姻史︾
第四章︽婚姻的成立﹀︑第三節・
知庶民婚禮亦然・

︹７︺不僅品官︒︽明史・禮志︾﹁庶人婚禮﹂條下有日﹁略倣品官之儀﹂︑可
︹８︺見︽醒世恒言︾巻十︽劉小官雌雄兄弟︾・

︹９︺見︽中國婚姻史︾第四章第三節︽婚姻之意責問題︾︒

︹〃︺擴︽儀禮・士昏禮︾實公彦疏日︑所謂納徴者︑納聡財也︑﹁徴︑成也﹂︑

明集禮︾・

︹皿︺︽中國婚姻史︾第四章︽婚姻的成立︾第四節︽婚姻之程序問題︾引︽大

︹別︺参見注鐸︹３︺・

川昌久鐸東京︑弘文堂刊︽人類學ゼミナール︾本︑一九八七年五月版

ｇＱｇｇｇ胃甸匡置ｇ画呂宍四言目唱目頤三．蜀昂＆日目︶田村克己︑瀬

︹岨︺参見Ｍ・フリードマン著︽中國の宗族と社会︾第二章︵○三月附匡ｐ８鴨

︹肥︺参見基辛著︽當代文化人類學︾第十四章︒︵○巳百国一目ｓｇｇさ喝四
○目蔚日９国ご穏刷月凰弓の罰．︻用四局︶陳其南校訂︑干嘉雲︑張恭散
合鐸︑台北︑巨流圖書公司印行︑一九八一年三月版・

︹略︺見︿中華全國風俗志︶上篇巻三所引・

又参見︽中國婚姻史︾第四章︽婚姻成立︾中第四節︽婚姻的程序問題︾・

︹巧︺宋呉自牧︽夢梁録︾巻二十便有宋代媒人以﹁草帖子﹂送干男家的記載・

︹Ｍ︺見︽四部叢刊三編︾本︽天下郡國利病害︾第六冊蛇頁・

年第二期・北京書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略︺参見伍鉄︽明代中叶差役改革試論︾所引・此文載︽文献︾雑誌一九八六

︹皿︺當時︑官鶯的紡織行業中︑允許世襲的１匠以銀代勢・参見胡寄宙著︽中
國經濟思想史︾下巻︑︵一九八一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Ⅱ︺参見︽中國小説の世界︾後附︽小説年表︾・又︑︿三言︾中各篇作品産
生的時期並不一様・所引諸篇︑︽雨縣令競義婚孤女︾雛説講的是五代時
事・但當為明代擬話本︒︽銭秀才錯占鳳凰檮︾開頭引用元代許謙詩︑
︽宋小官團圓破蔑笠︾明言為﹁正徳年間之事﹂︑倶為明代作品・︽張古
老種瓜婆文女︾原為宋代所作︑但文字上也有修改・

的・

年以後︑官員俸禄︑以六銭五分銀折合米一石的債格︑基本上是相當

具禮描嶌明代嘉靖年間生活的︽徐老僕義憤成家︾︵見︽醒世恒言︾巻三
十五︶中所見的米債而言︑一雨銀子為﹁三担﹂︑或﹁一雨二銭一石﹂︵因
地厘和收成好墳而浮動︶・這個債格與︽明史・食貨志︾中所載成化十六

︹刑︺這個問題可以從雨方面來認識・第一︑理論上説︑文學作品是現實生活
的反映︑具禮的生活細節和現實生活不應相差太遠・第二︑就︽三言︾中

九

見︑在行﹁納釆﹂之前︑必有交渉︒至於這種婚姻意向的溝通知確認︑従
明代小説中反映的情況来看︑未必一定是由所謂﹁媒人﹂来進行・當然也

︹５︺︽儀禮・士昏禮︾﹁昏禮・下達納采用鴫﹂︑鄭玄注日﹁將欲與彼合昏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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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納聰財而後婚成︑︽春秋︾則謂之納幣・見﹁下達納采用鴫﹂條・

︹訂︺見︽太平御寶︾巻五八一︽樂部十九︾所引・

可見在當時的社會観念中︑価以比為貴・

間用紫服・

︺見︽明史・輿服志三︾︑又︑参見︽三才圖會・衣服二巻︾・

︹蛆︺此為斯江湖州風俗・此外江西︑峡西等地也有類似風俗・筆者以為︑這
實際上是一種古代性風俗的孑遺・関於這個問題︑可参見栗原圭介著︽古

︹卿︺見︽明史・禮志︾﹁品官婚禮﹂・明代庶人婚禮和品官略同・

以秤或機杼挑去蓋頭﹂・而海寶風俗︑則用甘鳶挑蓋頭・

︹妬︺︽中華風俗志・下篇巻四︾載湘江杭州的婚姻風俗︑是由﹁男家隻全女親︑

是相同的・

︽杭州府志︾云・﹁堵婦行交拝禮・合吾後︑盛服出奔翁姑﹂︒又︑而︽臨
憧縣志︾云︑﹁親迩︑入門拝祖先﹂︒︵以上倶見︽中華風俗志・上篇︾
所引︶可見各地禮儀井不一致︑但其基本黙︑即對祖先・宗族的崇敬︑則

︹妬︺比如︑︽巖州府志︾載︑親迺嫁嬰︑﹁有即日出拝公姑︑亦有三朝拝者﹂・

︹

︹蝿︺同上・明朝規定﹁官吏衣服︑帳帳︑不許用玄︑黄︑紫三色﹂而﹁民間婦
人禮服惟紫繩︑不用金繍︑抱杉止紫︑緑︑桃紅及諸淺淡顔色・﹂殆民

︹蛇︺同上・

︹似︺見︽明史・輿服三︾

之事時︑丈夫對地最巖属的霊罰︑就是打砕地的水瓶︑而婦女對水瓶被
打破比肉禮受欺凌更為生氣．︵見︽現代文化人類學︾第二十章︽世界観
與文化的整合︾︶這種原始的観念寛然和中國傳統風俗有着某種類似之
虚︑實在是一個恨有趣且値得研究的現象・

類學者馬林諾斯基︵三四言︒言の蚕︶的調査︑凡是婦女有好情或其他不軌

︹㈹︺比如︑位於新几内亜附近的初歩藺等島上的部落居民︑根擴近代文化人

所用樂器也略有不同・

︹銘︺︽毛詩・鹿鳴︾日﹁我有嘉賓︑鼓惹吹笙﹂・又︑宋代秦観︽准海集︾巻
八︽蓬莱閣︾詩日﹁七州和氣入萌笙﹂︑倶是其例・
︹釣︺見平凡社出版・青木正兒・内田道夫所編︽北京風俗圖譜︾内所載迩親圖
中︑便無箭・中川忠英等編︽清俗紀聞︾中則注明五名鼓樂力﹁横笛︑雲
鍵︑月鼓︑笙︑管請各一﹂・此主要為南方習俗・或地域︑時代不同︑

︹調︺見︽説文解字注・五篇上︾經駒櫻版・

︹羽︺︽中國婚姻史︾第四章第四節︽婚姻之程序問題︾中引述明清律日婚姻應
在隻方願意的基礎上・﹁與媒灼嶌立婚書︑依禮而行嫁婆・﹂︽中華全國風

字︒

俗志︾下篇巻四・講到漸江杭州薑式婚婆之禮時︑也談到在女方送﹁草
帖﹂︑男方問卜確定以後︑要有﹁定帖﹂方成婚︑這也是婚書之類的文
︹別︺︽補訂中國法制史研究︾︑仁井田陞著︑日本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八一年
一月版・

︹路︺︽清俗紀聞︾︑中川忠英著︑孫伯醇︑村松一弥編・平凡社版︽東洋文庫︾
一九七一年七月再版本・
︹別︺参見注︹羽 ︺ ・

︹〃︺宋張君房︽雲笈七識︾巻四十七︽秘要訣法︾・
︹肥︺関於古代﹁莞﹂刑︑参見︽漢書・刑法志︾・曹操以髪代首的故事見︽三
國演義︾第十七回・晴実事︑見︽紅櫻夢︾第七十七回・関於此類風俗︑
可参見︽髪須爪ｌ関於宅椚的迷信︾一書・江紹原著︑上海開明書店︑
一九二八年版・

︹羽︺見︽明史・列女傳︾楊玉英是受贈以後︑其夫﹁有非意之獄﹂︑而彰氏則
是未嫁而其夫卒・此二人倶不男嫁︑以死殉節・
︹別︺見︽太平御寶︾巻二十七・︽時序部十二・冬下﹀・関於中國古代的﹁月
令﹂思想︑可見︽禮記・月令︾︑︽呂氏春秋︾十二紀︑︽准南子・時則
訓︾・又︑小野澤精一︑福永光司︑山井湧等編嶌的︽気の思想︾一書
中︑有比較明確的論述︑可参見・
︹別︺見︽儀禮・少牢韻食禮︾﹁日用丁巳﹂條下疏・

︹犯︺︽三才圖會︾︑明王垳︑王思義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有影印
本・

︹羽︺見︽三才圖會︾時令巻四・其詳細列有﹁天地始終消息圖﹂︑﹁甲子等六
十年神方位之圖﹂︑﹁十二月方位之圖﹂︑﹁天運星黙直日之圖﹂等圖表︑

︽嫁婆周堂圖﹀等也載其中︑當時人即擴此推断時日的凶吉・
︹別︺小説中︑莫稽乃是入贄・但其服飾等︑當和迺親井無大匡別・
方迩婆︒且︽銭秀才錯占鳳凰傳︾中︑女方為了跨耀︑也定要男方邇婆︑

︹弱︺比如︑從︽中華全國風俗志︾中所引的地方文献及調査状況来看︑多為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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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国婚姻制の禮理念と形態︾第八章・
︹蛆︺︽明史・禮志︾﹁品官婚禮﹂條︑関於婚禮次日﹁見宗廟﹂禮儀︑有詳細記

叙︑可参見・而有﹁宗廟﹂者︑自當為変葉顯貴之族︑非一般細民百姓所
能具︒

口婚姻和社會
下面︑我椚再從婚姻和社會的関係的角度︑来探討一下明代的婚
姻観念︑婚姻状況以及婚姻與家族財産等問題・這些問題在明代小説
中也有不少反映・

婚姻観念︑包括悪様看待婚姻以及與此有聯系的樺偶標準這様雨
個方面・作為整個中國對建社會中婚姻観念的一部分︑明代社會的婚
姻観念當然無法完全脱離傳統思維権架的束縛︑但在男一方面︑右又
帯有相當的時代特黙︑表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清新色彩︒

①悪様對待婚姻・明代小説中最常見的就是：婚姻命定︑從一而
終以及養兒防老的思想・

命定思想的表現：
在︽宣徽院仕女鍬篭會︑清安寺仕女笑啼縁︾︵︽初刻︾巻九︶的

開頭︑有這様一段話：

話説人世婚姻前定︑難以握求・不該是姻縁的︑随作用壼機
謀︑壊壼心術︑到底没收場・及至該是姻縁的︑錐是被人板障︑
受人離間︑却又散的弄出合来︑死的弄出活来・
︽李玉英獄中訟冤︾中日：

俗語云︑姻縁本是前生定︑不許今人作主張・
︽葬兒郎驚散新鶯燕︑龍香女認合玉蠣畭︾︵︽二刻︾巻九︶中詩日：

世間多好必多磨︑縁未来時可奈何．

九四

︽滿少卿飢附飽鴎︑焦文姫生仇死報︾︵︽二刻︾巻十二中也有詩：

世事從來無定︑天公任意安排・

︽宋小官團圓破蔑笠︾中日：

不是姻縁莫彊求︑姻縁前定不須憂・

︽陶家翁大雨留賓︑蒋震卿始言得婦︾︵︽初刻︾巻十二︶開頭載：

︽滕大尹鬼断家私︾中構：﹁姻縁前定︑一説便成﹂・

詩日：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一時戯語︑終身話柄・

説説人生萬事︑前數己定︑儘有一時間偶然戯哩之事︑取笑

之話︑後邊照應將来︑却象是個識語響卜︑一毫不差・乃知當他

戯笑之時︑暗中已有鬼神倣主︑非偶然也・

其他類似的表述︑在明代的小説中可以説比比皆是・從以上的資料

中︑我椚可以看到︑命定思想在當時社會︑尤其在一般的庶民中是被

作為一種理所當然的前提来看待的︑因而小説也雲︑説話也里︑都在

這様的基礎上来加以閏發・其次︑婚姻的命定観念是人生命定思想的

組成部分・既然人的一生︑世間萬事︑包括﹁一飲一啄﹂﹁一時蔵語﹂

都是前世命定︑﹁一毫不差﹂︑那睡︑婚姻這様的人生大事︑還會有

什麿例外鳴？那腰︑人的一生是由什公来﹁定﹂的泥？回答有各種各

様・有的是﹁前世﹂︑有的是﹁天公﹂︑有的則是﹁鬼神﹂・明代的

統的﹁死生有命﹂︹２︺思想︑佛教的輪廻観念︑以及道教中的神霊︑

社會思潮︑表現出握烈的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傾向︑︹１︺儒家傳

交融涯合︑在知識价子中也廣為流布︹３︺︑而這種思想擴散樛透到

社會的底層︑與各種傳統的風俗︑観念惨合在一起︑在民間就表現為

命定思想而盛行・既然知識階層也宣揚︑相信︑那磨︑這被視為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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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理︑也就不足為奇了・當人椚還虚於一種無法自由支配自己的時

意三心︑自胎後悔・

世上婦人︑事夫壼道︑同甘共苦︑從一而終；体得慕富嫌貧︑雨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那位被﹁薄情郎﹂推到水中︑差黙送了命的金

代︑當婚姻完全被宗族的禮法所束縛︑被父母︑親属乃至官府根檬他
椚的利益加以權衡来組合之際︑也就是在當事人完全被剥奪了決定自

玉奴︑當談到再結婚時還説・・

莫郎嫌貧棄賤︑忍心害理︑奴家各壼其道︑豈肯改嫁︑以傷婦

奴家雛出寒門︑頗知禮數・既與莫郎結髪︑從一而終・錐然

己婚姻︵其實不僅是婚姻！︶權利的時候︑經歴了人生的炊珂︑認識
到自己主観的努力︑個人的力量實在極其微不足道︑因而放棄自己主
観的追求︑在現實的命運面前低下頭︑任囑生活的波濤把自己帯到任

鎖錬・這種思想在明代流行︑當然和理學握調﹁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從一而終的思想︑對於封建時代的婦女而言︑是一根致命的精神

告即？︑

的思想擢輯・這様的観念世俗化︑在婚姻観上顯現出来︑也是恨自然

何地方︑在荘莊的無窮壼之中肌以寄托︑這幾乎是一切宿命論者共同
的・可以説︑這種想法︑不僅在明代︑而且在整個中國歴史中︑都是

的貞操観念有密切聯繋・在明代︑由干統治階級大力宣揚這一思想︑

婦之多︑在歴代史書中︑竿有其比・在以男性為中心的宗法制度中︑

褒奨貞婦烈女︑就使之更加挺濫・翻閲一下︽明史・列女傳︾︑殉節

頗有市場的・

︽宋小官團圓破蔑笠︾中的劉宜春︑對於自己的丈夫遇害︑地的

握調婦女的順從和依附︑乃是必然的結果・即使有時婦女要沖決這種

從一而終的思想：
態度是・・﹁既倣了夫妻︑同生同死﹂︑﹁丈夫是終身之孝﹂︑要為丈

秩序︑在整個宗法的鵲系面前︑也會過到地椚意想不到的麻煩・在繼

承問題上︑地椚會面臨母家和夫家的選澤ｌ整個社會和歴史的延

夫殉節・

續︑是以長子繼承這種宗法禮系為基盤的︑某一個人或家族的改蕊︑

並不能動揺整個社會的基盤・歴史上︑武則天運用地的權利︑在一定

從没見好人家女子喫雨家茶・貧富苦樂都是命中注定︑生為

︽陳多壽生死夫妻︾中的朱多福︑當別人勤地男澤夫婿時説：
陳家婦︑死為陳家鬼・

︽宋小官團圓破蔑笠︾在講到劉翁對女兒婚事的考慮時云：

養兒防老︑傳宗接代的思想：

消亡︑有待干這種社會基礎的根本改造・

産生︑却有其必然性・も札根於中國社會的細胞ｌ宗族之中・も的

的無可奈可︒︹４︺從一而終的貞操観念︑無疑是不合理的︑但宅的

那残留至今的﹁無字碑﹂︑在某種程度上也正反映了地在這個問題上

程度上程調以地為中心︑但在最終︑冊不得不回到李氏宗族之中︑地

一女不喫雨家茶︑勤郎在︑奴是他家妻︑勤郎死︑奴也是他

︽大樹玻義虎送親︾中的潮音也説：

家婦︑豈可生死二心！

枝在塙東花在西︑自從落地任風吹・枝無花時還再發︑花若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的一開頭︑就有如下一段説教・・

離枝難上枝・這四句︑乃昔人所作︽棄婦詞︾︑言婦人之随夫︑
如花之附於枝；枝若無花︑逢春再發・︲花若離枝︑不可復合・勤

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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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小説中的婚姻風俗︵李慶︶

自家年紀漸老︑止有一女︑要求個賢婿以葬終身：．⁝
︽韓侍郎脾作夫人︑顧提控橡居郎署︾

要把女兒嫁個人家︑思量葬他過下半世
︽滿少卿飢附飽鴎︑焦文姫生仇死報︾

焦大郎不肯輕許人家︑要在本虚尋個衣冠子弟⁝：︑

最可表現這種思想的作品︑大概要數︽李克讓寛達空函︑劉元普隻生
員子︾了︑小説説到劉元普在為祖先上墳時吟詩日：
堪憐弘敬年垂逼︑不孝有三無後大・⁝⁝今朝夫婦拝墳螢︑

他年誰向墳螢拝？膝下藷條未足悲︑從前血食何容交・
而其妻則勤他説：

九六

説中還有閃礫着當時時代特色的東西︑那就是在相當程度上對人的慾

比如︑︽大姐魂勝完宿願︑小嬢病起續前縁︾︵︽初刻︾巻二十三︶

望︑對人的性愛的肯定和頌揚︑對於沖破封建禮教行動的賛許・

中︑有這様的話：﹁要知︵興娘︶只是一個﹃情﹄字為重︑不忘崔生︑
死回生的巨大力量・

倣出許多事禮来︑﹂表示了対﹁情﹂的賛許︑﹁情﹂在這里具有着起

又比如︑︽蒋淑真刎頸鴛鴦會︾中︑引用了這様一段民歌：

二十去了廿一來︑不倣私情也是呆︑有朝一日花容退︑隻手
招郎郎不來・

這更是明顯表現了對於青春欲情的肯定︑表現了對傳統婚姻観的反撲

在︽蒋興寄重會珍珠杉︾︵︽古今小説︾巻二︑︽張舜美燈宵得麗女︾︑

産生這些新的思想因素的原因︑不少研究者都作了闘述︹６︺︑

妾身縦不能生育︑當別婆少年為妾︑子嗣尚有可望︑

就其主要的来説︑一是當時商業和都市活動的與盛・金銭以其不可抗

︽實油郎濁占花魁女︾︑︽喬太守凱鮎鴛鴦譜︾︑︽玉堂春落難逢夫︾︑

於防老︑還在於﹁傳宗接代﹂・中國明代社會的基礎︑価是以血縁維

婆鳩嫁女︑當然就要注視這一鮎︒然而︑在男一方面︑養兒又不僅在

拒的力量︑漸裂着宗法禮教的法網・︽寶油郎濁占花魅女︾中的花魁

以後劉元普的積徳為善等等︑其根源倶在於此・從上述材料看来︑當

系的宗族・這様的宗族要維持延續︑就必須遵循一定的繼嗣

女︑︽杜十娘怒況百寳箱︾中的杜十娘︑壼管地椚的結果迦然相反・

︽唐解元一笑姻縁︾︵︽警世通言︾巻二十六︶中︑也都可以看到這様

ａ隅８三︶法則︑這種法則必然要規定明確的繼承權︑﹁只讓少數後

但地椚都能依案金銭的力量為自己﹁蹟身﹂︑不正反映了金銭在當時

時人考慮結婚︑往往着眼自己晩年的生活保障・在没有社會保瞼的情

代有繼承權・最常見的繼嗣原則是父系制度︵冨三言の巴壷琶呂ｅ﹂

社會中的作用鳴？這種情況在對人身束縛極其巖密的時期︑恐伯是不

的思想因素・

︹５︺・中國的宗子繼承制・即嫡長子繼承制︑也就是這様的一種法

太可能的咄・而都市的繁盛︑才使得脱出了宗族網羅的年青人有得以

況下︑家族以及子女是晩年人生保瞼的一種重要手段・恨多人結婚或

則・由此我椚也可以更加明確地認識到傳統的婚姻観念實質上是以宗

如果不是在都市與盛的時期︑也不太可能逃之天天︑成其良縁咄？男

生存的空間和活動的餘地︑︽張舜美燈宵得麗女︾中的張舜美和素香︑

如果説︑從明代小説中反映出来的上述婚姻観念是最基本的一

一個原因︑則是當時作為統治思想的理學本身的分化・明代中期逐漸

族関係為基黙發展起来的・

面︑是當時社會中的主流︑那磨︑與此同時︑我椚也可以看到︑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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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陽明學中激進的主張︑比如李卓吾等︑講求穿衣吃飯︑便是天理

與起的陽明學︑表現出對正統﹁理學﹂的沖突・其風潮到晩明時期尤

中︑湧現出大量性的描嶌︑也就不足為奇了・

一方面︑文人士大夫也以縦情享樂為時尚︹型︑因而在當時的小説

應當特別指出的是︑當人椚讃了這様的描嶌以後︑固然會有一種

發之情︵對此︑當然不必象道學家那様僅斥之為淫談義語︑或應當看

沖決了禁慾主義藩雛的淋璃之感︑有一種突破了抑制的肉慾横流的野

︹７︺︑肯定人的本性︑這和官方理學所渥調的﹁存天理︑減人慾﹂
︹８︺的對立︑是顯而易見的・凌濠初在︽二刻拍案驚奇︾中︑收録了

到其反映﹁人性﹂的一而︹型︶︑但是︑如果我椚冷静地思考一下︑

一篇︽硬勘案大儒孚間氣︑甘受刑侠女著芳名︾︵巻十二︶︑把朱喜描
嶌成了一個利用權勢以報私雛的小人．︐︽三言︾的編者嬬夢龍編有︽王

約束被打破後︑當時不可能理性地表現一種現代人所具有的燭立人格

就可以感覺到︑這中間有看一種失去平衡的逆反心理Ｉ在蕾的道徳

意識・那種非理性的沖動錐帯着一種灼人的熱情︑但顯得那磨軍薄︑

陽明靖難録︾︑把王陽明塑造成一個順天時︑建奇動的偉人︹９︺；充

那磨短暫而不充實︑訣乏昇華了的感情和理想人格的支禅・當一個社

分地説明了當時社會上陽明學風行的情況・當統治思想發生蕊化︑出
現裂痕之際︑整個社會的債値観念和心理状況也就發生愛化・反映人

會還没有新的可支撞起人生的精神力量時︑即使衝破了薑的名教倫

在明代小説関於性的描嶌中︑我椚也可以多少地感受到這一鮎！

理︑往々會短暫地走向男一個極端︑然後又回落到原来的枢架之中・

的本能的各種意念︑便從況重的正統観念椥鎖的縫瞭中洩漏而出︑發
與上述情況有密切関係的現象︑是明代小説中大量赤裸裸的性描

展起来・明代小説中的情況就是如此・

嶌・婚姻是雨性的結合︑有的文化人類學者冷静地分折指出︑婚姻總

首先看女子揮婿・就社會地位和家族情況等方面的條件而言︑可

②揮偶標準

兒﹁揮個出人頭地的丈夫﹂︑而張孝基﹁世代耕讃︑家頗富饒﹂︑﹁相

︽張孝基陳留認舅︾︵︽醒世恒言︾巻十七︶中談到︑過善要為女

以從以下資料中略見一斑：

包括社會性質和自然生理這様雨個方面的因素︹︑︺︑中國傳統的婚
言︾︑︽二拍︾等小説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對於傳統観念的反溌︑因

姻観念︑猩調的是社會因素︑完全無視人本身的意慾和要求︒︽三
而渉及到性的因素︑對此加以適當的肯定︑也是必然的・

貌魁梧︑人物濟楚︑深通古今︑廣讃詩書﹂︑所以被看中・

問題在於︑我椚閲讃明代小説時︑會發覚那時對於性的描嶌是那
様放縦騨揚︑同性感︑性愛態在小説中那腰毫無遮掩地表現出来︑這

︽李玉英獄中訟冤︾講到千戸李雄要續婆時説：

顧余事見女婿窮得不象様︑遂有悔親之意︑與夫人孟氏商議

︽陳御史巧勘金銀細︾中則有嫌貧的故事：

進門就構妨妨︑誰個不肯？

那些人家聞得李雄年紀上有三十来歳︑又是錦衣衛千戸︑一

是為什麿泥？関於這方面的專門論著︑有着各種不同講法︑筆者以
為︑這和當時的社會風尚有関・嘉靖皇帝﹁崇尚道教︑享祀弗經﹂
面︺︑以修道採納為業︑最後以誤服金石而亡冠︺︑因而男女交接
之術︑與道教的採陰補陽諸説︑流布天下︑人不謹言・這在︽甑監生
浪呑秘要︑春花女誤洩風情︾︵︽二刻︾巻十九︶中可以窺見一斑・男

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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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

賛︑説他定有科甲之分・放着悠般目知眼見的到不嫁︑難道到在

明代小説中的婚姻風俗︵李慶︶

道：﹁魯家一貧如洗︑眼見得六禮難備︑婚婆無期︑不若別求良

事之︒

千百中難遇此一人・可惜是市井之輩︑若是衣冠子弟︑情願委身

難得這好人︑又忠厚︑又老實︑又且知情識趣︑隠悪揚善︑

︽責油郎燭占花魁︾中的花魁女美娘︑在澤婿時想：

從根本上来看︑也還是受到當時一般的﹁唯有請書高﹂観念的支配・

這比前面提到的那些唯門閥和地位是從的勢利眼光當然要好得多︑但

那些酒包飯袋里去捜筧？

︽張迂秀逃生救父︾中那個瑞姐︑也有類似的議論・・

姻︑庶不誤女兒終身之托﹂・

葱着我椚這様的人家︑妹子悠般容貌︑伯没有門當戸對人家
来倣親︑却與這木匠的兒子為妻？豈不埋辱門風︑被人恥笑！
︽間雲庵玩三償冤債︾中談到的揮婿要求︑比較明確：
一要當朝將相之子︑二要才貌相當︑三要名登黄甲・

可見︑家族的門第︑本人的地位︑財産的多少及個人的能力乃是揮偶

此後︑經遇一段波折︑認識到交性的﹁衣冠子弟﹂︑﹁都是豪華之輩︑

酒色之徒﹂︑只有寶油郎是﹁志誠君子﹂︑故決心嫁他・地的想法︑

時主要的考盧因素・

男子揮妻的標準也大致如此・請看如下記載：

在開始時︑尚受當時世俗債値観念的束縛︑後来則終於突破了狭隔的

在澤偶時︑除了上述的家族︑地位︑財産︑人品等因素以外︑當

然也還有對外貌的選揮・從小説関於這方面的記述中︑我椚可以看到

日

巴１．

枢権・這恐伯正是當時市民地位有所提高︑社會観念有所褒化的反映

︽蒋與寄重會珍珠杉︾中談到當時揮偶風氣時云：

若干官苣大戸人家︑軍棟門戸相當︑或是貧他嫁資豐厚︑不
分毫白︑定了親事・
︽李玉英獄中訟冤︾中向人介紹女子情況時云・・

生得有六七分顔色︑女工針指︑却也百伶百剛・

可見在選揮女子時︑家景︑地位和財産十分重要︑而女子的家庭操持

等以外︑更常見的形象在小説中是這様描嶌的・・

對於男子外貌的描述︑除了前面提到的﹁相貌魁梧﹂・﹁人物濟楚﹂

當時審美観念的一個側面・

乃是家族的選澤和結合︑因而利益関係被作為首要考慮的因素︑也就

能力︑也是被重視的因素・如前所述︑當時的婚姻︑就其本質而言︑

不是奇怪的事了・而且可以説︑在人類完全進入理想境界之前︑上述

生得粉瞼朱唇︑如美女一般・

︽雨縣令競義婚孤女︾中説男子之美：

生落唇紅歯白︑生成眼秀眉清・

︽銭秀才錯占鳳凰濤︾中描嶌秀才銭青﹁一表人材﹂︑其相貌是

那些因素也都會在婚姻考慮中發生作用︑只表現的形態各異而已・但
是︑在明代小説中︑我椚也確實可以看到一些超越了世俗狭隔偏見的

常言道：會嫁嫁對頭︑不會嫁嫁門櫻・⁝⁝他錐是小家出

︽喬太守飢鮎鴛鴦譜︾中的玉郎是︒

事例・此如︽張孝基陳留認搭︾中︑就有這様一段話
身︑生得相貌堂堂︑人材出衆︑且又肯請書︑倣的文字人人都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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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良玉礪成︑白粉團就・
︽陳多壽生死夫妻︾中講到陳多壽未病時的相貌是：

面如傳粉︑唇如塗朱︑光着読一般的青頭︑露着玉一様的撤手・
︽玉堂春落鶏逢夫︾中的公子是：

眉清目秀︑面白唇紅︑身段風流

可見︑當時社會上流傳的所謂美男子︑實際是一種繊柔︑細臓︑清秀
的形象・就總禮而言︑鉄乏一種陽剛雄潭的鬚眉之氣和勁挺開潤的風

度ｌ至少︑筆者是這様感覺的・
而當時美女的形象又是如何泥？
︽銭秀才錯占鳳凰檮︾中那位高小姐是：

面似桃花含露︑禮如白雪團成・眼横秋水黛眉清︑一指尖尖
春箏・

︽陸五漢硬留合色軽︾中壽兒的形象是：
面如白粉團︑髻如烏雲繧・
︽呉衙内郷舟赴約︾︵︽醒世垣言︾巻二十八︶中秀峨小姐是：

秋水為神玉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
︽蒋淑真刎頸鴛鴦會︾中的蒋淑真是：

瞼付桃花︑比桃花不紅不白︑眉分柳葉︑如柳葉猶細猶喜・

其特黙価是繊細︑柔弱・在這里︑盛唐之際那種方面大耳︑圓瞼濃眉
不見了︑餘下的隻是桃面柳腰・聯想到對龍門石窟的巨大佛象的崇敬
︑愛成為唐寅︑文徴明等南宗山水画的流行；漢魏之際石門頌︑秦山

刻石等豪逼字鵲︑演愛成董其昌的撫媚鮫麗︑我椚不是恨可以禮會到
妃︑以地的肥胖而言︑在明代要伐一個婆家︑也要費一黙周折了！

數百年間中国社會美的観念的蕊遷鳴？唐代被譽為傾城傾國的楊貴

以上︑我椚簡軍地叙述了明代小説中反映出来的婚姻観念︑下

面︑再來探討一下小説中所見的當時社會的婚姻状況︒

①妻妾現象的普遍存在・雛説明代的法律規定﹁若有妻更婆妻

者﹂︑要加以虎罰︹酉︑但同時又規定男子可以納妾︒︹理所以︑

實際上的一夫多妻即妻妾現象在明代盛行・比如︽察瑞虹忍辱報儲︾︑

朱天錫萬里符名︾︵︽二刻︾巻三士一︶中的張福娘︑其身扮倶是妾・

中的察瑞虹︑︽玉堂春落難遇夫︾中的玉堂春︑︽張福娘一心守貞︑

此外︑︽木綿庵鄭虎臣報冤︾︵︽古今小説︾巻二士一︶︑︽眺滴珠避

蓋若差︑鄭月峨將錯就錯︾︵︽初刻︾巻二︶︑︽李克讓寛達空函︑劉

要妾︑我椚可以看到如下風俗：

普隻生貴子︾等許多小説中也有類似的描述・而從這些小説里︑関於

首先︑當時的一般観念︑是先婆妻而再納妾・比如︽張福娘一心

那公子正當握盛︑衙門燭虚無肌︑慾念如火︑按納不下・央

守貞︾中︑有這様一段描嶌：

人對父親説・要先婆一妾︑以侍枕席・景先道：﹁男子未嬰妻︑

先婆妾︑有此禮否？

可見︑當時一般人的看法︑是先嬰妻然後才納妾的︒︹巫

其次︑婆妾和嬰妻在禮儀上不相同・嬰妾要經過必要的手續︑比

如︽滕大尹鬼断家私︾中記述俔太守婆妾︑是﹁就在荘上行聰︑荘上

倣親﹂︑可見婆妾也要有媒人︑納聰等必要的手續・妾也是家庭中的

正式成員︑在官産的傳記中也加以記載兎︺︑甚至妾也可接受封詰

旋表・比如︽察瑞虹忍辱報雛︾中的最後載︑其子﹁少年登第﹂︑

上疏表陳生母察瑞虹一生之苦︑乞賜旋表︑聖占准奏︑特建

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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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孝坊︑至今猶在・

就是一例・但是︑嬰妾的禮儀一般都比較簡軍︑不象嬰妻那麿隆重・
比如︑︽察瑞虹忍辱報儲︾中記述當初朱源要察瑞虹的情況是︑

叫家人雇乘鶇子︑去迺瑞虹︑一面分付安排下酒餓等候・不

一○○

聲﹂︑可以反映當時一般Ｙ環的心理状態・也是在這篇作品中︑作者
嶌道：

況且曉得人家出來的Ｙ頭︑那有真正女身・

可見在當時一般的社會観念中︑Ｙ頭被主人覇占己是一種不以為奇的

事了！與此有関的是︑主人如何占有Ｙ環以及該Ｙ環在封建荘園中的

身扮和地位・︽金瓶梅︾中春梅是一個頗為典型的例子・第十四回中︑

一時︑已是婆到︑雨下見過了禮︑遡入房中︒

又比如︑︽眺滴珠避差惹差︑鄭月峨將錯就錯︾中載呉大郎婆眺滴珠

記有西門慶﹁收﹂用春梅的情況：

指山説磨﹂：．：．到次日︑果然婦人往後邊孟玉棲房中坐了︑西門

我不好罵休・休心里要收這個Ｙ頭︑收他便了︑如何遠打週折︑

二寄收過用了・：．：．婦人鶏了︑聡了他一眼︑説道：﹁怪行貨︑

︵西門慶︶因説起隔壁花二寄房里到有雨個好Ｙ頭︑也是花

時是﹁也不用債相︑也不動樂人﹂・這些情況和我椚在本文第一部分
︽婚姻的禮儀︾中引述的那種繁褥隆重的禮儀場面相比︑二者之間的
差別是顯而易見的・

此外︑妾和妻在家庭中的地位有着明確的規定︑妾必須服從妻的
管教・比如在︽喬彦傑一妾破家︾︵︽警世通言︾巻三十二︶中記載︑

慶叫春梅到房中：⁝・收用了這泥子・

可見是不須什磨禮儀和手續的・︽李克讓寛達空函︑劉元普隻生貴子︾

喬彦傑納周氏為妾︑事後要携地去﹁参見﹂妻高氏︑而高氏則可以管
教︑支配周氏・在︽金瓶梅︾中︑也有不少明顯地反映出妻妾等級関

中劉元普對於朝雲︑也是如此・比起納妾来︑這就簡軍得多了・

殊関係︑所以地位要比普通的Ｙ環高・比如︽金瓶梅︾中的春梅︑比

被﹁收用﹂之後的Ｙ環︑錐然佃是僕人︑但由干地椚和家主的特

係的場面︑比如在第十回中嶌道：
當下西門慶與呉月娘居上︑其餘李橋兒︑孟玉模︑孫雪峨︑
播金蓮多雨傍列坐・

現象︑井非明代特有︑但從明代小説中可以看到︑這種情況相當一嚴

②貴族可以任意占有脾女Ｙ環等女性・這在對建社會中︑是普遍

要低︒︽金瓶梅︾巻二十一中︑有這様一個情節：呉月娘和西門慶闇

被提昇為正式的﹁妾﹂・但即使如此︑地椚的地位比起一般的妾価然

瓶梅︾中原是呉月娘Ｙ頭的孫雪峨則由於善於倣飯菜︑等等︶也會再

起秋菊来︑其地位是優越得多了・當然︑這類被﹁收用﹂的Ｙ環︑有

重・比如︽呪太守断死咳兒︾︵︽警世通言︾巻三十五︶中的部氏︑與

別柾後和好︑播金蓮等諸妾向呉月娘等行禮︑在酒席上︑呉月娘還

妻妾的主次之序︑十分一嚴格・以上我椚談的是納妾的情況和妾的身

僕人得貴通好︑便﹁教得貴連秀姑好編了﹂︑而Ｙ環秀姑只有順從・

禮︑﹁惟孫月峨踊着接酒︑其餘都平叙姉妹之情﹂・這是因為孫月峨

時由於種種原因︑︵比如前面提到的朝雲︑是由於懐孕養了兒子︑︽金

又比如︑︽趙五虎合計挑家萱︑莫大郎立地散神好︾︵︽二刻︾巻十︶

原為呉月娘Ｙ頭之故・家族中的等級地位︑是巖格規定着的・而這正

扮︒

中的Ｙ環隻荷︑對於年己七十歳的莫翁的戯弄︑﹁見是家主︑不敢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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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了名冊的官妓︑這里所説的﹁官身﹂︑就是毎個月中︑官府叫妓

且山人墨客︑詩社棋社︑少不得一月之内︑又有幾時官身﹂・花魁女

女去侍筵等差事・可見當時的妓女是得到官府的許可︑並且毎個月有

有的情況︒

③社會中庶民的婚姻往往不受禮儀束縛・錐然我椚從小説中可以

恒言︾巻三十九︶中也有反映・小説中汪大尹為了究明寶蓮寺中僧侶

義務應官府之召當差的・這種情況︑在︽汪大尹火焚寶蓮寺︾︵︽醒世

是支撞着整個封建社會大廩的基石・以上是封建家族中Ｙ環被主人佑

並不按此辨理︒這種情況在小説的字里行間︑時時可以窺見・

的情況︑叫令史去﹁喚雨名妓女﹂︑為官府當探子︑這恐伯也是属於

看到當時社會中各種繁術的禮儀︑但在實際生活中︑庶民的婚姻往往
比如︑︽趙春兒重旺曹家莊︾中的趙春兒︑地和曹可旺的結婚是

﹁官身﹂之類的咄！與這種官妓相對︑則是私娼的存在︒︽新橋市韓

来蝶避﹂︑可見桃椚不能象官妓那様公開經螢・

此母女二人︑﹁原先在城中住︑只為這様事︑被人告發︑慌了︑搬下

女沿襲・小説中講到︑韓五的母親也﹁干這般勾當﹂・私娼是非法的︑

從這篇小説中︑我椚還可以看到︑﹁私娼﹂往往是全家一起經螢︑母

衣飯的︑家中別無生意︑只案這一本帳・

原來這人家是隠名的娼妓︑又叫倣﹁私菓子﹂︑是不當官吃

扮︑小説中嶌道：

五實春情︾︵︽古今小説︾巻三︶中的韓五︑是一個妓女︑関於地的身

﹁揮了吉日﹂︑至期﹁濤地到曹家︑神不知︑鬼不覺︑完其親事﹂這
︽張舜美燈宵得麗女︾︑中︑張舜美與素香︑在燈宵相會︑一見

里是顯然没有親迎︑酒宴︑拝堂之類禮儀的︒
鐘情︑﹁那有工夫問名叙禮﹂︑﹁況吟半胴﹂︑決心﹁私奔他所﹂・
︽察瑞虹忍辱報雛︾中那個殺人凶手陳小四︑周瀧江湖︑與一船

途中走散︑三年後相見︑成婚・這也是不按禮儀成婚之例・
婦結婚︑那船婦講到當時情況日：
拙夫一病身亡︑如今這拙夫是武昌人士︑原在船上倣講手︑

名士︑財主︑学者︑公子野兒到庶民百姓︑都渉臘其中・從明代的小

正由子有官︑私娼妓的存在︑當時社會上押妓之風頗盛・高官︑

説中︑我椚可以看到︑當時宿娼的債格和妓女的身債都十分昂貴・

夫名字・⁝：

喪事中議他一力相助︑小婦人孤身無掎︑隻得就從了他︑頂着前
這里不要説禮儀︑連本人身扮都隠匿了・禮儀在庶民︑尤其在社會的

初包妓女︑花費為二百雨銀子︵擴小説云︑此乃是正徳年間︶・︽趙

韓五責春情︾中︑韓五的要債是銀子五雨︒︽玉堂春落難逢夫︾中︑

︽責油郎濁占花魁女︾中︑花魁女一夜的代債是銀子十雨︑︽新橋市

側作為正式婚姻的補充形式︑在當時社會中︑娼妓現象的普遍存

春兒重旺曹家莊︾中記載︑妓女的蹟身債是五百雨銀子︑而︽責油郎

是︑那里也是孕生着沖決薑禮儀制度新生力量的温床・

最底層並未被遵守・在社會的最底層︑也可能有着犯罪的淵藪︑但

︽挑滴珠避差惹差︑鄭月峨將錯就錯︾中的眺滴珠就是被人販實棹

燭占花魁女﹀中的蹟身費為千金・這些數字︑如果和本文第一部分所

在・與娼妓相関連︑販寶人口的現象在明代小説中也屡屡可見・比如

的・関干娼妓的情況︑從小説中所見︑當時乃有官妓和私妓之分・

一

列的明代物債等對照一下︑對當時娼妓情況或許可以理解得更為清

一

︽責油郎濁占花魁女︾中︑劉四媚讓花魁女從良時有這様一句話：﹁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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噺・

明代小説中的婚姻風俗︵李慶︶

正由於娼妓之風頗盛︑因而包下妓女欺詐編銭的事件也就出現

昔国◎

由此可見當時社會中︑男子對妻子有絶對的支配權︑甚至可以將其出

半黍九還︑富翁千金一笑︾︵︽初刻︾巻十八︶中假道術而又兼用妓女︑

法：﹁這把戯我也曽弄過的﹂・可見在妓女中乃是常事・至干︽丹客

刻︾巻十四︶中講到的利用女人設圏套手法︑照書中妓女丁惜惜的説

情︑毫無辨法︑只能啼突而己・也就是説︑成了婚的始女︑不僅是丈

寶給他人︑井且還叫自己的老婆去勧説・而作為嬢子的王氏︑得知此

載︑呂玉外出︑他的弟弟呂寶賭輸了銭︑為了還債︑便把家中的艘媛

着絶對的權利・比如在︽呂大郎還金完骨肉︾︵︽警世通言︾巻五︶中

不僅丈夫對妻子是如此・當丈夫死後︑丈夫的家族對於狛女価有

寶・而作為妻子︑也往往把所有財産交付丈夫管理・

面︑風行的娼妓和看來極為荘重的婚姻禮儀形成鮮明的対照︑而在這

夫的私有物︑而且還是丈夫家族的私有物・

這種情況︑在明代︑不僅從倫理道徳上被大加宣揚︹明︺︑而且

從法律上被予以肯定・様明朝的法律：

凡婦人犯罪︑除犯好及死罪收禁外︑其雑犯︑責付本夫收管︑

︹別︺

如無夫者︑責付有服親属郷里保管︑随衙聡候︑不許一概壼禁︒
又規定：

凡婦人一應婚姻田土家財等事︑不許出官告状︑必須代告・

若夫亡無子︑方許出官理對︒︹皿︺

②婦女在夫族的財産分割過程中︑完全没有決定權・前面我椚説

假如有箇大戸人家︑肯出銭紗︑討祢這位小娘子去︑祢捨得

明了・婦女本身在夫族中是由丈夫和男性支配的・那腰︑反過来︑婦

族的附属品︒

這様實際上就完全剥奪了婦女的人身和財産權利︑使之成為丈夫和家

時︑他一口應允︑就﹁嶌了寶妻文契︑落了十字花押﹂︑將老婆寶了・

女在夫族中對於財産的分割︒有没有自己權利泥？或者説︑在夫族財

衆所周知︑中國的封建大家族是血縁関係来維系的・在一個家長

産分割時︑婦女虚於一種什磨地位泥？

結婚以後︑

計有三千餘金︑都將匙鋪交付丈夫︑慢慢的買房置産︑整頓家

將箱篭打開︑内中都是黄白之資︑呉綾蜀綿︑何止百計︑共

此外︑︽責油郎濁占花魁女︾中︑有這様一個細節：花魁女和實油郎

麿？

有人向他表示：

庵鄭虎臣報離︾中記載︑王小四﹁因連年種田折本︑家貧無奈﹂︑當

①男子對於女子以及財産有着極大的支配權利・比如︑在︽木綿

中有那些表現泥？

婚姻的変化︑也總反映着家族和財産関係的蕊化・那麿︑在明代小説

係問題・在私有制的社會中・婚姻總是和一定的財産関係相聯係︑而

最後︑我椚来探討一下小説中反映出来的明代婚姻和家族財産関

種對照中︑我椚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當時婚姻状況和禮儀的本質︒

則更可見這種編局種類之多︒妓女是當時社會中婚姻状況的一個側

了・︽察瑞虹忍辱報雛︾︑︽趙縣君喬送黄柑︑呉宣教乾償白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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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言怪女︑也不言顔氏︑也正説明了這一鮎・第三︑在分割財産

分︑恨顯然︑女兒是不預其數的・下面講到﹁只棟不好的留給怪兒﹂︑

族而言︑名義上的長子繼承制依然存在︑從宗族的祭祀以及族長的選

的文書為檬・前面列挙的情況以外︑甚至官府公断時︑也還要有族人

時︑族人的見證是一個重要的程序︑必須有族人到場作證︑嶌成正式

之下︑實際上又存在着各兄弟的燭立的小家庭・在明朝︑就一個大氏

任等方面可以看到・而男一方面︑當一個大家長死後︑也會出現大家

血︑又本等他倣﹁大娘﹂︑還道是﹁隔重肚皮隔重山﹂︑不肯便

只是有些嫌忌︑不甘伏的・就是生下了兒子︑是親丈夫一鮎骨

置脾︑抵死也不肯的・就有個把被人勤化︑勉握依從︑到底心中

話説婦人心性︑最是妬忌︑情感看丈夫無子絶後︑説着買妾

十八︶中︑説得極為明白：

承・這一黙︑在︽占家財狼堵妬怪︑延親脈孝子藏親︾︵︽初刻︾巻三

産被視為整個家族財産的一部分︑完全是按照氏族血縁的親疏来繼

可見︑女子没有繼承家庭財産的權利︑被視為理所當然・而家庭的財

訪族中之子︑立為後嗣・此乃正理・

當歸宗・設或大舅身己不幸︑尚有舅艘守節︑當交與掌管︑然後

人四面訪筧大舅回来︑將家業付之︑以全父子之情・小婿夫妻自

岳父現有子在︑萬無財産反歸外姓之理・以小婿愚見︑當差

陳留認舅︾中︑張孝基有這様一段話：

女子在夫族中没有任何權利︑而在自己的家族中又如何泥？︽張孝基

③女子在自己家族中︑也没有財産的繼承權利・前面我椚説過︑

成事實︑任其裡布︒

的影響・一般的婦女在這種握大的宗族勢力面前︑往往是只好接受既

椚不難想象︑一個有勢力的族長在家族財産分割時的態度對家庭財産

九春﹂等家族召集來為證︑可見宗族勢力在財産分析時作用之大・我

到場︒︽滕大尹鬼断家私︾中講到滕大尹在公堂公断︑也還把﹁十親

庭分解為若干小家庭的情況︑這時就渉及到財産的分割・當小家庭中
的男子価在時︑他當然可以参與其事︑維護自己的權益・反之︑當家
主亡故時︑婦女的地位就恨可悲了︒︽徐老僕義憤成家︾中︑就可以
看到明代嘉靖年間這種分割財産的一些細節：徐氏兄弟三人︑當弟弟
死後︑雨個寄寄商量着分家：

徐言與徐召商議道：﹁我與祢各只一子︑三兄弟到有雨男三
女︑一分就抵着椚雨分・⁝：︒﹂

於是﹁將田産家私︑都暗地搭配停當︑只棟不好的留與姪子・﹂商量
定了︑才告訴弟媚顔氏︑又把族中人士請来︑説是﹁特請列位高親來
作主﹂︑由那些族人在財産分割書上﹁花押﹂為證︑完成分割的手續・

類似的財産分割︑在︽滕大尹鬼断家私︾中也有描述：
俔太守自知病篤︑喚大兒子到面前︑取出簿子一本︑家中田
地屋宅及人頭帳目總數︑都在上面︑分付道：﹁⁝⁝就當分家︑
把與祢倣個執照：．：．﹂

事後︑俔氏大兒子善繼在分家時︑就﹁趣幾個族人在家︑取出父親親
筆分關﹂︑請族人為證︑加以分断・而梅氏也只有依從・

由這些情節中︑我椚可以看出：第一︑財産的分割︑完全是由男
性家長作主・徐氏兄弟是在其父親死後︑而俔太守則是在自己生前︑

但無論是作為弟鳩的顔氏︑還是作為妾的梅氏︑都只有接受既成的事
實而己・第二︑女子是没有繼承權的・上面講到徐言︑徐召﹁各有一

子﹂︑而顔氏﹁雨男三女﹂︑若按這様的數目分配︑顔氏一扮可抵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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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雨只箱籠︑到先開了︑提出幾件穿薑衣裳︑教他夫妻雨口検看・

明代小説中的婚姻風俗︵李慶︶

認倣親兒一般︑更有一等狼毒的︑偏要算計了絶︑方續快活的・

︽金瓶梅︾巻九十七︑講到孟玉櫻在西門慶死後改嫁︑呉月娘看着︑

但是他房中之物︑壼數都交他帯去・

及至女兒嫁得個女婿︑分明是個異姓無関宗支的︑他偏要認倣嫡

可見︑當時的習俗︑婦女對於自己結婚時陪嫁帯来的財物︑還是有支

親︑諸事偏心向他︑到勝如丈夫親子怪︒豈知女生外向︑錐係吾
所生︑到底是別家的人？⁝：．女婿不如怪兒︑怪兒又不如兒子・

随嫁意回等物︑今後應嫁婦人︑不問生前離異︑夫死寡居︑

配權利︑至少在某些場合︑還是被承認的・在︽元典章︾中規定：

但欲再適他人︑其随家粧奮財産等物︑鶏前夫之家為主︑井不許

好似別人多哩・

縦是前妻晩後︑偏生庶養︑歸根結果︑嫡親瓜葛︑終久是一派︑

前一個例子是正面肯定維持男子繼承權的張孝基︑後面的議論是從反

似前搬取随身︒︹泥︺

婦人夫亡：⁝・其改嫁者︑夫家財産及原有粧奮井蕊前夫家為

清朝的法令也規定：

面艇斥不明此理的女性︑但不論從什麿角度来表述︑其中心黙則是握
是整個宗法制度得以成立的基礎・

調宗族中的直系繼承︑否定女性在財産繼承中的何權利・而這一鮎正

然而︑在明朝︑除了上述的例子外︑︽金瓶梅﹀中甚至還可以看到如

︑王︒︹羽︺

下的情節：花子虚死後︑其妻李瓶兒欲嫁西門慶︑西門慶伯花家干

側婦女的個人財産問題・婦女在夫族中没有任何對家庭財産的支
属於自己支配的財産泥？回誉是有的・比如︑︽蒋興寄重會珍珠杉︾

配權︑在自己的家族中也没有任何財産的繼承權︑那麿︑地椚有没有

渉︑李瓶兒道：

了勾當︑只我先嫁由参娘︑後嫁由自己・

他不敢管我的事︑休説各衣男飯︑當官嶌立分軍︑己倒断開

中︑三巧兒和蒋興寄離婚︑重嫁呉知縣︑蒋興寄
將模上十六個箱籠︑原封不動︑連匙鋪送到呉知縣船上︑交

而嫁了西門慶以後︑各種陪嫁銭財︑也価由地自行掌管︑︹型由此

割與三巧兒︒

又比如︑︽趙春兒重旺曹家荘︾中記載︑曹可成婆了趙春兒為妻︑就

観之︑明朝晩期︑宗族的束縛相對還比較松弛︑而婦女對於自己的那

把禮儀和家族的財産関係結合起来加以認識︑這無疑恨有見地︑然

粧就成為夫家的共同財産︑只有當家庭分裂時才被分離出来・露︺

新娘的祝福︑更是為了誇示家族的財力和地位・井認為︑結婚以後嫁

儀中︑之所以把嫁粧槁得壼可能地豐厚︑並要公開送去︑不僅是對於

與上述陪嫁財産有関︑有的中國宗族研究論考指出︑中國婚姻禮

部分財物︑還有一定的支配權・

向趙春兒要銀子用︑升始︑曹可成還有感激之意︑

一年半載︑理之當然︑只道他還有多少私房︑不肯和盤托
出︑終日闇砂逼他掌出来・春兒被逼不過︑瞥口氣︑將箱籠上鋪

匙二交付丈夫・
回喪之夜︑就把梅氏房中︑傾箱倒筐︑只伯父親存下些私房

︽滕大尹鬼断家私︾中︑有這様的情節：俔太守死後︑其子及娼・

銀雨在内・梅氏乘巧︑恐伯收去了他的行樂圖︑把自己原嫁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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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都會成為夫族中的共同財産・婦女對於這一部分的財産︑應當是有

而︑從明代小説中反映出来的情況来看︑婦女的嫁粧或陪嫁財産却未

係︑只有這様︑我椚才能比較准確地理解各種風俗現象︑把握其内在

所迷惑︑而應努力透過這種表面的現象︑去探求︑分析内在的實質関

各當事人利益関係・我椚不應被這種禮儀表面的多彩性和繁冗的程序

的基礎︑是以血統来維系︑以宗子繼承權為中心的宗法氏族制・任何

明代的婚姻禮儀︑制度的基礎︑或者説整個封建時代的婚姻制度

的文化意穂・

一定支配權利的・但是︑不論志磨説︑有一黙是可以肯定的：任何禮

儀制度︑在其底層總有現實的經濟和利益関係的支撞︑只有透過禮儀

一種對傳統婚姻禮儀反溌的思想︑行動︑都表現為對這種宗法制度的

煕雍的面紗︑我椚才能看清楚其内在的︑深層的赤裸裸的利益関係︑

而也只有明確了這一黙︑我椚才能更好地認識婚姻的禮儀和婚姻與社

著︽支那儒道佛交渉史︾第十九章﹁明代における三教の関係﹂︵昭和十
八年二月︑東京︑大東出版社版︶以及間野潜著︽明代文化史研究︾第五

︹１︺明朝自最初開始︑就采取了三教兼用的政策︑比如︑︽太祖實録︾巻一八
八︑洪武二十一年正月︑就有重建禅寺︑﹁開設善世院﹂︑﹁御書第一禅
林︑楴子外門﹂的記載・又︑︽明史・禮志﹀載︑朱元璋定都南京︑初定
十個神廟︑就包括道教的﹁北極真武廟﹂・永樂年間︑對武當山︑龍虎山
等道観︑更是多加関照・関於明代三教合流的情況︑可参見久保田量遠

︹注樺︺

些問題的探討︑己經超出了本文論述的萢園了︑就此結束雲︒

種封建制度的基石︑而且這之後還要面對傳統意識的影響・但對於這

不是軍純的反叛和批判蕾風俗禮儀所能倣得到的︑必須要努力捲穀這

反叛和批判・然而要創立起新的更合乎人性︑更完美的婚姻禮儀︑却

會各種現象的関係︒

結束語

以上︑我椚從婚姻的禮儀︑婚姻和社會這様雨個方面︑以明代小
説︑主要是︽三言︾︑︽二拍︾中的資料為中心︑探討了有関明代婚
姻風俗禮儀的一些問題・由此可以看到︑禮儀是人制定的︑而禮儀又
一嚴重地束縛着人・明代的婚姻禮儀︑是以傳統的儒家經典︽儀禮︾中

規定的模式為基礎而設立的︑並不是特立於這種模式之外的新東西・

從歴史的發展源流來看︑官椚和傳統文化有着顯而易見的承續性・傳
統之流並没有什腰﹁断裂﹂︑在這個與民衆的日常生活有密切聯係的
婚姻観念等方面︑也確實有一些新的因素・這種新的因素是脆弱的︑

有︽三教論﹀︑主張三教合一・

章﹁儒佛道三教的交渉﹂︵昭和五十四年︑京都︑同朋舎版︶明太祖還撰

最基本的禮儀上︑也可以得到證明・同時︑我椚可以看到︑在明代的
井非當時社會的主流・由此聯係列對︽三言︾︑︽二拍︾等明代小説

︹３︺明代知識分子︑三教合一的論述所在多有︑比如為明成祖立下大功的眺
廣孝︑著有︿道餘録︾︑其後景隆著有︽尚直編︾︑︽尚理篇︾・林兆恩
侶﹁三一教﹂︑倶是其例・就文人而言︑鵺夢龍編刊︽三教偶枯︾︵此書
原刊本現藏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在︿喰世名言︾巻十︽滕大尹鬼

︹２︺︽論語・顔淵︾・

的思想傾向的評債・這些小説以及其編者︑當然閃曜着一些沖破了傳
統封建禮教的民主思想的火花︑但就整禮而言︑他椚吟唱的井不是現
代社會所首肯的那種反封建的民主進行曲・

婚姻禮儀和婚姻的風俗︑作為封建時代的﹁諸禮之本﹂和最具有
敏感性的風俗︑積淀着各種文化現象和観念︑尤其應當看到宅反映着

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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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小説中的婚姻風俗︵李慶︶
断家私︾中日：﹁儒教有十三經︑六經︑五經︑鐸教有諸品︽大藏金經︾︑
道教有︽南華沖虚經︾︑及諸品藏經﹂︑﹁三教經典︑都是教人為善的﹂・

也是這種傾向的反映・
︹４︺参見︽資治通些︾則天﹁長安四年﹂︑︽唐書﹀武則天本紀等記載・武則
天雛称帝︑但最後価不得不依傳統慣例︑称其為﹁后﹂・

︹５︺前引基辛著︽當代文化人類學︾第十三章︽親属︑蜆和社會結構︾・
︹６︺参見ソウル大学呉金成著︑渡昌弘課︽明代社會經濟史研究︾第三章以及
︽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紀念明代史論叢︾第五篇・

一○六

置妾十人︑而庶人於年四十以上無子者︑可納一妾・這種規定︑比起無

的規定有関・

限制納妾而言︑當然也可以説是一種進歩︑但説明︑男子価可納妾・
︹Ⅳ︺這種観念恐伯和前注所述明代法律規定庶人必須在四十歳以後方可納妾

情況・

︹肥︺比如︑焦竝︽献徴録︾中所録王家屏撰︽許國墓誌銘︾︵巻十七︶︑何世
守撰︽霊鞘行實︾︵巻十八︶等傳記文字中︑都録有其側室的情況・其他
如手邊現有的︽徐渭集︾︑︽王陽明全集︾︑︽哀宏道集︾︑銭謙益︽初
學集︾等所載傳記︑對傳主的妾也多有記載・這反映了當時家庭関係的

︹岨︺明代詰封褒賞的列女貞婦之多︑在歴史上牢見︒︽明史・列女傳︾所載諸

︹７︺見李贄︽焚書︾巻一︽答鄙石陽︾

︹８︶見朱惠︽孟子章句集注・滕文公章句上︾﹁為富不仁︑為仁不富美﹂注・

︹別︺見前引書︽中國婚姻史︾第五章︽婚姻的効力︾所引・又参見高瀬喜朴︑

讓本︶

︹昭︺見︽大清律・戸律︾的﹁戸役﹂條下・
︹別︺見︽金瓶梅︾第十九回以後有関李瓶兒的記述・
︹妬︺見前引Ｍ・フリードマン著︽中國の宗族と社會︾︵田村克己︑瀬川昌久

︹〃︺見︽元史・刑法志︾中的殺傷條下・

的・

不證夫︑奴脾不證主﹂︑婦女在法律面前︑對於家主是毫無權利可官

︹凪︺見︽中國婚姻史︾第五章︒又︑︽明史・刑法志一︾載︑明朝法律規定﹁妻

小林宏︑高塩博編︽大明律例樺義︾・

人︑實際上都是當時被宣揚的對象・

當然︑朱烹本身如何對待﹁理﹂︑﹁欲﹂︑是一個還可以進一歩研究的問
題・但在當時官方的解樺中︑則是將二者明顯對立的・
︹９︺参見明徳社版︽王陽明靖難録︾・田中勝編著︑昭和鮒年版・
︹皿︺前引︽當代文化人類學︾第十四章︽婚姻︑家族與社群︾・
︹︑︺見︽明史︑ 世 宗 本 紀 ︾ ・

席深情比葉輕﹂︑表達了對聲色慾望的肯定︒又︽哀宏道集校菱︾巻五︽錦

︹岨︺見︽明通零︾巻六十三﹁世宗嘉靖四十五年﹂・
︹過︺比如︑唐寅︽六如居士全集︾巻三有︽失題八首︾︑其第一首開頭就毫不
掩飾地聲言﹁一蓋瓊漿托死生︑佳人才子自多情・世間多少無情者︑枕

帆集之三Ｉ尺續︾中︑收有致翼惟長一函︑談到﹁真樂有五﹂︑其一便
是﹁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鮮︑口極世間之證﹂︑其
二是﹁堂前列鼎︑堂後度曲︑賓客滿席︑男女交扁︑燭氣薫天︑珠翠委
地﹂・銭謙益詩文中︑也多有類似描嶌︑︵参見拙作︽銭謙益︑明末士大
夫的典型心態︾︑刊︽復旦大學學報︾一九八九年第一期︶・
︹Ｍ︺参見清水茂教授︽金瓶梅における人間性︾一文︑刊筑摩書房刊︽語りの
書昭
・和
昭一
和ゞ
六十三年版︒
文学︾一一
書・
︹妬︺比如︑︽
奈定︑﹁若有妻更婆妻者﹂︑要﹁杖九十﹂︑但這里説的
︽明
明律
律︾
︾規規
﹁妻﹂︑
︑實質
質上
上指
指餉
的是正妻︑而﹁妾﹂︑是不預其列的・男有律文規定可
以納妾︑説 見 下 注 ︒

明於律中限制納妾甚嚴︑但從親王至庶民︑倶可納妾・比如親王一次可

︹焔︺擴陳顧遠︽中國婚姻史︾第二章︽婚姻的人数︾引︽明律各例附例︾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