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淡的貌淘，关杜莎的笑
― 蔡琰研究的性别反思

衣若芬

内容摘要：束漠文人蔡邕之女蔡琰，十六咸特嫁街仲道乌妻，因

    夫亡典子而蹄字外家。西元 194至 195年，奚族南侵，被掳

    矜胡地，嫁 句奴 ，居胡地十二年 ，‘生二子。其後曹操 感念典

    蔡 邕之售拉 ，以重金将蔡攻睛回，再嫁董祀乌妻 。蔡琰 自奚

    域别子返娜，感僵身世，作诗悲镶。

    傅世乌蔡琰所作之诗，有五言艘和．骚艘的 《悲情诗》，以及

    染府 《胡茄十八拍》。自北宋以来，一直有阴补 《悲情诗》

    和 《胡茄十八拍》是否乌蔡琰所作之争箫。

    本文掇 提 法 国李者 埃 莱娜 · 西辣 （H己改eCixouS ）所著

    《美杜莎的笑罄》（Th. o Laugh of 几左du.va ）中朋补女性窝作

    的租黯，封照蔡琰诗裹痛哭身世之虢响，梳理蔡琰在文李史

    的地位和形象，反思千年 来蔡攻研 究的性别视 角。

阴键铜 ：蔡琰 文姬蹄漠 美杜 莎

一 、 月lJ

性别 文李史

一 J 匕 ，

厂 丬

旦则虢泣行，夜 jlJ悲吟坐。 ― 蔡琰

漠使迎我兮 四牡腓辞，虢失馨兮锥得知？

                  ― 一蔡琰 《胡茄十八拍》

《悲，境持》

之十三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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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在洞裹，在洞底

有窝作能救你。

，虚於携乎绝封的孤镯 中，而登现只

    ― 珊格麓特 · 首哈林

    埽女必须把自己窝追文本

世界和屋史一檬。

(Marguerite Duras）《窝作护’〕

― 就像通通自己的食日嵌入

― 埃莱娜 · 西辣 （ Hd色ne Cixous） 《美杜莎的笑聱》阁

    业颧以上的四段静文，其简有中西之差具，峙代的隔团，唯

一共通黯，追是女性 （或是 “仿女性”声〕的心聱，将自身遭遇透

遇窝作而得到抒鞍，得到拯救。

本文题 目包 括 了雨位女 性 角色，束漠 女 爵人 蔡琰

(177？一？）〔4〕，以及希肤神括中的女妖美杜莎

梅杜莎）。
    蔡琰岛束漠文人蔡邕 （132一192）之女。

( 398一445）的 《後漠害》，她十六崴嫁衡仲道，

( Mudusa ，或言睾

根檬南朝 宋范 哗

因夫亡然子而蹄

率於家。具平年简 （194一195) , 戟 乱 中被 掳至胡 地 ，嫁 匈奴 ，

居胡地一卜二年，生二子。其後曹操 ( 155一220）感念典蔡邕之蕾

，以重金将蔡琰睛回，再嫁董祀岛妻。蔡琰感倡身世，作豁悲

，有五言艘和骚艘 （楚醉艘）的 《悲悄爵》各一篇傅世。题岛

三篇作品是否皆岛蔡

谊

镶

蔡琰的作品另有琴曲歌醉 《胡笳十八拍》，

琰所作，自北宋以来争输未已。

美杜 莎本来是 侗美麓 的女神，因扬得罪雅典娜 （Athena

而被燮岛满颐活蛇、面貌酿怪的蛇鬓女妖。任何凝视美杜莎，典

她眼光相接的人，都含化高石颐

踵貌法 ：一貌是典雅典娜 比美 ，

。美杜莎得罪雅典娜的原因有雨
雅典娜 因嫉妒而生悄 ；一貌是她

典海神波塞顿

镯怒雅典娜。

( Poseidon）於雅典娜的神殿交合 （或貌被强暴）,

英雄珀耳修斯 （PerseuS）得到雅典娜的愉助，砍

下美杜莎的首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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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琰的鱿啕，美杜莎的笑

    美杜莎在文鬃、葵衍、心理肇、人频鬃等各方面的现代解擅

典意象十分登富多元［s］。傅貌美杜莎的血能狗裂成桑物，桑物能

起死回生，也可置人绝命，具有死亡典再生的赞重性。美杜莎由

美燮醚，既恐怖又令人好奇，她那燕可臆测的潜在力量，象微女

性的奥秘典智慧。

    将美杜莎的意象逢用於性别研究 ，可 以法团李者埃莱娜 · 西

酥 （Hd 色ne Cixous , 1937一）岛代表困。西酥的著名榆作 《美

杜莎的笑聱》 （狱。Laugh ofM 云dusa )[ 7〕隙述了女性害窟的意

羲，强绸 “只有通退宵作，通遇出自埽女业且面向埽女的窟作，

通遇接受一侗一直由喝具统治言榆的挑戟，埽女腹能榷立自己的

地位。’,[s 〕“身岛女性目的在粉碎一切，破壤制度根基，摧毁典

律，以笑聱使真理解艘。”明

    蔡琰典美杜莎，一宵存，一虚横，夙焉牛不相及，蔡琰的痛

苦心酸，也熟法以後现代解横主羲式的 “美杜莎的笑聱”予以消
解或概括 。本文 的窝作胍络 ，源於肇者封於文鬃作品典圆象警衍

的 “互文性”〔’0〕阴徐的研究具趣。

    筒而言之，肇者的研究初衷在於蔡琰作品和後世 “文姬蹄

漠”题材槽蛊典哉＄lJ 的互文阴保。然而在探索考察的迢程中，谷卩

登现靴以预期的困靴，首先遭遇的是排山倒海似的，封於蔡琰存

世的三篇作品真偏辨析周题的罘聱喧哗。

    徙北宋菇轼 （1037一1101）指撰 《後漠害》所缘雨篇 《悲愤

持》岛偏托，朱畏文 （1041一1 100）《琴史》（成害於 1084）。嚷

疑 《胡笳十八拍》非蔡琰所作，勤摇了蔡琰的作者身份，裘乎造

成 “如果不能榷定哪些是蔡文姬的作品，⋯，’’就燕法展阴渝

述”L川的共撤典窘境。

    於是，本来偏重於接受史屠次的研究取径，也不得不面陈判

断作品可信度的 “表悲”情况。倘若蹄於蔡琰名下的作品存疑，

fllJ所谓的 “接受史”中作者典作品的阴保便磨富修正，以免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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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输 。

    封於蔡琰作品真偏的考辨在二十世纪蔚岛大觑〔’2」，目前孚

者一般韶岛五言骼 《悲悄持》可信，骚艘 《悲悄爵》和 《胡笳十

八拍》可能是凝作或托名。岛了探索作品典作者的阴徐，牵速带

勤了束漠末期 的勤乱屋史、胡 （匈奴 ）漠简题、莳歌演燮、音馥

鬃、音梁李等等裸题的研究遭展。

    肇者好奇的是：投注那磨大的精神去追索一千八百多年前一

位不幸女子的人生，以及反覆探求她是否果真BlJ作了那三篇持

歌，究竟目的何在？灌而蜚现：圃腕蔡琰研究的简题，尤其是作

品真偏的考辨，和如何安置她的文季史地位密切相阴，造其简存

在着基本的假投和立埸― 作品的真育即塾衍的真育，通遇 “真

育”的榆橙才能遭人文肇史，也就是前述 “如果不能榷定哪些是

蔡文姬的作品，⋯⋯就然法展朋榆述”的心悲。

    能狗被後人承美、模凝、改窟，乃至於PlJ裂其他频型警衍，
颖现互文阴保的的作品，通常是屋经峙代淘遴，已经登上了 “经

典”的陪屠，而文鬃史又正是推勤作家作品经典化的埸域〔，3〕。

逃人文鬃史，便意味着可能成岛经典，中团古代文肇史埸域的角

力中，女性向来虚於遏缘，追是峙代使然，本熬可厚非。肇者官

拭如同西酥在 《美杜莎的笑聱》裹强绸女性窟作的精拯意羲一

檬，封蔡琰研究遭行性别的反思。

二、徒属的女人

    蔡琰高後人所知，由於正史之纪载。 《後漠害》卷八十四

《列女傅》中，蔡琰的傅纪镖题扬 “董祀妻”，阴篇便云：“隙留

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罩有才辩，又妙

於音律。”咖」蔡琰能狗蹄漠，岛的是傅衍香火，因 “曹操素舆邕

善，痛其熬嗣，乃遣使者以金璧睛之，而重嫁於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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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琰的虢啕，美杜莎的笑

    《後漠害》《列女傅》十七位傅主，除了 “鹿清母”、“孝女曹

娥”、“孝女叔先雄”，其除皆是以妻子的身份被纪救，例如班昭

傅列名 “曹世叔妻”，颇有埽女出嫁捉夫之意。即使如此，范哗

首阴先例，别阴一卷尊能埽女，不像之前割向 （前 77一前 6） 的

《列女傅》，以 “母曦，，、“置明”、“仁智”、“真顺，，、“茚羲”、“辩

通”、“孽嬖”等道德规羁岛基本颊型少〕，而是侗别立傅，仍然

厢示其厥史藏晃哪」。
    蔡琰以 “董祀妻”的身份列位正史，而 《後漠害》裹业没有

董祀的傅纪。典董祀相阴的事睛依附於蔡琰，《後漠害》纪的是

他 “高屯田都尉，犯法富死”，蔡琰 “蓬首徒行”，向曹操 “叩颐

精罪”的情状，“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蔡琰救了丈夫之命，

《後漠害》裹的董祀没有後文，范哗接下来著重的是女兄蔡琰替

父舰蔡邕的藏害捅恺纪缘 ：

    操 因简曰：“简夫人家先 多境籍 ，猫能情截之不？’ ，文姬

日：“昔亡父踢害四千静卷，流雕堡炭，罔有存者。今所捅
情，裁 四百铃篇耳。”操 日：“今 富使十吏就夫人窝之。”文

姬日：“妾简男女之别，橙不貌授。乞给纸肇，真草唯命。”

於是膳害送之，文契遣误。

    范哗封蔡琰的赞爵日：“端操有跟，幽简有容。匾明夙烈，

昭我管彤。”肯定她能狗遭人庭史系统，是蹄功於富有窝作的

才苹。

    《後漠害》棋蔡琰 “感侮乱靡，追镶悲悄，作持二章”，缘五

言艘和骚艘的 《悲J喷爵》，被酥轼懊疑不是蔡琰的作品，其言曰：

    剖子玄辨 《文遴 》所载 李陵典 殊武害，非西漠 文，盖

奔、梁 简文士凝作者也。予因悟陵舆武赠答五言，亦後人所

                                                                            · 61 ·



新 团 擎 （第七卷）

凝。今日镇 《列女傅》蔡琰二持，其祠明白感慨，颇颊世所

傅 《木菌持》，束京燕此格也。建安七子猫含餐圭角，不盎

登兄，沉伯喈女乎？又，琰之流雕，必在父残之後。董卓既

株，伯喈乃遇祸。今此爵乃云高董卓所腿虏入胡，尤知其非

真也。盖凝作者疏略，而范哗荒浅，遂载之本傅，可登一

笑也〔”］。

    元符三年 （1100）割沔编缘酥轼莳文二十卷，睛酥轼遇目，

酥轼作 《答割沔都曹害》，肯定 “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燕一篇偏

者，又少谬娱”，臀揭割知裘 （661一721） 辨别萧统辑 《昭明文

避 》中的偏作 ，提及 ：

    范哗作 《蔡琰傅》，载其二持，亦非是。董卓已死，琰

乃流落，方卓之乱，伯喈尚燕恙也，而其持乃云以卓乱故，

流入於胡。此壹真琰捂哉 ！其肇势乃效建安七子者，非束漠

爵也〔’8〕。

    麻轼是以建安七子岛参考座镖，其慷疑蔡琰不能作 《悲愤

持 》的理由主要有二 ：一是徙文骼夙格判断 ， ＜悲愤持 ＞不像束

漠持。二是持中纪述的事件背景典史不符。

    袜轼其育针封的是五言艘的 《悲情爵 》，莳云 ： “漠季失灌

柄，董卓乱天常”。依璩范峰所救，蔡琰是在具平年简 （194一

195）被胡漪所掳，董卓 （？一192） 已於束漠初平三年 （192)

被吕布所毅，蔡琰遭受的是董卓的部下郭汜 （t！ 一197） 和李催

(？ 一198）劫略，郭汜和李催军旅中兼有漠族以外的士兵，此即

五言骼 《悲情持》所救述 “卓罘来束下，⋯⋯来兵皆胡羌”，是

符合史事的。

    大约在建安十二年 （207） 或十三年 （208) ，蔡琰返回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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酥轼韶岛建安七子尚未展露颐角，蔡琰不可能超於建姜七子。建
安七子中最年畏者高孔融 （153一208) ，其次是阮璃 （？ 一212）。

徐斡 （171一217）、王粲 （177一217）、蜜刂植 （？一217）、隙琳

(？ 一217）、患踢 （？一217）同卒於建安二十二年。谨以年龄居

中、文鬃成就较高的王粲作品来看，堪典五言骼 《悲悄爵》比

美，也是五言骼的 《七哀持》，大约作於建安十三年 （208） 前

後）〕，五言持艘完成於建安、黄初峙期业燕疑简，蔡琰的 《悲

J喷持》即是结合漠魏梁府民歌和文人五言救事爵的成熟之作。

    雌然宋代已有 《蔡竟夫持括》反封蒜轼封蔡琰持的批郭，袜

轼的强大影警力仍然渗透了千年，即使後人於文鬃史中把五言骼

《悲愤爵》蹄於蔡琰名下，蔡琰在文肇史的位置，遣是经常居於

“郸下其他作家和作品”、“建安七子和其他持人”的 “其他”群

艘之中［20〕。
    中团文季史将蔡琰繁於建安七子之後 ，近百年来蔡琰研究最

热烈的陪段，HlJ依附於重新郭值曹操的屋史夙潮。1959年郭沫

若窟 《蔡文姬》括＄lJ 替曹操翻案卿」，引臀 《胡茄十八拍》是否

蔡琰作品的癀泛封输。文鬃研究者、庭史罩者纷纷参典输争卿」，

郭沫若六度岛文，拯力主张 《胡茄十八拍》可信，看似岛蔡琰维

镬著作槽，宵HlJ是概托曹操重金睛回蔡琰的浩大恩泽，榭立曹操

的像岸形象，蔡琰成岛政治宣傅的工具。

三、隐约的存在

    蔡琰作岛提屑於女性身份和男性文肇典箱的附缘，甚至政治

服移的道具，镶我佣聊想到美籍印度裔的後殖民女性鬃者史攀娃

克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1 942一）提出的臀简：“徒属
楷级能登言畴？”〔23〕史攀娃克朋心的具艘封象雕然和蔡琰在赓史

舆文鬃中的待遇不同，但是提示我俩注意徒属者的主骼性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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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遇自我衾连，而非 “代言”的方式几，徙屑者疫不至於被消音。
    正史中纪缘的，自然不可能是事件的全貌或人物的整艘，能

狗在正史中登言或害窟自我的女性，在明清之前寥寥可数卿〕，

倘若她佣的成就高於同峙代的男性，便经常被懊疑岛男性代肇或

凝作。酥轼镶疑蔡琰，不足高奇，蔡琰便因此而被消音了嫣？其

育恰恰相反，支持典反封酥轼兑解的古今文人鬃者，都因岛反覆

辩敷，凝聚了蔡琰的括题性。

    中团文鬃史害籍大多赞同蔡琰至少作了五言艘的 《悲慎持》，

有的辨析棘轼的颧黯，有的缘而不输，有的HlJ叟字未提，追业非

表示一致肯定了蔡琰 r作 《悲情持》，而是文鬃史窟作者的遴择。

文鬃史以作家结合作品贯串，庭史上有一位害香阴第的名人之

女，善音律、能爵香，可惜命逐坎坷，她是否可能作悲侮感懊的

持篇，如 《後漠香》所辑缘？假使都不相信蔡琰和 《悲愤持》的

阴保 ，文肇史上便不需要她的名字 出现 ，熟法替她戴上 “中团第

一位僳出女持人”的冠冕。因此，蔡琰磨故存在於文鬃史，不遇

疑黯娠释 ，只能是隐约的存在 。

    而谨取五言骼 《悲情持》不取骚骼，遇择的镖擎，是否受到

文鬃史重视文鬃演遭颧念的主尊？骚艘文鬃在屈原、宋玉等人的

作品中已娅连到相富高的水平，骚艘 《悲悄静》乃後覆之篇。五

言静的形成和臀展 HlJ是漠代文罩新创 ，具有厥史的特殊意羲 。范

哗修 《後漠害 · 列女傅》，参考了晋项原的 《列女後傅广5」，以

及年代作者不群的 《蔡琰别傅》，南宋初郭茂倩编遴 《梁府持集》

遣引述了 《蔡琰别傅》的纪载和骚骼 《悲悄持》，云：其 “感笳

之音，作莳言志，曰： ‘胡笳勤兮遥焉喘，孤雁蹄兮聱嘤嘤。”,

谨以持中所救述的峙代背景有偏差，便一肇拘销骚艘的 《悲悄

爵》，肇者熄竟得摊以被貌服。

    榷立蔡琰五言艘 《悲悄爵》的作用大於骚艘，是文肇 “典峙

俱逃”的表微。此外，文鬃史作者始终封於以同一主题作三篇迥
      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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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艘裁的作品耿耿於懊，摊以妥切解释作家何以有此肇措，梁答

超 （1873一1929)

貌道 ：

作於 1924年的 《中团之美文及其庭史》，便

    或疑第二首

此锐我颇簧 同，

（按 ：骚 艘 《悲愤 爵）)） 扁後 人掇作 。

因扁雨持所窝，同一事育，同一情绪，绝年

    作雨首之必要哪〕。

    梁答超只貌：“第二首雕亦不恶，

了。”但没有具艘貌明二者慢劣之虚。

但比起第一首来都差得多

他推静五言艘 《悲悄持》，

指出

檬 ，

“追首持典 《十九首》及建安七子褚作
，骼势胡味都不一

追是因文姬身世所经庭，特别典人不同所以
能蜚此具彩，典

峙代夙尚然 阴。”等於简接回膺了酥轼 “束京然此格”
的疑尚 。

梁答超韶高：“要之五言爵到蔡氏父女，
算完全成熟，後此雕有

燮化，但大艘媳不能出其簌圃了。”既然如此，
率可不信骚艘

《悲 J啃持 》，也膺孩保留五言艘 《悲J隋持》。

品，蔡琰在文罩史上有了立足的    既然已经至少肯定了一篇作品，蔡谈在又学丈上月 J二走。

地位，晚於 《後漠害》出现的 《胡笳十八拍》持便往往被略通，

反正 《胡笳十八拍》的简题，在 1950年代末期热用纷攫一阵子

之後，随着政治的夙向吹拂逐渐冷却式微，文罩史本熬须巨细靡

遣。况且，清代的沈德潜 （1673一1769）仁27」和施铺苹 （1836一

1890)[zs］等人，都岛蔡琰找到杜甫 （712一770） 富 “撇承人”,

把杜甫 《北征》、《自京赴奉先蒜泳镶五百字》等佳篇视海 《悲情

爵》的擅作，建立了谱系卿〕。

    文肇史上的蔡琰隐约存在，《胡笳十八拍》更是她影子外圃

的魍魉。除了考橙 《胡笳十／又拍》持典史育的阴你

《胡笳十八拍》最大的疑黯

拍》的纪载，直到郭茂倩

，是唐代以前未晃蔡琰作

，後人封於

《胡笳十／又

《集府持集》腹得晃今所傅 《胡笳十八
    。 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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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之全文 。

    多位中唐持人提及蔡琰典胡笳：

蔡琰没去造胡茄，殊武蹄来持漠茚［s0〕。

胡茄悲蔡琰，漠使泣明妃［sl〕。
明妃愁中漠使回，蔡琰愁庭胡茄哀脚」。

    蔡琰创作的，是胡茄曲？遐是歌鄙？或者曲和醉皆出自

蔡琰？

    李硕 （约 69。一751） 《黯董大弹胡茄聱兼寄藉弄房给事》

云：“蔡女昔造胡笳聱，一弹一十有八拍。”貌的似乎是胡茄曲。

南宋王磨麟 （1223一1296） 能宋朝琴谱有 “胡茄十八拍四卷”
云： “漠蔡琰撰，琰幽愤成此曲人琴。’心3〕元代脱脱 （1314一

1355） 《宋史 · 警文志》有 “蔡琰胡笳十八拍四卷心4〕，可能即

如王庶麟所缘。

    斡愈 （768一824） 曾经 “擅蔡琰胡笳洞莳’心5〕，宋代搽汝藉

韶高斡愈貌的 “蔡琰胡茄持祠”，就是 “所猬胡茄十八拍，盖用

文姬持中捂而作，以泳文姬也。”反封蔡琰作 《胡笳十八拍》持

者，又如王溉团 （徽宗政和五年 〔1115〕遭士）: “今世所傅胡笳

十八拍，亦或用文姬持中捂，盖非文姬所撰，乃後人撰以泳文

姬也。，,:36]
    唐代畏拣熬忌 （594 一659） 等撰 《隋害 · 经籍志》峙，逞著

缘南朝梁有 “後漠董祀妻蔡文姬集一卷”亡佚脚」。宋代隙振搽

（约 1183一1262） 《直寮害缘解题》有 “四家胡笳洞一卷”，即

“蔡琰，%lJ商，王安石，李元白也’心s］。王磨麟也貌 “中唐％lJ商，

皇朝王安石、李元白，各以集句效琰骼，共四家’心9〕，可晃宋代

已经有蔡琰作或後人凝作 《胡茄十八拍》的歧晃。

    《隋害 · 经籍志》将蔡琰的文集附於丁庚 （？ 一220） 文集之
  · 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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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欧喝拘 （557一641）等辑 《警文颊聚》中，得兑丁庚

《蔡伯 喈女赋 》。季者淡 《蔡伯 喈女赋 》，大多只微引 了前 裘

擅

全

，以橙明蔡琰十六成出嫁 ，夫丧蹄家 ，後被捕胡地十二年 ，

下

的

句

丁庚此赋全文，臀现其中似乎隐藏了 《胡笳十八拍》的文句，

文如下 ：

    伊太宗之令女，禀神惠之自然。在草年之二八，披郡林

之曜鲜。明六列之 尚致 ，服女史之括言。参遇庭之明刻 ，才

朗悟而通玄。赏三春之嘉月，畴将蹄於所天。曳丹雁之轻

裳 ，戴金翠之辛翎。美荣曜之所茂 ，哀寒霜之 已繁。宣偕老

之可期，庶壶数於铃年。
    何大顾之不遂 ，飘微躯於逆逢。行悠悠於 日速，入穹谷

之寒山。惹柏舟於千祀，负宽魂於黄泉。我属虏其如昨，趣

春秋之十二。忍胡颜之重耻，恐终夙之我萃。泳芳草於莴

里，想音麈之髻鬓。祈精爽於交 萝，终寂寞而不至。哀我生

之何辜，岛神霓之所案。仰舞擎其已落，晾桑榆之款欷。入

穹厦之秘馆，亟瑜畴而娅饰。欺殊颊之非匹，傻我躬之燕

I院。修庸艘以深失，念蔺泽之空段。份美目於胡忌，向凯夙

而泣血卿〕。

    丁庚用 《持经》描窟怨埽的 《柏舟 》和 《终夙》暗指蔡琰 的

自侮典情J限。自 “我羁虞其如昨”，旁觑者的眼光褥岛第一人稠

的救述口吻。“脉芳草於莴里”句以下，形容蔡琰抒登情志，其

中典 《胡茄十八拍》若合符茚 。例如 ：

    泳芳草於莴里：第七拍云 “原野萧修兮烽戍莴里”。

    想音麈之髻鬓：第十拍云 “故娜隔兮音麈绝”。

    祈精爽於交要：第十四拍云 “更深夜闹兮萝汝来斯”。

    哀我生之何辜：第一拍云 “我生之初尚熬岛，我生之後漠柞
                                                                                · 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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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岛神霎之所窠：第八拍云 “岛神有霎兮何事虚我天南海北颐

⋯⋯我不 负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

    入穹厦之秘馆：第十五拍云 “虚穹庸兮偶殊俗”。

    欺殊颧之非匹：第一拍云 “封殊俗兮非我宜”；第八拍霎

“我不负天兮天何使我殊配债”。

    惰膺艘以深失：第三拍云 “亡家失身兮不如燕生”。
    向凯夙而泣血 ：第 十拍云 “一生辛苦兮缘别敲，十拍悲深兮

浪成血”。

    《蔡伯喈女赋 》和 《胡笳十八拍 》部分神似，是否暗示丁应

曾经擅遇 《胡笳十八拍》呢？

    在 《梁府莳集》之前，儡管不晃 《胡笳十八拍》的全文，王
安石 （1021一1086） 的集句持 《胡茄十八拍户’〕，也透露了典蔡

琰持的阴保。例如：

    第二拍 “天不仁兮降乱雕”，典蔡琰 《胡笳十八拍》之第一

拍完全相同。

    第三拍 “身轨略兮人西阴”，蔡琰 《悲悄静》作 “畏驱人西

阴”; “阴山阻惰兮行路鞋”，典蔡琰 《胡笳十八拍》第十七拍完

全相同。

    第十四拍 “灌血仰颐兮拆营营”，蔡琰 《胡茄十八拍》之第

十六拍作 “泣血仰颐兮拆营营”。

    第十八拍 “胡笳本出自胡中”，蔡琰 《胡笳十八拍》之第十

八拍作 “胡笳本自出胡中”。

    集句持乃摘取前人作 品人爵 ，蔡琰隐约存在於王安石 《胡笳

十·／又拍 》中了。

    再如李纲 （1083一1 140） 的集句静，前有小序表明作静

之 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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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蔡琰作 《胡茄十八拍》，後多傲之者。至王介甫集古

人持句岛之，爵尤麓褥惨婉，能道其情致，通於创作，然此

特一女子之故耳。靖康之事，可岛莴世悲。暇日效其艘集

句，聊以窝燕窍之哀云呻〕。

    一女子之 《胡笳十八拍》不足以概括江山蒙麈之莴世悲，故

而捉李纲的集句静 《胡笳十八拍》起，隐约存在的蔡琰愈来愈淡

薄，终於到了文天祥 （1236一1283） 的集句持 《胡笳十八拍》，

被爵史巨人杜甫取而代之川〕。

四、私德舆公道

    如前所述，蔡琰是否岛 《悲情爵》的作者，始於袜轼的镶

疑，酥轼雨度提及此事，皆接擅着割知裘辨析 《昭明文遴》所载

李陵典棘武害之真偏而来。割知挑雕然没有明言，在其 《史通》

中，藉着封比秦嘉之妻徐氏，批郭了范哗封於蔡琰的竟容：

        锐束漠一代肾明埽人，如秦嘉妻徐氏，勤合橙伐，言成

    规矩，毁形不嫁，哀愉惕生，此8lJ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

    氏，载诞胡子 ，受辱虏庭 ，文铜有铃 ，饰概不足，此则言行

    相乖者也 。至蔚宗後漠傅镖列女 ，徐淑不齿而蔡琰兑害，欲

    使彤管所载，将安华的？田〕

    同岛能爵之才女，徐氏提一而终，夫亡毁形不嫁，宛若後世

真烈寡埽之典簌。相反地，寡埽蔡琰不但再嫁，甚且典具族生

子，文采焕然却失去茚操，《後漠害 · 列女傅》未载徐氏而取蔡

琰，令割知裘臀疑范哗的治史镖维。
    我们不能肯定袜轼封於蔡琰的懊疑是否受到割知浅的影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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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宋人的持文中，可以得见蔡琰受道德批判的情形，例如林景熙
( 1242一1310）的题畜持 《蔡琰蹄漠圆》：

    惜哉 辨 琴 智，不 辨 擎 舆 夷 。继 嶙 形 势 迫 ，敷 掩 荀

羲衡〔‘5］。

蒲妻成的 《泳史八首》之二 《蔡文姬》云：

    琴弹十八拍，聆此矍浪流。一死固已敷，莴言後锥尤。

九原兄衡子，何捂可以酬嘟〕。

    割克茫 （1 178一1269） 业就 《後漠害》纪蔡琰封曹操表示

“男女之别”，谷卩不能免於岛胡人之妻，猫如 《孟子 · 蛊心上》所

貌，不服丧三年，谷卩舒较三五侗月的腮麻、小功等丧服，筒直不

明斡重。其言曰：

曹操欲使十吏就蔡琰窝邕遗害，琰日：“男女不貌授，

乞给纸肇，真草惟命。”

“不能三年之丧，而腮、

妻 胡之 耻 ，壹 不 大於 貌授？所 莆

小功之察”欺少7」

    今傅 《胡 茄 十 八 拍 》全 文 除 了见 褚 《梁 府 持 集 》，朱 熹

( 1130一1200）辑逻晃捕之 （1053一1110） 《擅雕骚》及 《燮楚

醉》作的 《楚醉後捂》，也收缘了 《胡茄十八拍 》，且云：

      胡茄者，蔡琰之所作也。束漠文士有意於骚者多矣，不

  耸而镯取此者，以旖雕不规规於楚捂，而其哀怨登中，不能

    自已之言，要岛肾於不病而呻吟者也。范史乃案不缘，而镯

  载其悲愤二持，二待祠意漫促，非此祠比，眉山辣公已辩其
  70 ·



蔡琰的虢啕，美杜莎的笑

妄矣。蔚宗文下固有不誉，蹄来子祖屈而宗殊，亦未背此，

何邪？琰失身匈奴，不能死羲，固熟可言，然猫能知其可

取，9lJ舆撮雄 《反骚》之意又有简矣。今缘此祠，非恕琰

也，亦以甚雄之恶云甫娜〕。

    朱熹簧同蒜轼封於 《悲情持》的判断，而韶岛 《胡茄十八

拍》慢於 《悲愤爵》，但不知祖述屈原、推崇殊轼的晁铺之何以

没有在 《擅雕骚》及 《燮楚辞》中提及此持？朱熹貌明所以遴绿

《胡笳十八拍》，业非竟恕蔡琰失茚之耻，只不遇站在维镬屈原精

碱忠爱形象的立埸，将窟作 《反骚》的揭雄栽岛等而下之，不如

女流之辈 器了。

    在 《楚鄙後藉》的 目缘 ，朱熹就指出：

    至於撮雄，$lJ未有哉者，而余镯以岛是其失荀亦蔡琰之

侍耳，然琰猫知愧而自松，若雄则反勃前哲以自文，宜又不

得典琰比矣。

    棘轼和晃捕之不淡 《胡笳十八拍》，是未官得晃？抑或以人

魔言？宋人指隙蔡琰失茚，她在爵句中早有自竟，骚骼 《悲悄

持》云：“常流涕兮浪不乾，薄志筋兮念死靴。”《胡笳十八拍》

云：“烛麈蔽兮胡虞盛，志意乖兮茚羲衡。”

    明代题名踵惺 （1574一1624） 黑占次的 《名媛持蹄》封於蔡琰

寄予同情，在 《胡笳十八拍》的第二拍後郭曰：“投以此中情景，

投身虚地，使红颜臀弱，慷慨其简，有少分干涉否。知此则不富

青文姬以死也。’心9〕镡元春 （1586一1637) HIJ在五言 《悲悄爵》

後注云：“一副经史胸中，一赞古今明眼，作此辱事，擅其所自

言，又竟不忍鄙之，反增嶙惜而已。”呻〕

    即使如此，就作品而言，《名媛持蹄》仍有其郭值镖举，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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惺比较 《胡笳十八拍》典骚骼 《悲情持》之 “漫深雅俚老稚，望

而知其不侔矣”，韶与 《胡笳十八拍》非文姬肇。

    清代隆昶辑 《庭朝名媛持祠》韶岛 《胡茄十八拍》可能是蔡

琰先作裘拍，後人敷衍而成，《悲情持》HlJ因其中有痛斥董卓之

句，不可信即〕。

    岛女性文罩惠阴著述的文肇史害籍，大多以 “薄命”形容蔡

琰，蛊量支持蔡琰的作者身份。初版於 1916年 （中苹害局）的

榭熬量 《中团埽女文罩史》业列了赫轼和蔡竟夫封五言艘 《悲悄

莳》的兑解，强绸 《胡笳十八拍》激昂悲壮之特色卿〕。初版於

1931年 （上海光明害局）的镡正璧 《中团女性的文肇生活》指

出 《胡笳十八拍》岛第二人口氧，《悲情莳》较可信油］。又如初

版於 1932年 （上海阴明害店）的梁乙真 《中团埽女文鬃史纲》

不但推肇蔡琰作雨幢骼裁 《悲愤静》之镯特成就，业别立一前

“胡笳十八拍典胡歌阴俘”，韶岛蔡琰在胡地十二年，已受粪族洗

檀，故而文醉臀璞，反驳踵惺 《名媛持蹄》之貌，撇而徙母性本

臀的角度，力主蔡琰作 《胡笳十八拍户4」。
    1950年代以後，中团大隆出版岛数罘多的文肇史，不再以

“不能死茚”贬抑责靴蔡琰，由於静作的 “社含性”、“庭史

性”肺〕，符合 “现宵主羲”的政治正榷，蔡琰的地位一耀成岛魔

大受苦埽女的代表。北京大鬃中文系文肇惠阴化 1955级集艘编

著的 《中国文攀史》，便是一例 。害中指 出蔡琰 ：“置身於癀大受

靴人民中简，因此她窟出了大家共同的悲惨命逢”, “但是作者的

遭遇更深一屠，因岛她是埽女”，礴道蔡琰的静 “连到了现宵主

羲的拯高水华’心6〕。

    1963年初版，游团恩等人主编的 《中团文肇史》也貌：“它

是通遇一涸人的不幸遭遇反映了漠末勤乱中癀大人民特别是埽女

的共同命逢，同峙也控拆了革阴混戟的罪恶。”“它在我团现育主

羲持歌登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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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初版，曹磁基等人编著的 《中团古代文罩史简答》

中，救述蔡琰 “被倦在束漠末年军阴混戟的陪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之中”, “和庚大人民的命速繁速相繁，具有普遍意羲心8〕。同害
1985年的增舒本中，蔡琰被封岛 “我团第一侗僳出的女作家”,

她露出了 “戟乱的现育，人 民的苦摊”, “之前的文人救事持 ，遣

没有人连到 《悲悄持》的水擎”, “在 ‘女子燕才便是德’的封建

社官，能窟出追檬的珍品，是了不起的事情邓9」。
    蔡琰侗人的特殊遭遇被摘大高整侗峙代不幸人民的普遍命

速，而她身岛女性，受垦迫的慎恰景况更是惨烈。顺着追檬的集

艘思维模式，1990年以降的文肇史突出了戟事封女性造成的侮

害，郭预衡主编的 《中团古代文季史筒编》貌道：“可晃在戟乱

之中，埽女不谨承檐了最大的曦牲，而且始终熬法撒脱封建道德

雏罩在她佣颐上的隆影。”《悲情爵》“可看作封建社官庸大埽女

的一真痛史，，〔6。］。
    在肇者翻背的四十除部中文著述中团文肇史害籍中，封於蔡

琰其人其持最能深切骼贴，道出她身不由己的痛楚的，是林庚

《中团文鬃筒史》所述，他貌蔡琰的持作：

    反映了一侗弱女子在那畴社曹中的可嶙地位；她是被用

钱可 以殖回来的，她是只能嫁雌随雌嫁犬随犬的，她是不能

不抛案 了自己貌生的兄子 的；在 被殖 回来後又不得 不嫁 了

人，而 因海 自己是被胡兵拾去失 了饰的，她又只得加倍 陪小

心。熄之她的命逮是不由自己作主的。而追檬的任命邃播弄

的可嶙生活，《悲愤持》就作了典型的描窝，它的感勤人，

正因岛它是最现育的脚〕。

    林庚的第一部 《中团文鬃史》完成於 1947年，由厦阴大鬃

出版。其猫特的文鬃史溉典窟作方式在 1950年代绸城北京大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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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不得不因磨现育而有所绸整，重新改窟岛 《中团文肇筒

史户2」。儡管是峙代燮勤，现育所需，林庚仍能不落俗套，以其

爵人之性霆觑照古人，可谓别具麦眼。

    相封於中团大睦李者受限於意撤形悲的框架，夏潜的中团文

鬃史著作有较竟阴的臀挥空简，菜魔炳即岛重要的代表鬃者。某

魔炳的 《中团文罩史》不将蔡琰置於魏代文肇建安七子之末，而

是在漠代爵歌中救事爵之臀展艘系内别立一茚输述，害中封於蔡

琰 “在世峙屋蛊悲惨遭遇”, “死後愎鲍受嘲抓”抱屈。他肯定雨

篇 《悲J厦莳》岛蔡琰所作，《胡笳十／又拍》具刂岛後人凝作呻」。

    在单篇输文方面，由於一般文李史只接受五言艘 《悲愤持》

岛蔡琰作品，故而就救事结横、抒情方式典誉衍特臀等角度立输

的文章也集中於五言骼 《悲悄持》。1990年代以後，罩衍研究方

法逐渐脱能固有的赏擅视域和值值判断，提性别戳默和女性主羲

理渝探衬蔡琰其人其持的输文岛蔡琰研究提供了更矍富的成果。

遣是 “迥来的公道”喝？肇者未敢断言，不遇梁晃群音迭起，多

元交撒，期静肇者的研究也曹是其中之一。

五、结 韶

    在正史中提属於丈夫；在文鬃史中附缘於建安七子，被慷疑

典推翠的作者；被批判典表彰的埽人，蔡琰研究裹充满了性别差

具舆雨重性 。

    本文旨在梳理前人 的榆默和研究取 向，回颇一千多年来以男

性括籍岛主绸的渝述轨蹬，呈颖其中 “不在埸育存” ( presence

of absence）哪〕的现象。雕然引用了西袜 《美杜莎的笑聱》的部

分言输，碱如她深受解横主羲影髻，不渝旁人以 “後现代女性主

羲心5〕或 “後女性 （獾）主羲”哪〕定羲她，而且不韶岛自己是女

性主羲者，也不将自己的晃解蹄频岛 “理渝”旧」，肇者希望本文
      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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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展示遇去蔡琰研究的性别阴保，燕意镖榜岛某一主羲立埸，
更然镇批判或厚壹前人 。

    性别阴保不是截然的二元封立，女性在男性主尊的屋史峙空
中也未必就毫燕踏身躲地。就像前文淡遇的，镶疑蔡琰作 《悲悄

持》的 “始作俑者”薛轼挑勤了括题，阴答了千年输戟；摊镬蔡

琰作 《胡笳十八拍》的郭沫若激起了擎界的研究狂热，作用力典

反作用力相辅相成，都镶蔡琰受到瞩目，徒而被 “有涤件”地遴

择 “收编”於经典骼系之中。

    回到美杜莎的神括，她那满颐的蛇鬓，是否可能化葛害窟的

肇？西酥拯力鼓吹埽女窟作，作岛彰颖自我，抒臀心志，甚而颠

覆傅统的手段。美杜莎以笑聱封抗不平，寻求自由，她的笑聱如

何被藉晃？那就是宵作。

    《悲J清爵》典 《胡茄十八拍》中的蔡琰浅度痛哭虢陶，痛哭

虢陶不能化解也不能纪恰悲愤，唯有文字能狗铭刻苦靴，控拆暴

行。那血浪横恣的静篇和蔡琰的人生庭程既密合又疏髯，於是後

人攒研於那不封等的倾斜之中，在生命典文字的隙键，美杜莎的

笑聱如潮浪相激 ，嘲弄 自韶 “榷定真偏便能超近真理”的然谓 。

    注释 ：

    [ 1］嫣格麓特 · 莒哈栋著，桂裕芳泽：《窟作》，夏北：聊想出版事案有限公司，

2006 年，第 9 百。

    [ 2〕颇燕翎 ，郸至慧主编：《女性主羲趣典：十八世纪歇洲兽蒙 ，二十世纪本土

反思》，夏北：女害文化事案有限公司，1999年，第 87百。

    「3〕由於 《悲情持》及 《胡茄十八拍》是否岛蔡琰的作品仍未定榆，故撰 “仿

女性”。

    「4〕蔡琰的生卒年貌法不一，目前以约生於 177年最岛常晃，例如：郭沫若：

《再敬蔡文姬的 ＜胡笳十八拍＞》，《文擎遣库》编辑部编：《胡茄十八拍封渝集》，北

京：中苹害局，1959年，第 n 一13真。中团科擎院文季研究所中圃文季史编窟组编

窝：《中团文擎史》，北京：人民文罩出版社，1962年，第 202 页。姜害阴：《中团文

季史四十耩、》，畏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15 页。陈祖美：《蔡琰抨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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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南：山束教育出版社，1983 年。郭石山，喻朝刚主编；王锡柴，肖善因副主编：

《中团古代文擎耩座》，畏春：吉林大季出版社，1987 年，第 136 真。张炯，邵绍基，

樊骏主编：《中苹文擎通史》，北京：苹葵出版社，1997年，第 257真。

    谨就肇者所知，又有以下数捶貌法：

    约 172一178。游团恩等主编：《中团文季史》，夏北：五南圆害公司，1990 年，

第 243 百。趟明，裼榭增，曲德来主编：《雨漠大文祭史》，畏春：吉林大肇出版社，

1998年，第 435 页。

    豹生於 174。蔡瑜 ：《靡乱经庭典身分韶同－― 蔡琰的悲悄交警曲》，《埽女典雨

性李刊））第 8 期 （1997 年 4 月），第 29一54 真。

    (176？一？) , Kang一1 San Chang and Haun Saussy eds. ; Charles Kwong , associ-

ate editor ; Anthony C. Yu and Yu 一kung Kao , consulting editors , W6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 an Anthology at POetry and Criticism ( Stanford , Calif . : Stan-

ford University Press, 1 999) , pp. 22一30.

    (162？一243?）。王团璎：《中团文季史新耩》，夏北：聊经出版事案有限公司，

2006 年，第 233 真。

    〔5」Gananath obeyesekere, Medusa’5 Hair : an Essay on Personal Symbols and

Religious Experience (（二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l 984 ). Stephen R.

Wi Ik , Medusa : Solving the Mystery of the Gorgon (Oxford ; New York : OxfordU -

niversity Press , 2000 ). Marjorie Garber and Nancy J. Vickers eds. , The Medusa

Reader (New York : Routledge , 2003) .

    [ 6〕柏棣主编：《西方女性主羲文肇理输》，桂林：魔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

第 233 百。

    〔7〕Robyn R. Warhol and Diane Price Herndl eds. , FeminismS: an Anthology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 New Brunswick , N . J. :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cl 991 , pp. 334一349.

    「8〕颇燕翎，郸至慧主编：《女性主羲握典：十八世纪欧洲兽蒙，二十世纪本土

反思》，第 90 真。

    [ 9〕萧嫣嫣：《我害故我在― 榆西酥的隆性香窝》，《中外文季》第 24卷第 n

期 （1996年 4 月），第 58 真。

    〔loj “互文性”或择作 “互典”。法团季者克莉练蒂娃 （Julia Kristeva）忽粼：

“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衅化”，追桓 “互文性”使得文本之简彼此相互参

照，崖生影髻，形成绷络。又参趟一凡等主编：《西方文渝阴键洞》，北京：外藉教

季典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 2 11一220真。借用 “互文性” ( intertextuality）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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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性”(t ranstextuality）理输解擅中团持直的例子，群参衣若芬：《骸艘幻威：中

团持歌典圆象中的生命意撤》，《中团文哲研究集刊》第 26期 （2005年 3 月），第

73一125 真。

    「n 〕曹道衡，割耀逃：《先秦雨漠文季史料季》，北京：中革害局，2005 年，第

437真。

    [ 12〕徐正英：《蔡琰作品研究的世纪回颇》，《西北师大季辍》38卷 2期 （2001

年 3 月），第 6一n 页。作者提及搜集到的蔡琰研究流文有 112 篇，文中所分析的研

究成果大多海三篇蔡琰作品的真偏考辨尚题。

    [ 13〕梁容若：《中团文擎史上的偏作摄作及其影髻》，《中圃文季史研究》，毫

北：三民害局，1 967年，第 19一42百。隙平原：《文季史的形成舆建横》，南字：魔

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 14」 〔南朝宋〕范哗撰，褐家骆 主编： 《新校本後漠香》，夏北：鼎文香局，

1987年，卷 84，第 2800 页。

    [ 15］割静点：《割向 “列女傅”的性别意款》，《束吴屋史擎报》第 5期 （1999

年 3 月），第 l 一30 真。

    [ 16〕衣若茵：《＜後漠害＞的害窝女性：兼榆傅统中团女性史之建横》，《暨大季

报》4 卷 1 期 （2000 年 3 月），第 17一42 真。衣若茵：《史擎典性别：＜明史 · 列女

傅＞典明代女性史之建横》，夏北 ：团立夏潜师粗大祭屋史研究所博士箫文，2003 年

6月。

    [ 17」〔宋〕酥轼：《题蔡琰傅》，孔凡檀黠校：《薛轼文集》，北京：中苹害局，

1986年，卷 67，第 2094 真。

    [ 18〕《答割沔都曹害》，《酥轼文集》，卷 49，第 1429一1430真。

    「19」吴霎、唐绍忠： 《王粲集注》，郸州：中州香置社，1984年，第 157一

158 百。

    [ 20〕较新的文擎史香籍，如傅璇琮，蒋寅媳主编：《中圃古代文擎通瀚》 （溶

喝：遗率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356一358 真，镖题岛 “建安七子及其他持人研

究文献”。趟明，揭榭增 ，曲德来主编：《雨漠大文季史》（畏春：吉林大季出版社，

1 998年）将蔡琰置於建安七子之前，镖题作：“蔡琰典建安七子”，是少数的例子。

    [ 21〕郭沫若自稍：“我窟 《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郭沫若：

《屈原 ·蔡文姬》，北京：人民文祭出版社，1997年，第 188真。

    「22」《文季遣崖》编辑部编：《胡茄十八拍封箫集》共收锋 29篇箫文。又参人

矢羲高：《“胡茄十八拍”输争》，中团文季含，京都大季文擎部中圃藉季中圃文季研

究室编：《中团文季报》第 13 册 （1960 年 1 月），第 124一170 页。虎具基主编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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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以来古代文擎尚题封输皋要》，鸿南：杳鲁香社，1987年，第 90一107页。

    仁23〕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邱彦彬、李翠芬泽：(（捉属陪级能登言嘱？》，

《中外文擎》24 卷 6 期， (1995 年 11 月），第 94一123 真。

    [ 24〕胡文楷：《屋代埽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 年，收缘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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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戴蕃豫：《范哗典其後漠害》，畏沙：商移印害馆，1941年，第 14一17页。

    「26〕梁答超： 《中团之美文及其屋史》， 《梁兽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年，第 8册，第 4404页。阴於此尚题的封输又晃於胡遭：《白括文季史》，北

京：图结出版社，2006 年，第 65一68 页 （初版於 1 928 年 ，上海新月香店）。郸振

锋：《插圆本中圃文李史》，北京：人民文季出版社，1957年，第 110一112真 （初版

於 1932 年，北平横社出版部）。戴君仁：《蔡琰悲悄持考橙》，《大睦摊赫》4．卷 12期

( 1952年），第 l 一3 页。

    [ 27〕沈德潜郭曰：“段落分明，而诚去脱卸蒋接痕峭。若断若擅，不碎不乱，

少陵奉先泳懊、北征等作，往往似之。”晃 《古持源》，夏北：庚文香局，1982年，

卷 3，第 sb 真。

    [ 28］〔清〕施铺苹：《幌墉貌持》（夏北：西南害局，1979 年）: “奉先泳懊及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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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朋少陵宗派。” ( 26 涤，第 896 真）。

    [ 29」又，根攘搽康宜教授研究 ，蔡琰的作品影馨宋末元初歌妓趟禽赏作 《悲笳

四拍》、明清之隙女持人王端淑的 《悲情行》，晃琢康宜：《末代才女的 “乱雄”持》，

眼宏生、眼雁编：《古代女持人研究》，武漠：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 224一

243 真。

    「30」李益 ：《塞下曲》， 〔清〕彭定求等奉敕编：《全唐持》，北京：中苹睿局，

1960年，卷 283，第 3225 百。

    [ 31〕李敬方：《太和公主遣宫》，《全唐持》，卷 508，第 5776真。

    [ 32〕颇况：《别禅奴弹琵琶歌》，《全唐待》，卷 265，第 2947一2948真。

    [ 33」〔宋〕王感麟：《玉海》，夏北：夏湾商矜印香雏，1983 年 《文渊筒四库全

香》本，卷 110，《宋朝琴错 · 胡茄十八拍》，第 24b 页。

    [ 34〕〔元〕脱脱等撰，裼家璐主编：《新校本宋史》，毫北：鼎文害局，1978 年，

卷 202，第 5053 页。

    [ 35」《至哪州北寄上襄赐於颇相公害》，晃 〔唐〕斡愈撰，〔宋〕魏仲皋编：《五

百家注昌黎文集》，夏北：夏潜商移印香馆，1983年 《文渊阴四库全害》本，卷 15 ,

第 10a 真。

    78 ·



蔡琰的虢啕，美杜莎的笑

    「36〕〔宋〕王觑团：《季林》，毫北：毫湾商胳印言始，1983 年 《文渊阴四库全

害》本，卷 8 （胡笳＞，第 15b一16a真。

    「37〕〔唐〕魏微等撰，裼家豁主编：《新校本隋香》，夏北：鼎文香局，1979年，

卷 35，第 1059真。

    [ 38］〔宋〕隙振搽：《直寮害缘解题》，戛北：夏潜商胳印害甜，1983 年 《文渊

阴四库全害》本，卷 15，第 21 真。

    [ 39］〔宋〕王磨麟：《玉海》，卷 n 。，第 24b百。

    [ 40〕〔唐〕歇喝拘等辑：《葵文颧聚》，毫北：夏潜商移印害馆，1983 年 《文渊

阴四库全香》本，卷 30，第 26b一27a真。

    仁41」〔宋〕王安石：《胡茄十八拍》，《露川先生文集》，夏北：夏潜商捞印香馆，

1979 年 《四部装刊》本，卷 37，第 1一4 页。

    [ 42」〔宋〕李纲：《胡笳十八拍》，《梁璐集》，毫北：毫湾商矜印害髂，1983年

《文渊阴四漳全香》本，卷 21，第 2 真。

    [ 43」肇者另有 《她的浪，持人的墨水一宋代文人封 ＜胡茄十八拍＞的蒋窟》

（未刊稿）群输。

    仁44〕〔唐〕割知挑：《史通》，夏南：驻矍出版，1996 年 《四库全香存 目》本，

卷 8，人物第三十，第 16a 真。

    [ 45」《蔡琰蹄漠圆》，北京大擎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持》，北京：北京大罩出

版社，1991年，册 69，卷 3632，第 43509 真

    [ 46」《泳史八首》之二 《蔡文姬》，《全宋持》册 68，卷 3575，第 42741百。

    「47〕〔宋〕割克驻：《後村持括》，夏北：夏湾商移印害甜，1983 年 《文渊阴四

库全害》本，卷 6，第 18b真。

    [ 48」〔宋〕朱熹： 《楚醉後捂》，夏北：世界香局，1989年，卷 3 ＜胡茄第二

十＞。

    [ 49彐 〔明〕踵惺黯次： 《名媛持蹄》，明末 （1621 一1644） 刻本，卷 2，第

IOa真。

    「50〕同上注，第 19b百。

    [ 51〕〔清〕睦昶辑：《赓朝名媛持祠》，清乾隆三十八年 （1772） 红树樱刻本，

卷 1，第 13a一Zob百。

    [ 52〕榭然量：《中团埽女文季史》，郸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 30一

36 真。

    [ 53〕本香於 1935年更名与 《中团女性文季史括》，又名 《中团女性文祭史括》，

此捺天津百花文葵出版社 1984年版，第 53一64真。

                                                                                      79 ·



新 团 擎 （第七卷）

    「54〕梁乙真：《中团埽女文季史纲》，上海：上海害店，199。年，第 78一92真。

    [55〕％lJ大僳：《中团文鬃赞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 223

真。初版於 1962年 （北京中苹香局）。

    [ 56〕北京大擎中文系文季惠阴化 1955 级集骼编著：《中团文肇史 （上册）》，北

京：人民文季出版社，1958年，第 133一134真。

    [ 57〕游团恩、王起、萧滁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中团文季史》，北京：人

民文擎出版社，1963年，第 218真。

    「58〕曹磁基、陕新璋、耀束升主编：《中团古代文擎史尚答》，魔州：魔束人民

出版社，1982 年，第 146一148 百。

    [ 59〕曹磁基、陈新璋、耀束升主编：《中团古代文擎史周答 （增舒本）》，癀州：

魔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 90真。

    〔60」郭预衡主编：《中团古代文擎史筒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第 140 真。

    「61〕林庚 ：《中团文季筒史 （上卷）》，上海：上海文葵聊合出版社，1955 年，

第 169一170 百。此害後来重新修钉出版，亚增著下卷，此段引文略有改勤，晃北京

大李出版社 1995年版，第 127真。
    [ 62〕群参戴燕：《文擎史的獾力》，北京：北京大季出版社，2002 年。隙团球：

《“文化匮乏”舆 “待性香窝”― 林庚 ＜中团文擎史＞探索》，《文肇史害窝形怨舆

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季出版社，2004年，第 107一147真。

    「63〕某度炳：《中团文擎史》，夏北：夏潜季生害局，1987年，第 104一In 真。

孩香於 1965年由作者初印。

    〔64〕纪元文：《“女性香窝”惠题弁言》，《欧美研究》35卷 1期 （2005年 3月）,

第 1一8 页。

    「65〕颇燕翎主编： 《女性主羲理渝舆流派》，夏北：女香文化事案有限公司，

2000年，再版，第 299一312 真。

    [ 66〕SoPhia Phoca （索菲亚 · 孚卡）著，王麓择： 《後女槽主羲》 （Postfemi -

nism )，北京：文化琴衍出版社，2003 年。

    「67〕阴於西酥的理念的检封，可参看宋素凰：《法团女性主羲封害窟理榆的探

封》，《文史哲》1999 年第 5 期，第 100一104 页。沈建青：《来自美杜莎的笑聱―

法团女性主羲季者：埃莱娜 · 西嘛》，荒林主编：《中团女性主羲》，桂林：魔西师簌

大季出版社，2004年，第 146一1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