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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梅故事的演變及文化解讀 

丘慧瑩
∗ 

〔摘  要〕 

明代戲曲《三元記》，鋪陳女主角秦雪梅未嫁守寡，斷機教子，最後三元及第，

一門榮顯的故事。這種節婦守貞、教子成立的故事主題，因符合傳統綱常禮教，

在中國各地廣泛流傳。不同體裁的戲曲、小說、民間講唱都有雪梅故事，其內容

則是在原來戲曲「祖本」的基礎上，沿用與變化。 

本文首先針對雪梅故事涉及的歷史真實部份，提出與《曲海總目提要》不同

的看法與證據；接著將雪梅故事的演變分為「原型」、「宿命型」、「考驗型」及「女

性群相型」四種；進而探究不同類型的文化意義，得知雪梅故事雖因小傳統的傳

播、流行而有所變化，但依舊統攝在大傳統貞節觀的系統中，限制了其他女性形

象的發展。 

 

關鍵字：雪梅故事、商輅、三元記、貞節觀、類型 

 

 

 

 

 

 

 

 

                                                 
∗ 國立東華大學民間文學所副教授 
 
收稿日期：2009年09月01日，審查通過日期：2009年12月18日 

責任編輯：楊濟襄教授 



 

254  文與哲．第十五期 
 

 

 

一、前言 

小說戲曲說唱這一類通俗文學，有著風教風情兼具的雙重特性。在「合世情、

關風化」1的指導原則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敬順這樣的傳統倫理價值，

常被高舉。不只官方以律令強烈提倡： 

 

凡樂人搬做雜劇戲文，不許粧扮歷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聖先賢神像，違

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粧扮者與同罪，其神仙道扮及義夫節婦孝子順

孫勸人為善者，不在禁限。2 

 

許多劇作家也身體力行。3明代戲曲《三元記》，鋪陳女主角秦雪梅未嫁守寡，撫養

其子（丫鬟愛玉所生）商輅，斷機教子，最後三元及第，一門榮顯的故事。這種

節婦守貞、教子成立的故事主題，因符合傳統價值、綱常禮教，在中國各地廣泛

流傳。 

目前流傳的各地方戲曲中，淮劇、豫劇、梆子、梨園戲、歌仔戲等都有雪梅

故事；小說則有《七世夫妻》；4民間講唱如彈詞、鼓詞、木魚書、子弟書、歌仔冊、

                                                 
1 ﹝明﹞孫月峰的「作劇十要」：「第一要事佳，第二要關目好，第三要搬出來好，第四要

按宮調、協音律，第五要使人易曉，第六要詞采好，第七要善敷衍──淡處做得濃，閒

處做得熱鬧，第八要各角色派得勻妥，第九要脫套，第十要合世情、關風化」。見﹝明﹞

呂天成：《曲品》，收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 6 冊（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2
年），頁 223。呂天成書中引了這一段話，應該是以此標準來品評傳奇劇作，不過經趙景

深先生整理及統計的結果，發現呂天成品評傳奇劇作，注意詞采及音律的部份，還是遠

超過其對結構（事佳）及關目的注意。 
2 ﹝明﹞應檟：《大明律釋義》卷 26〈雜犯〉「搬做雜劇」條，收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史部政書類，頁 204。 
3 如﹝明﹞丘濬：《伍倫全備記•會合團圓》【餘音】強調：「母能慈愛心不偏，子能孝順道

不愆，臣能盡忠志不遷，妻能守禮不二天，兄弟和樂無間言，朋友患難相後先，妯娌協

助相愛憐，師生恩又義所傳，伍般倫理件件全」，《古本戲曲叢刊》初集。﹝明﹞邵燦：《香

囊記•副末開場》〈沁園春〉：「伯奇孝行，左儒死友，愛兄王覽，罵賊睢陽，孟母賢慈，

共姜節義」，《古本戲曲叢刊》初集。 
4 筆者目前所見到的《七世夫妻》本子，一為台南：文國書局，1981 年印行；一為台北：

輔新書局／陽明書局，1983 年印行。二者回目名稱雖不同，但內容差異甚少。由於《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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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歌冊等也都有雪梅教子故事。5這些不同的雪梅故事，都在原來戲曲的基礎上，

有着或多或少的變化。而這些變化，雖呈現出對傳統女性多視角的描寫，但終究

統攝在傳統倫常的系統中。 

二、戲曲雪梅教子故事 

（一）《三元記》成書年代探析 

《三元記》主題思想單一，主要敘述秦太師之女雪梅，與商霖訂有婚約，書

館相逢，商霖相思染病，商家二老不得不以婢女愛玉代嫁；商霖過世，雪梅吊孝，

得知愛玉懷有遺腹子，故未婚守寡，留在商家撫養愛玉之子商輅，歷經艱辛，斷

機教子；而後商輅三元及第，將雪梅守節撫孤情事，奏知聖上，商輅授封翰林學

士，雪梅、愛玉俱有冠誥，並立五鳳牌坊昭示天下，商輅與雪梅姪女完婚，一門

榮顯。6全劇主旨就是宣揚貞女教子成名、維護節義綱常的難能可貴，所謂「百年

事業丹心苦，萬世綱常赤手扶」，7這樣的劇作，非常符合中國傳統社會的主流價值，

更把戲曲風教的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 

商輅（1414-1486）乃有明一代，唯一一個鄉試、會試、殿試皆第一，人稱「三

元及第」8之人。此劇之作劇動機，當因此難得事件觸發。目前可見敘述該事最早

的完整作品為明代戲曲《三元記》，一名《斷機記》，又名《三元登科記》，為與沈

                                                                                                                             
世夫妻》一書成書年代不詳，從內容中的最後一世「李奎元、劉瑞蓮」故事中提及崇禎

末李自成事，則《七世夫妻》一書成書年代最早約在明末清初。據楊振良的考查，在光

緒時僅有「三世姻緣」，未見「七世」之說，由此推知七世之說可能更遲至光緒民初。楊

振良：《孟姜女研究》第一章〈緒論〉（台北：學生書局，1985 年），頁 11。 
5 寶卷中雖有《雪梅寶卷》，但內容與雪梅教子故事無關，說的是陳世美負心故事。 
6 有關祖本各折摘要，參見附錄一，由於富春堂本各折原無折名，各折折名若戲曲選本選

刊，則從其稱，若無，則由筆者依內容自擬。 
7 《風月錦囊》選《摘匯奇妙戲式全家錦囊三元登科記九卷》副末開場【鷓鴣天】。此詞為

富本所無。見孫崇濤、黃仕忠箋校：《風月錦囊》（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頁 459。 
8 歷來三元及第者僅：宋：王曾、宋庠、馮京；明：商輅；清：乾隆時江南錢棨、嘉慶廣

西陳繼昌。而馮京故事，宋元戲文己有。可知此類特殊事件，確為劇作之佳妙題奇。不

過明代三元及第者尚有許公觀，後因得罪故被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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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卿《馮京三元記》區別，9因此將故事主角姓名加於題目之上，又名《商輅三元

記》，為萬曆（1573-1619）富春堂刊本，題為《新刻出像音註商輅三元記》。然明•

嘉靖癸丑（1553，即嘉靖三十二年），書林詹氏進賢堂重刊本《風月錦囊》，已選

錄《三元記》；10且徐渭（1521-1593）《南詞敘錄》已著錄。由於富春堂的這個本

子，是雪梅故事目前可見最早的完整文本，故本文稱之為「祖本」。11 

商輅為明•正統十年（1445）中的進士，故可知此為敘事上限年代。祖本成

書年代不詳，《曲海總目提要》卷 16《斷機記》條云：「亦名《三元記》，演淳安商

輅事。明成化間人所作」，12明指此劇成於成化年間（1465-1487），然無確證。葉

德均在《戲曲小說叢考•祁氏曲品劇品補校》一文中，另引陳洪謨《治世餘聞》

下篇卷 4：「近世戲曲盛傳商三元輅事，頗類此」，13由於陳書卷末題正德十六年

（1521），故祖本成書最晚不會晚於此。寶卷專家車錫倫先生則認為此作恐出於弘

治年間，是以商輅在世，寫成此劇公開搬演，將惹禍上身，因此直到商輅去世之

後，此劇才有可能產生。14只是依此理由，即便商輅去世，也未必能作成戲曲，因

為商輅之子良臣、良輔，成化年間都已在朝為官，良臣雖在成化二十二年（1486）

年卒於官，但良輔至正德年間才以太僕寺少卿致仕，應當都有一定影響力，15藝人

也不太可能冒此風險。何況商輅雖真有其人，但明代律令對於「忠臣烈士」出現

在戲曲中，只要是能「勸人為善者」，便不在禁限之列，所以商輅在世時此劇便不

                                                 
9 宋元南戲有《馮京三元記》，寫馮京連中三元，《宋史》真有其事，沈受先之作當據此改

作。見葉德均：《戲曲小說叢考•祁氏曲品劇品補校》（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頁

256。 
10 此本除第 1 折的〈鷓鴣天〉，據孫崇濤考證，應是富本殘缺，可據此而補；其餘所錄曲

詞，幾與富本《三元記》完全相同。有關富本《三元記》與《風月錦囊》選錄本相關問

題，參見孫崇濤：《風月錦囊考釋》（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頁 113。 
11 《三元記》，收在《全明傳奇》（台北：天一出版社，1983 年）。 
12 康海：《曲海總目提要》（天津：天津古籍書店，1992 年，據 1928 年大東書局原刊影印），

卷 16，《斷機記》條云：「亦名《三元記》，演淳安商輅事。明成化間人所作」，頁 732。 
13 書同註 9，頁 256。 
14 民間文化青年論壇第二屆會議•北京，車錫倫：〈讀丘慧瑩女史的論文〉，（2004 年 7 月

14 日），http://www.pkucn.com/chenyc/thread.php?tid=2324，（2008 年 8 月 1 日上網）。 
15 ﹝明﹞商振綸編：《明三元太傅商文毅公年譜》（﹝明﹞萬曆四十六年刻本），收在《北

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年，原版影印），第 39 冊，

頁 154。商振綸為商輅之玄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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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產生之說，似可商榷。 

祖本第十六折秦父吊喭商霖之祭文，時年為明•宣德二年二月（1427）歲次

戊辰，但歲次與年曆不合，戊辰為英宗正統十三年（1448），二者相差二十一年。

此一誤差，既符合劇中商輅於商霖死後二十一年中舉，16又正好是歷史人物商輅三

元及第之後的三年，也就是商輅三元及第後的第一次大比之年。古人習以天干地

支紀年，作者不經意間的「失誤」，是否可能提供作劇年代的線索？由於歷史上連

中三元之人實在少之又少，再者古時交通不便、資訊不發達，三元及第的消息遍

傳天下或許得花些時日，所以在三年一考的時間點上，打鐵趁熱，藉以炒熱新聞

也不無可能。 

（二）《三元記》的敘事主題與重點 

仔細分析戲曲《三元記》，最大特色，就是題材特殊、事足以傳。蔣士銓說： 

 

如秦氏者，未謀郎面，猝遘夫喪。痛妾命之如絲，嗟我心之匪石。蘼蕪春

死，已拼從一以終；風雨魂單，幾欲登山而化。換麻衣而往哭，也算于歸；

酹絮酒以呼天，斯為合巹。乃年芳而識卓，遂語迫而心專。豈貪一線之生？

恃有雙鬟之孕。婦能代子，未亡人孝節兩全；母可兼師，遺腹子詩書獨繼。
17 

 

雪梅未嫁守貞，吊孝不歸、撫孤成立、奉親教子，正是全劇的重心所在。李漁《閒

情偶寄•結構第一》〈立主腦〉： 

 

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腦。主腦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傳奇

亦然。一本戲中有無數人名，究竟俱屬陪賓。其初心只為一人而設，即此

一人之身，自始至終、離合悲歡，中具無限情由，無窮關目，究竟俱屬衍

文。原其初心，又止為一事而設，此一人一事，即作傳奇之主腦也。然必

此一人一事果然奇特，實在可傳而後傳之，則不媿傳奇之目，而其人其事

                                                 
16 戲曲《三元記》第二十二折〈賀生商輅〉時，商父母六十歲，而第三十七折〈衣錦還鄉〉，

商父母八十歲，恰巧為二十年。 
17 ﹝清﹞蔣士銓：《三元報》題辭，收在﹝清﹞唐英著，周育德點校：《古柏堂戲曲集》（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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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作者姓名，皆千古矣。18 

 

依此標準，雪梅撫孤正是此劇的「一人一事」。 

不過戲曲敘事得兼顧演員調度、場面冷熱調劑、戲曲體製等問題，所以敘事

結構並不緊密，在演出時往往以摘錦、小本戲的方式演出。仔細檢示祖本的劇情，

真正的表現重點在這三部份：（以下稱敘事群） 

 

A、書館相會──商霖思婚──愛玉代嫁 

B、商霖病故──雪梅吊孝──守節撫孤 

C、商輅玩樂──雪梅教子──三元及第 

 

這三個表現重點也正是雪梅教子的主要情節，也正是羅蘭•巴特所說的「核心事

件」所在。所謂「核心事件」，即這些單位是敘事作品的真正鉸鏈，至於圍繞在「核

心事件」旁的，則是一連串合乎邏輯、連帶關係的「催化事件」；「催化事件」只

是填補這一空間絞鍊隔開的敘述空間。19上述三個衝突點，所造成的結果如下： 

 

事 件 內     容 結     果 

核心事件 商霖得知雪梅美貌，相思染病，商家不

得已李代桃僵，以愛玉代嫁 

為商家留下後嗣 

核心事件 商霖病故，雪梅吊孝，得知商家有後 雪梅留在商家守節撫孤 

核心事件 商輅玩樂不思進取，雪梅斷機教子 商輅改過向上，三元及第 

 

這三個敘事群，構成了雪梅故事的主要架構，雪梅故事依此三個核心事件發展。

因此祖本的其他各折，其實是可有可無的部份。 

戲曲故事要「好看」，得依賴動人情節，含莘茹苦、撫孤成立，最後一定赴試

高中，其實是頗為老套的故事，祖本最特殊的三元及第只是赴試高中的擴充。賢

                                                 
18 ﹝清﹞李漁：《閒情偶寄》（台北：廣文書局，1977 年，據康熙翼聖堂原版影印），頁 21。 
19 ﹝法﹞羅蘭•巴特：〈敘事作品結構分析導論〉，收在洪顯勝譯：《符號學要義》（台北：

南方叢書出版社，1988 年），附錄，頁 143-150。〈敘事作品結構分析導論〉法文原版完

成於 1966 年，中譯文依據 1977 年 Stephen Heath 英譯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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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刻苦教子，一定以孟母自許，小孩因各種理由不努力向學，媽媽便斷機以示其

為學不可功虧一匱，這種「斷機教子」的情節，幾乎成為所有教子的典型。但這

些動人之處，即使情節略顯老套，卻依舊深受一般民眾的喜愛。從明代戲曲選本

如《詞林一枝》、《樂府玉樹英》、《玉谷新簧》等對祖本折的選錄，20集中在〈雪梅

觀畫〉（七本）、〈雪梅吊孝〉（四本）、〈斷機教子〉（九本）、〈三元捷報〉（五本）

諸折便可見端倪。 

但〈斷機教子〉、〈三元捷報〉兩折卻不是雪梅故事獨有、不可取代的地方。

在此之前的宋元戲文《教子尋親記》、21在此之後的清•陳二白（約 1661 前後）《雙

官誥》，皆有斷機教子的劇情。明代戲曲選本除收《三元記》〈教子〉外，《歌林拾

翠》、《珊珊集》、《詞林逸響》、《怡春錦》、《萬錦嬌麗》另收有《尋親記》〈教子〉

一折。清代戲曲選本《綴白裘》、《納書楹曲譜》，收有《雙官誥》〈夜課〉一折，《菊

部群英》、《春台班戲目》、《觀劇日記》、《清末上海崑劇演出劇目志》22亦有此折演

出的記錄，著名京劇〈三娘教子〉，是據《雙官誥》〈夜課〉而改。今日各地方戲，

如京戲、漢劇、晉劇、楚劇、河北梆子、川劇等所演〈斷機教子〉，23都是出自《雙

官誥》裡的王春娥教子故事，而非祖本雪梅的〈斷機教子〉。可知「斷機教子」的

情節事實上在流傳的過程中，也常被其他故事取代。 

至於「三元及第」雖有特殊性，但歷史上也有六人，故宋元戲文已有《馮京

三元記》故事，明•沈壽卿（約 1465 前後）《馮京三元記》、徐霖（1462-1538）《三

元記》、無名氏《四德記》等劇中都有「三元及第」情節，24特別是《四德記》〈三

元捷報〉一折，明代各戲曲折子選本如《群音類選》、《樂府菁華》、《大明天下春》、

《樂府紅珊》皆收有此折，可知此一情節的劇目，在當時舞台上同時存在《三元

                                                 
20 有關明代選折詳見附錄二，各書收錄於王秋桂編：《善本戲曲叢刊》第 1、2、4 輯（台

北：學生書局，1984、1987 年）及李福清、李平編：《海外孤本晚明戲劇選集三種》（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21 此劇或稱《尋親記》或《教子記》，﹝明﹞徐渭：《南詞敘錄•宋元舊篇》即有著錄，收

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 3 冊，頁 252。 
22 陸萼庭依同治十一年《申報》等相關資料整理。《崑劇演出史稿》（上海：上海文藝出版

社，1980 年），頁 328-336。  
23 陶君起：《平劇劇目初探》（台北：明文書局，1982 年），頁 338-339。 
24 徐霖《三元記》已佚，然名之為「三元」，應與此有關。《四德記》依呂天成《曲品》之

說：「馮商還妾一事，儘有致，近插入三事，改為《四德》，失其故矣」，可知應是依《馮

京三元記》所改，書同註 1，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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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與《四德記》兩種版本，正因為這種高中榮歸的場面，富喜慶吉祥意味，所

以人們喜傳樂見。 

值得注意的是〈雪梅觀畫〉與〈雪梅吊孝〉二折，在明代的戲曲選本中也被

多次選錄，顯然這二折在劇情或是表演上有一定的特殊性，才會被不斷的搬演。〈雪

梅觀畫〉在原本的祖本中，主要是為展現雪梅才情及品格而安排的折子，著重在

抒情及曲牌的演唱，雖可為雪梅堅持守節預做伏筆，但對劇情的進展幫助不大，

可說是純粹表現演員唱功、欣賞唱曲的折子。至於〈雪梅吊孝〉，則是祖本的「大

頭腦」所在，本折前四分之一交待秦父吊孝，後面四分之三交待雪梅吊孝、得知

愛玉身份、懷有身孕、決定與愛玉守節、要求秦父答應等事，敘事容量很大，是

全劇不可或缺的一折，後來許多流傳的地方戲與說唱，都只強調這個部份了。 

祖本中的這兩折受制於戲曲體制安排，所以表面上看來有敘事容量、情節表

現的差異，但在日後流衍的雪梅故事中，卻是與祖本不盡相同，大多的雪梅故事

是加強雪梅觀畫的情節重要性，而增加雪梅吊孝的抒情性，極盡哭靈哀傷之能事。 

三、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 

商輅雖真有其人，但《三元記》內容情節顯然與史實差距甚大。祁彪佳

（1602-1645）《遠山堂曲品》評此劇：「傳商文毅公全不覈實。將自擬《彩樓》之

傳文穆乎？然境入酸楚，曲無一字合拍」。25《明史》商輅有傳。商輅，杭州淳安

人，明制淳安屬浙江嚴州府，故祖本稱「嚴州商輅」。商父仲瑄為寧德掌史，雖年

五十二始生商輅，然宣德十年（1435）親見其高中解元，故商輅絕非遺腹子。26商

輅母親於六歲時親自教授孝經論語諸書、倣字習禮讓事，與祖本中雪梅教子情況

頗類（木魚歌還有〈延師教子〉一折，也正是六歲時）。27淳安有「三元坊」，28應

為戲曲祖本第三十五折所言「仰本府給銀七百兩，起造五鳳牌坊」29所本。 

                                                 
25 ﹝明﹞祁彪佳：《遠山堂曲品》（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8 年），收在《中國古典戲

曲論著集成》第 6 冊，頁 112。 
26 書同註 15，頁 152。 
27 書同註 15，頁 157。 
28 ﹝明﹞吳福原修，姚鳴鸞重修：《淳安縣志》卷 5，收在《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台

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第 6 冊，頁 31。 
29 《曲海總目提要》卷 16，《斷機記》條與目前所見富春堂刊本在折數與起造銀兩數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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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梅已聘未嫁、至商門守節，並與妾共撫遺腹之子，其後斷機示警，使遺腹

向學，並連中三元，貤封二母之事，《曲海總目提要》言其原型應本於章綸

（1413-1483）之母：「此本非輅事，乃章綸母也」，並引《溫州府志》、馮夢龍

（1574-1646）《情史》、《名山藏》為證。30後人也多依此說，如郭英德《明清傳奇

綜錄》、31莊一拂《古本戲曲存目彙考》32等。 

然《曲海總目提要》此說，亦未必可信。有關「章綸之母」的記載，最早出

現在弘治年間餘姚人許浩（約 1488 前後）《復齋日記》中所錄，： 

 

溫州章文寶，聘某氏，未成婚。納妾某氏有娠，而某得疾且死。某氏聞，

請往視，父母謂未成婚，尚可別議，不許，某氏堅欲往。某一見而即逝，

某氏為棺斂之，撫妾守喪。妾生子綸，親教讀書，通《四書》大義。後遣

就外傅，竟第進士，官禮部侍郎。先欲疏請復立舊太子，恐貽母憂未果。

某氏聞之，謂曰：「吾平日教爾何為？汝能諫死職，吾雖為官婢，無所恨

也。」綸遂以疏入，忤旨，謫戍某地，某氏怡然。綸復官，終養某氏。嘗

自為詩見志，人共傳誦，詩曰：「誰云妾無夫，妾猶及見夫方殂。誰云妾

無子，側室生兒與夫似。兒讀書，妾辟纑，空房夜夜聞啼鳥。兒能成名妾

不嫁，良人瞑目黃泉下。」。33 

 

此處文寶妻妾的姓氏不詳。《復齋日記》所錄，果為歷史真實？據章綸之子章玄應

所編，最晚成於弘治十四年（1501）的《章恭毅公年譜》，與此說全然不符。34章

                                                                                                                             
都有出入：「第三十四折：『仰本府給銀五百兩起造五鳳牌坊』，本此」。書同註 12，頁

733。 
30 書同註 12，頁 733-734。 
31 郭英德：《明清傳奇綜錄》（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年），頁 95-96。 
32 莊一拂：《古本戲曲存目彙考》（台北：木鐸出版社，1986 年），此書且誤植祖本《商輅

三元記》為沈受先所作，頁 102。 
33 ﹝明﹞許浩：《復齋日記》，收在《續修四庫全書》第 117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頁 542-543。其中「某一見而即逝」，文句不甚通暢，然查對其他版本，皆如

此。《情史》做「一見即逝」、乾隆《溫州府志》做「一見而逝」。「空房夜夜聞啼鳥」似

應做「啼烏」。 
34 ﹝明﹞章玄應編：《章恭毅公年譜》（民國鉛印本），收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

第 39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年，原版影印）。章玄應為章綸之子，此年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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綸之母為邵氏、金氏，繼母為包氏，其父章文寶於宣宗宣德五年（1430）逝世，

距章綸之生已十八年，故章綸亦非遺腹子。35永樂十六年（1418），章綸六歲時，

金氏過世，36此時文寶尚在，何來撫孤之說？又弘治十六年（1503）、37嘉靖十六年

（1537）、38萬曆三十三年（1605）修纂的《溫州府志》列女部份，39都未見相關資

料；直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重修的《溫州府志》卷 22 樂清列女，才出現「章

文寶妻邵氏」一條，內容同樣引自《復齋日記》，且說明「照舊志□入」。40明代一

百多年來多次纂修的府志皆無相關的記錄，不知「舊志」所指為何？各府志對一

般平民女性守節撫孤事都大書特書，若章綸之母真如許浩所記，為何與章綸年代

接近的府志未見收錄，卻遲至乾隆年間修纂的府志才憑空冒出？嘉靖《溫州府志》

尚且記錄了章綸墓地所在，41為何對此事隻字不提？ 

《情史》卷 1 情貞部，出現「章綸母」條，內容與《復齋日記》大同小異，

但詳列文寶妻妾姓氏：「溫州樂清章文寶，聘金氏，未成婚，納妾包氏，有姙」，42

更加拉近歷史人物與戲曲人物的距離。只是《情史》對章綸二母姓氏亦有誤植之

嫌，因章綸入仕為官之時，金氏已死，如何能於直言訓戒？43再據《章恭毅公年譜》，

景泰五年（1454）章綸曾陳情乞恩貤封繼母包氏，「以例不允」，44如果包氏是生母，

                                                                                                                             
成於弘治年間，有李東陽弘治己未（1499）序及汪循弘治辛酉（1501）後序。 

35 書同前註，頁 73-75 
36 書同註 34，頁 74。 
37 ﹝明﹞王瓚纂：弘治《溫州府志》卷 22，收在《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 32 冊

（上海，上海書店，1990 年）。 
38 ﹝明﹞張孚敬纂：嘉靖《溫州府志》卷 8，收在《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 6 冊（台

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 
39 ﹝明﹞湯日昭等纂：萬曆《溫州府志》卷 18，收在《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第 18 冊（江

蘇：中國書店，1992 年）。 
40 ﹝清﹞李琬修、齊召南等纂：乾隆《溫州府志》，乾隆二十五年刊本，民國三年補刻版。

收在《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 480 冊（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 年），頁 1916-1917。
「□」因原文模糊難辨，故以「□」符號代替。 

41 書同註 38，頁 256。 
42 ﹝明﹞馮夢龍：《情史》，收在《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頁

41-42。 
43 書同註 34，頁 74。 
44 書同註 34，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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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不至稱「繼母」，且其對章綸若未有重大影響，似乎也不需有此一舉。 

成書於崇禎十三年（1640）的《名山藏》「臣林記」中有「章綸」條，何喬遠

（1640 前後）對「章綸之母」的記錄，態度較為謹慎，以附於正文之下，小字記

錄此事，但有「或云」45二字，似乎對此存疑。 

《曲海總目提要》未言雪梅故事「此本非輅事，乃章綸母也」所本為何。但

比對章綸年譜及明代修纂的《溫州府志》皆未見，晚出的《情史》、《名山藏》才

引錄「章綸之母」事，顯見此說是由《復齋日記》肇始，又經《情史》、《名山藏》、

乾隆《溫州府志》坐實，才使《曲海總目提要》將雪梅故事與「章綸母」完全連

繫在一起。由於章綸為正統元年（1436）進士，長商輅一歲，二人不止同朝還同

為浙人。章綸被景帝下獄，即將處死時，因商輅力救，46才免於不測，故《曲海總

目提要》言：「綸與輅同時人，作者當誤記耳」。47  

不過雪梅教子故事，因商輅之名與歷史人物相合，有明確的名姓字里，因此

在流傳的過程中不像孟姜女、梁祝故事，名姓鄉里基本上變化不大。頂多是商霖

的名字有林、琳之別；48故事發生年代無論是成化或弘治年間，總不離明代；代嫁

的丫鬟有的叫魯愛玉、李愛玉，更有叫桃花、春花。至於居家所在，幾乎都固定

在杭州。49 

四、雪梅故事的演變 

雪梅故事長期的流傳過程中，被各地方戲曲、小說及說唱繼承，有的故事依

                                                 
45 ﹝明﹞何喬遠：《名山藏》卷 109，崇禎刻本影印，收在《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427 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2-4。 
46 ﹝清﹞張廷玉等編：《明史•商輅傳》（台北：鼎文書局，1975 年），卷 176：「鍾同、章

綸下獄，輅力捄得無死」。頁 4688。 
47 書同註 12，頁 734。 
48 由於雪梅故事在各體裁中都有，因此人名有所出入，本文徵引時，各依使用材料原有，

不刻意統一。 
49 木魚歌《新編節義傳芳雪梅記》中的變化似乎較大，秦父名秦清江、商父為商瓊，住在

蘇州府安縣。此篇封面被誤作《雪月梅》。收在《俗文學叢刊》（台北：新文豐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2006 年），第 466 冊，頁 391-565。以下再次徵引《俗文學叢刊》各雪梅故事

作品時，除第一次出現的不同體裁作品標註外，僅於文中標註冊頁數，不再另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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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的戲曲祖本情節，有的則產生了不同的變化。依內容分析，可區分為四種類

型： 

（一）原型 

所謂的原型，便是與戲曲祖本情節相同，沒有異變歧出之處。如果只選擇戲

曲雪梅故事的部份重點，沒有從頭到尾完整的故事，但情節基本都繼續沿用，如

同上一節分析的三個重點：（以下稱敘事群） 

 

A、書館相會（1）──商霖思婚（2）──愛玉代嫁（3） 

B、商霖病故（1）──雪梅吊孝（2）──守節撫孤（3） 

C、商輅玩樂（1）──雪梅教子（2）──三元及第（3） 

 

也都歸於「原型」這一類。為方便說明起見，以上述 A＋B＋C 敘事群代替。屬於

此類的有：明清折子戲、高腔《三元記》、梆子腔《雙吊孝》、唐英《三元報》、豫

劇《秦雪梅》、歌仔戲、子弟書、木魚書、彈詞、鼓詞、評話等。 

子弟書目前僅見《雪梅吊孝》、《商郎回煞》、《卦帛》，只有 B-2 一個重點，但

《商郎回煞》、《卦帛》都在祖本 B 組的敘事群中。又如豫劇《秦雪梅》，50僅有 A

＋B-1＋B-2，全劇於雪梅吊孝時戛然而止，並未延續到守節撫孤等，但基本情節

與祖本相同。又如木魚歌《新編節義傳芳雪梅記》（466-391-565），雖在 B-1 與 B-2

中增加了很多的「父母勸女」、「親兄勸妹」、「嫂慰憂傷」的抒情部份，以及商林

入柩、擇塋、安葬、醮薦等喪葬事宜，代嫁的婢女名稱也不叫愛玉叫「桃花」，因

代嫁故被視為二女兒，改名雪桃，但整體情節依舊在 A＋B＋C 中。彈詞《三元傳》，
51人物雖有新增，且在商輅三元及第之後、一門封賞之前，增加了正統親征被補、

商輅至女真護駕之事，但只是 C-3 敘事中的小曲折，對雪梅故事的敘事主題沒有

造成變化，基本情節都與原型相同，因此還是歸於此類。台灣的歌仔戲，有一部

份是此種類型。52小梨園《雪梅教子》53一劇，只有雪梅教子情節，因此也歸之於

                                                 
50 作者所見版本為 1998 年由閻立品主演的影像資料，由黃河音像出版社發行。這應是目

前相當流通的版本。 
51 彈詞有《三元記》，但未見《三元傳》，此處依譚正璧、譚尋編著：《彈詞敘錄》（上海：

上古籍出版社，1981 年），頁 38-39。 
52 由於歌仔戲早期多為提綱本，並無詳細的劇本，因此僅能以可見的演出影音資料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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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類型。鼓詞雖名為《雪梅女弔孝》，54看似只有吊孝部份，實際內容卻簡扼地說

完整個祖本故事。評話《三元記》55則是依祖本故事發展，標準的 A＋B＋C 敘事

沒有變化。 

明清的折子選本如前述所舉，也都是由祖本摘出，只不過在唱詞與曲牌上略

為更動。而目前可見清代手抄本高腔《三元記》56與祖本間的差異也不大。清•唐

英（1682-1756）《三元報》，57是一個根據當時的花部聲腔雪梅故事改編成崑腔劇

本的雪梅故事，劇情直接從商霖病逝的〈驚訃〉開始，全劇只有 B＋C。而目前可

見的梆子腔劇本，更只有《雙吊孝》這個部份。 

不少「原型」類的故事，都將焦點集中於吊孝情節上，或許也是為傳統貞節

觀下的守貞婦女同聲一哭吧！  

(二)宿命型  

這一類型與原型差異不大。主要變化是在祖本的基礎上，增加商霖與雪梅為

金童玉女前世，所以只得接受有情人不能成眷屬的命運。簡單的說，是在 B-2 敘

事群中，增加雪梅吊孝時自盡，魂遊地府，因而發現二人為金童玉女轉世的過程。

                                                                                                                             
據。目前可見唐美雲演出的版本，與歌仔相同，都有「文禧」這個角色，但其功能如小

說中的陶榮，是秦父嫌貧愛富欲將雪梅另嫁的對象，而非如歌仔中，在商輅三元及第之

後用來考驗雪梅的角色。由於歌仔與歌仔戲的關係密切，「文禧」這個角色的功能，極

有可能被後來的編劇改編。如 1997 年台北民權歌劇團林竹岸製作、劉南芳修編，在台

北市立社教館由林美香飾雪梅的演出的《斷機教子》，連文禧這個角色都沒有，故歌仔

戲的雪梅故事可歸為「原型」。不過在呂訴上編：《標準大戲考》（台北：國光書局，1953
年），收錄日東唱片的《烈女雪梅覓喪》（愛玉探病）、《愛玉生子》，勝利唱片的《斷機

教子》、《斬文禧》等劇本，則歌仔戲同時有「考驗型」雪梅故事流傳。頁丙 7-15。  
53 劉仕鑑、王文芳口述：《小梨園傳統折戲•雪梅教子》，晉江小梨園劇團 1963 年抄訂，

收在泉州地方戲曲研究社編：《泉州傳統戲曲叢書》卷 2（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9
年），頁 509-529。 

54 鼓詞中把故事發生的年代定為成化年間。齊嘉笨輯：《鼓曲彙編》（北京：中華印刷局，

1924 年），頁 80-84。 
55 姚逸之、鍾貢勛述：《湖南唱本提要》（台北：東方文化供應社，1970 年），收在婁子匡

編：《中山大學民俗叢書》，頁 43-4。 
56 收在《俗文學叢刊》第 1 輯（台北：新文豐書出版公司，2001 年）第 52 冊，頁 361-430；

第 53 冊，頁 2-127。 
57 丘慧瑩：《唐英戲曲究》（中壢：中央大學碩士論文，1991 年），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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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節以 2b 代表）由於雪梅命不該絕，且還有使命尚未完成，故雪梅還陽後，

安心在商家守寡教子，接受此種命運的安排，故命名為宿命型。這一類的情節變

化為 A＋B-1＋B-2-2b＋B-3＋C。屬於這一類型的有小說《七世夫妻》、武當山長

篇敘事詩《秦雪梅》、淮劇《秦雪梅吊孝》、嘣嘣戲《秦雪梅遊地府》等。 

這個類型以小說《七世夫妻》為代表，在目前可見的小說中，商琳與雪梅被

安排成第五世。雪梅吊孝時撞靈牌自盡，入酆都城尋不到夫婿，再上通天橋，見

到金童；他告訴雪梅劫數未滿，必得撫養吉祥星投胎的愛玉之子，直到受了皇封

誥命，享了人間之福，方可重返天班。整體情節是標準的 A＋B-1＋B-2-2b＋B-3

＋C。新增部份，極具撫慰人心的效果。 

武當山長篇敘事詩《秦雪梅吊孝》58中，商林、雪梅是金童玉女第三世，與小

說的第五世略有不同，這可能是因為「七世夫妻」的說法既晚出又一直沒有定準

的緣故。但新增的宿命部份，與小說幾乎沒有差異，雪梅魂遊地府部份與小說一

樣都很節制，沒有太多的鋪陳。淮劇《秦雪梅吊孝》59也屬這一類型，都是 A＋B-1

＋B-2-2b＋B-3＋C 的情節，不過淮劇特別強調了雪梅尋夫時的遊地府情節，全劇

五分之一的篇幅都是雪梅在地府所見。一路所見，有各式各樣的鬼，然後是各種

勸善文、勸善詩，再經歷九關八寨。60  

流行在北方的嘣嘣戲，也是「宿命型」。目前僅見《秦雪梅魂遊地府》，61一如

淮劇般在地府中多所著墨，而且比淮劇更直接明白，讓雪梅看過地獄種種後，直

接說出「勸世人不可宰殺生靈」、「勸世人不可毀罵神明」、「勸世人不可昧著良心」、

「勸世人不可圖財害命」、「勸世人惜五穀勝如珍寶」、「勸世人行好事不可貪淫」、

「勸世上出家人謹守清規」、「勸世人切不可存心騙人」、「勸世人早回頭報答娘恩」

等。這種勸善並不專屬於某種宗教，而是一種民間式的信仰，包含了各式各樣立

                                                 
58 本文所用的《秦雪梅》，為呂家河歌師邵志發所演唱。收在陳連山、李征康主編：《武當

山南神道民間敘事詩集》（武漢：長江出版社，2009 年），頁 431-467。 
59 淮劇《秦雪梅吊孝》收在《俗文學叢刊》第 119 冊（台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2 年），頁 287-490。 
60 這些關卡共有大人關、小人關、老人關、破錢關、絞面關、割舌關、吊齋台、剝衣亭。

書同前註，頁 353-390。 
61 作品的最後有「唱到此處算是魂遊地府，下接著再到天堂去會夫君」，可見還有上天庭

的部份，惜未見。收在《俗文學叢刊》第 124 冊（台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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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處世、尊神敬天、各盡本份、愛惜食糧的內容。 

(三)考驗型  

這類型對祖本的雪梅故事有較多的變化。原本 A＋B＋C 的雪梅故事應在商輅

三元及第、一門榮顯後畫上句點；然而本類型的故事反而是增加了一個負面人物

文希（禧），因嫉妒商輅年輕得志，故公報私仇，因此刻意勾引雪梅、欲壞雪梅名

節；雪梅差點就誤入圈套，還好商琳顯靈與愛玉的機智化解了危機；雪梅與愛玉

上殿驗指，證實了自己並未失節，為避免雪梅成為商輅仕途的絆腳石，雪梅最後

上吊殉夫。這些新增的部份，稱為 D 敘事群。這一類型是一個弱化教子意義而強

調女性徹底守貞，不可有一絲動搖的類型，其情節變化為 A＋B＋C＋D。屬於這

一類型的有歌仔冊《斷機教子商輅歌》、下南梨園戲《商輅》、歌仔戲等。 

流行於閩台一帶的歌仔冊《斷機教子商輅歌》，62 D 敘事群佔了一半以上的篇

幅，但缺少雪梅吊孝一事。祖本中的愛玉，是商家丫鬟，在商琳思婚、病體沉重

之際，商家只好李代桃僵，以愛玉代嫁，因此愛玉懷有商琳骨肉，使商門有後；

而雪梅至商門吊孝才能得知一切，故決定在商門守寡，「愛玉代嫁」與「雪梅吊孝」

是全劇的兩個重要核心事件。但歌仔冊中的愛玉，卻是雪梅的丫鬟，銜命侍奉因

相思得病返家的商琳，不料卻被商琳當成了侍妾，「愛玉代嫁」的部份首先被改動，

連帶影響到吊孝情節，所以也沒有雪梅吊孝不歸的衝突轉折，敘事變化成為 A＋

B-1＋B-3＋C＋D。《斷機教子商輅歌》在雪梅通過驗指，澄清雪梅並未失節之後，

雪梅不願成為商輅仕途的絆腳石，所以自縊身亡。不過歌仔冊的《雪梅思君歌》，
63在雪梅之死的部份則有不同的處理方式。全篇雖是以「月令調」的方式，既抒情

又敘事的簡略表明雪梅未婚撫孤的心情，但最終是皇帝賜雪梅自縊，這個情節與

下南梨園戲、歌仔戲的部份相同。 

                                                 
62 有關雪梅斷機教子故事的歌仔冊，包括《俗文學叢刊》版《繪像斷機教子商輅歌》、廈

門會文堂《新刻斷機教子商輅歌》、廈門博文齋書局《新刻斷機教子商輅歌》、上海開文

書局《新刻斷機教子商輅歌》、台北黃塗活版所《新刊斷機教子商輅歌》、台中文林書局

《新刻斷機教子商輅歌》。本文主要以《俗文學叢刊》第 363 冊（台北：新文豐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2004 年）中《繪像斷機教子商輅歌》，為文本分析依據，頁 307-326。 
63 廈門會文堂印行的《雪梅思君時調相褒合歌》，收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俗文學

叢刊編輯小組，《俗文學叢刊》（台北：新文豐書出版公司，2004 年），第 366 冊，頁 414。 



 

268  文與哲．第十五期 
 

 

 

梨園戲《商輅》，64故事直接從商輅及第開始，全劇齣目為〈中狀元〉、〈遣花

婆〉、〈托夢〉、〈花婆報〉、〈後花園成親〉、〈見帝落法場〉、〈小保〉、〈大保奏〉、〈假

病〉、〈對像〉、〈斬文希〉。全劇 A＋B 情節完全消失，只剩商輅三元及第後對雪梅

考驗的種種，使得這一個類型變化成僅剩 C＋D 的部份。65歌仔戲有《烈女雪梅覓

喪》（愛玉探病）、《愛玉生子》、《斷機教子》、《斬文禧》66等部份，雖然愛玉與歌

仔冊《斷機教子商輅歌》中一樣是雪梅的丫鬟，但依舊有雪梅吊孝的部份，即 A

＋B＋C＋D 俱全；不過最後的 D 部份，少了文禧陷害雪梅的方法，所以在下南梨

園中從中穿針引線的花婆消失不見；但雪梅上殿驗指、最後在澄清雪梅並未失節

後，皇帝賜雪梅自縊的部份都相同。 

(四)女性群相型  

第四類型的雪梅教子故事，是在第三類型的新增雪梅考驗後，再做新增延伸；

新增的情節，充份展現了「文如看山不喜平」的敘事樂趣，擴及了商輅之妻、異

邦公主、商輅之子等。此類型以潮州歌冊《秦雪梅全歌》67為代表，它將祖本故事

用不到四分之一的篇幅處理，在商輅三元及第、誥封完婚後，插入第一個對立面

人物──雪相，因招商輅為婿不成，故勾結番邦，令商輅征番。商輅被番邦公主

招親，但商輅堅拒，故下獄。輅妻珀珠女扮男裝、千里尋夫，並賴神明與商輅好

友何珊之助、再加上珀珠的機智，使番國公主秋月、時花同歸故里。商輅進京，

奏明因果，雪家滿門抄斬、商家封賞、二公主亦許配給商輅。（E 敘事群）後有郭

相因與雪相友好，故再度陷害商輅，欲壞雪梅貞節，雪梅闔家進京驗指，名譽恢

復，郭相全家遭戮；雪梅為避免再次遭人陷害，一死全節。（第三類型 D 敘事群）

                                                 
64 許志仁口述，《梨園戲（下南）傳統劇目•商輅》，福建省閩南戲實驗劇團 1957 年抄訂，

收在泉州地方戲曲研究社編：《泉州傳統戲曲叢書》卷 5（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0
年），頁 447-486。 

65 下南梨園戲《商輅》與小梨園《雪梅教子》故事是可以互相呼應的，但是下南與小梨園

各演各的互不關聯，因此本文只能分開處理。 
66 書同註 52，頁丙 7-15。 
67 本文所用為《秦雪梅全歌》，共八卷，為潮安府前街王生記藏版，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

2002 年已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收在郭又陵、徐蜀主編：《稀見舊版曲藝曲本

叢刊》第 1 輯《潮州歌冊卷》第 47 冊中。其中珀珠又寫做「碧珠」、雪梅為「雪枚」，

然以潮音讀之，二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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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間珀珠、時花各生一子，並與崔兵部二女訂下娃娃親。商輅思母病篤，皇帝祝

禱、商輅得以延壽三十年；病癒後，奏請皇上為母做七建碑。愛玉召魂，商琳、

雪梅各述前生因由。商彪、商豹二子成文武狀元，因琉璃國侵擾，二人領兵征伐，

豈料武藝不精被困，秋月、時花二公主救援，凱旋而歸。（F 敘事群）這個類型情

節變化最為複雜，人物也增加許多，主要情節是在第三類型的基礎上進行穿插，

情節變化為 A＋B＋C＋E＋D＋F。由於敘事的重點不止在雪梅一人身上，更延續

到下一代，有勇敢機智的珀珠、武藝高強的時花、秋月二位公主等人，故稱此類

型為「女性群相型」。這個類型除潮州歌冊外，尚有與潮州歌冊流行地域相同且關

係密切的潮劇。68 

不論是「宿命型」或「考驗型」，都是在祖本的基礎上，做局部情節的增減，

最終依舊完結於一門封賞。本類型與前二者最大的差異則在改動雪梅故事的結

構，將雪梅故事的主角往下延伸，敘事重點除了雪梅之外，還增加了珀珠、時花、

秋月三位女性，交織出下一代的故事。69 

五、雪梅故事演變的文化解讀 

雪梅故事，強調女子未嫁守貞、撫孤成立；未嫁而有後嗣，已屬奇事，所撫

之孤，又能連中三元，更為百年難遇，故雪梅故事可流傳廣遠。但雪梅故事後來

又演變為各種類型，甚至不強調原來撫孤教子的原型，這中間有許多可堪玩味的

因素。 

而這些類型的演變，其實是「大傳統」貞節觀，在「小傳統」價值取向後的

變化。美國人類學家雷德菲爾德（Redfield Robert）提出的「大傳統」，指社會上

層士紳、知識份子所代表的文化，這多半是經由思想家、宗教家反省深思所產生

的精英文化；「小傳統」指一般社會大眾，特別是鄉民（Peasant）或俗民（Folk）

所代表的生活文化。70 

                                                 
68 未見潮劇劇本，引自葉春生：《嶺南俗文學簡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年），

頁 140。 
69 潮州歌冊中，不只有《秦雪梅全歌》延續到商輅的下一代，更編成《秦雪梅仔》，說的

是商輅孫子輩的故事。譚正璧、譚尋編著：《木魚歌、潮州歌敘錄》（北京：書目文獻出

版社，1982 年），頁 179。 
70 Robert Redfield“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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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型」──名人加持，擴大貞節觀的影響層面 

雪梅的身份被預設成相國千金，其未嫁守貞的行為，只是延續南宋以來、被

理學家大肆強調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大傳統」貞節觀。明代見諸史籍

的節婦數量為元代的 75.6 倍， 是宋代的 178.6 倍，71可見明代的貞節觀被推舉至

宗教的高度。72雪梅只不過是眾多未嫁守貞「綱常型」73的節婦樣板；她的選擇，

是傳統女教下的必然結果。傳統女教並非培養女性成為各種政治、經濟人才，而

是「將其終身束縛於家庭，令其充當賢妻良母，發凝聚家族、穩定社會的作用」，
74所讀之書大約不出《女誡》、《列女傳》、《女孝經》、《女倫語》之類，所以有人主

張：「授讀女教《列女傳》，使知婦道」。75明代更出了不少女教聖人，寫了《內則》、

《閨範》一類對女子耳提面命的行為規範，還有《女兒經》、《女小兒語》這種當

成訓誡般需口習心誦的經典條文，女子自然將貞節觀內化成生命的一部份。 

大傳統背景中的貞節觀，雖同樣影響小傳統的話語系統，但卻無法滿足俗民

「善有善報」的心理期待。做為民眾觀賞的戲曲表演，只是一味的訴說未嫁守節

的貞婦烈女事蹟，像唐英《三元報》的雪梅口口聲聲說： 

 

婦人之境遇不同，守節之理則一，你既可以在商門生子，難道我就在商門

撫不得孤？綱常名節也要大家做做。7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王學泰：〈傳統與小傳統〉，《社會科學論

壇》（2008 年 8 月），頁 28-30；鄭萍：〈村落視角中的大傳統與小傳統〉，《讀書》第 7
期（2005 年），頁 11-9。 

71 董家遵據《古今圖書集成》所作統計，引自顧鑑塘、顧鳴塘：《中國歷代婚姻與家庭》（台

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 年），頁 133-4。 
72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年），頁 241。 
73 曹大為：《中國古代女子教育》（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 年），將節烈婦女分

成「殉情型」、「抗暴取義型」、「綱常型」、「迫死型」四種，頁 318-23。 
74 書同前註，頁 300。 
75 許相卿：《貽謀》（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年），收在《叢書集成初編》，頁 6。 
76 《三元報》〈吊孝〉【縷縷金】後說白，收在《古柏堂戲曲集》，書同註 17，頁 25。結尾

〈榮歸〉一齣，老塾師宣傳奇節，一通長篇大論，更覺迂腐可厭。頁 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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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煞了宣傳貞婦孝子的教科書，少了一點戲曲的趣味。77如此只是正史傳烈女傳的

重述，既無戲劇效果，也無法滿足俗民的價值取向；貞婦守節能得到報償，才符

合小傳統的價值判斷。 

貞婦能得到的報償，不外就是旌表與獲贈冠誥。《明會典》明定：「民間寡婦，

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除免本家差役」，可見寡婦守

節不只個人得到令名，家族亦有實質好處；只是年輕守節的女子（如雪梅之流）

要等上數十年，所以戲曲的表述選擇第二個途徑──教子有成。以往寡婦在無子

的情況下，多會收養親族的男孩以承繼香火與家產。雪梅故事用「愛玉代嫁」、「未

婚有子」的方式處理，除了產生情節曲折的戲劇效果（敘述教子的種種辛酸），也

較快速讓守節婦人得到旌表與冠誥，滿足民間期待的「善有善報」的完美結局。

而商輅三元及第是一件百年難遇的真實事件，兩者的結合，非常符合小傳統中的

表述方式。 

在小傳統的知識系譜系中，藝術真實與歷史真實是否相符並不重要；將明朝

聞人融進故事的藝術手法，只是表現「於史有證」的精神，讓節婦烈女的貞節觀

更具切身感。 

(二)「宿命型」──民間式的生存之道 

節婦守貞，常以身殉為手段。站在雪梅的立場，夫婿已死，萬念俱灰，早無

求生意志；何況商琳之死，自己也要負部份的責任，因此一死殉夫，完全合情合

理。但落在俗民眼裡卻未必如此，試想，雪梅才高貌美，家世與品格都居凡俗之

上，卻是紅顏薄命，得承擔未嫁夫亡的命運，這種「糊塗了盗跖顏淵」的作法，

實在難以令人信服；只為綱常禮教就未婚守寡，斷送一生的幸福，似乎太過矯情，

並不符合普羅眾生以生存為第一要務的心理期待；若雪梅還就此一頭撞死，就更

死得不明不白了。但未婚守寡之路，將面臨無窮無盡的苦楚與難以數計的身心挑

戰，一般而言，新寡之時似乎是守節婦女最難渡過的階段，《節母死時箴》一文對

寡婦內心世界有著清楚描繪： 

 

氏笑曰：「爾等以我言為非耶？守寡兩字，難言之矣；我是此中過來人，

                                                 
77 祖本《三元記》是明代南戲，非文人作品。唐英《三元報》，是眾多雪梅故事中唯一的

文人文本，其餘小說、戲曲、說唱都不詳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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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爾等述往事。」眾肅然共聽。曰：我居寡時，年甫十八。因生在名門，

嫁於宦族，而又一塊肉累腹中，不敢復萌他想。然晨風夜雨，冷壁孤燈，

頗難禁受。翁有表甥某，自姑蘇來訪，下榻外館。於屏後覷其貌美，不覺

心動。夜伺翁姑熟睡，欲往奔之。移燈出戶，俯首自慚，回身復入；而心

猿難制，又移燈而出；終以此事可恥，長歎而回。如是者數次，後決然意

去。聞灶下婢喃喃私語，屏氣回房，置燈桌上，倦而假寐，夢入外館，某

正讀書燈下，相見各道衷曲。已而攜手入幃，一人趺坐帳中，首蓬面血，

拍枕大哭。視之，亡夫也，大喊而醒。時桌上燈熒熒作青碧色，譙樓正交

三鼓，兒索乳啼絮被中。始而駭，中而悲，繼而大悔。一種兒女子情，不

知銷歸何處。自此洗心滌慮，始為良家節婦。向使灶下不過人聲，帳中絕

無噩夢，能保得一身潔白，不貽地下人羞哉？因此知守寡之難，勿勉強而

行之也。」命其子書此，垂為家法，含笑而逝。78 

 

如果不是因為有人聲與噩夢阻止，大約就沒有日後的「荊溪節母」。例來有更多記

載寡婦守節因身心煎熬，而不惜自殘的情況，《兩指題旌》便是這樣的例子： 

 

婦歸，闔戶寢，頓思清門孀婦，何至作此醜行，淩賤乃爾？轉輾床褥，羞

與悔並，急起引佩刀截其兩指，血流奔溢，瀕死復蘇。潛取兩指拌以石灰，

什襲藏之。79 

 

所以在小傳統傳播交流雪梅故事的過程中，多了前世今生的宿命論；如此，俗民

的情緒得以平撫，不只接受故事情節，也進而接受現實中自身的種種苦難折磨，

認為這一切都是命定，是前世造業的因果循環，所以只能接受現實，期待將來，

而更能堅韌地面對生活。於是觀聽雪梅故事，成為一種生活中的療傷止痛良方。 

而宿命論的情節處理，敘事的主題更擴大到對世人的勸善積德與教化，以地

獄果報來勸人為善，成為生活日用式的移風易俗。 

 

 

                                                 
78 〔清〕沈起鳳：《諧鐸》卷 9，《節母死時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頁 137-138。 
79 書同前註，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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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驗型」──道德與慾望的對峙，只能以死亡解決互悖的困境 

就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求層次理論（Need-hierarchy theory），80表

面上看來「女慕貞節」的背後，人性雖被壓抑，但卻提供了「令名遠播」、「流芳

百世」等高一層的精神追求；但守寡撫孤追求的「流芳萬載」，其實要控制在「存

天理、滅人欲」的信條中，壓抑自身的情感與慾望。 

在撫孤成立的最終目的達成時，雪梅的生命便需要其他的支撐動力。文禧的

出現，花婆的搬弄，提醒雪梅解放其他層次的需求。以現代眼光而言，雪梅的追

求愛情，不單只是一種歸屬與愛的需求；對照前面提及的馬斯洛需求理論，雪梅

超越了文化與環境的約束，81具備了自我實現的人格特徵，所以雪梅其實是在完成

傳統婦德要求的價值後，一種自我的追尋，這是需要極大勇氣的特殊舉動。近代

女性主義常將掌握身體自主權視為女性意識的一個重要指標，82如果以此檢視雪梅

早年決定在商門守孝，與日後重尋幸福，雪梅可算是極具現代女性意識的人物（雖

說這樣的「自主」受制於傳統的文化與禮教）。只不過前者尋求幸福的層次需求，

可得到世俗令譽，而後者這種追求，則與當時時代傳統有很大的扞格，不只不被

接受，更被視為傷風敗俗。小傳統中常民女子的愛恨分明、對愛情的勇敢追求，

是自我生命的展現，但皇帝卻在雪梅守貞盡節後，將其賜死以表彰其節烈，這樣

的情節安排無疑是對小傳統所歌頌的常民女性最大的諷刺。 

文禧挑戰雪梅守貞一事，正是因為貞節觀是當時受人推崇的普世價值。在雪

梅動了心念，差點受到誘惑而失節的情況，她不只成為商輅仕途的絆腳石，甚至

前半生努力爭取的名譽也將失去。這種一念不貞，已不是「白玉微瑕」，而是大小

傳統都視為極重大的失誤。雪梅前後兩種追求，在當時的倫理體系內，本身不只

不可相容，甚至是互相否定的，前者使雪梅贏得美名，後者卻可能使雪梅身敗名

裂。雪梅蹈入這一悖論追求時，只能以死亡解決互悖的困境，除此之外別無出路！

也只有死亡，才能讓雪梅的名聲、價值凝結在「守節扶姑合大倫，普天士庶盡欽

                                                 
80 四層基本需求就是：生理上的需要；安全感、被愛和歸屬感；自尊（Self-Esteem）；自我

實現（Self-Actualization）。莊耀嘉譯著：《人本心理學之父──馬斯洛》（台北：允晨出

版社，1982 年），頁 76-106。 
81 彭運石：《走向生命的顛峰──馬斯洛的人本心理學》（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1 年），

頁 168。 
82 裘伊•瑪姬西絲（Joy Magezis）著，何穎怡譯：《女性研究自學讀本》（台北：女書店，

2000 年），頁 14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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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83的高峰，讓她成為「守貞盡節」的傳統女性典範。 

(四)「女性群相型」──自我實踐的限制 

「女性群相型」延續著「考驗型」的情節，讓雪梅死亡，並將原本沒有的下

一代情節，拼湊在雪梅故事中。雖有與其他故事互相借取的情況，如珀珠的千里

尋夫、路上的神靈相助、何珊的義助、商輅為雪梅做七時，文武百官行大禮吊孝，

在在都是歌仔冊中孟姜女故事出現過的情節。而雪相勾結番邦，武藝高強的秋月

陣前招親、為情反正，是標準的樊梨花、穆桂英作法，其後與時花一同領兵救子，

也與楊家女將征西的故事如出一轍，恐與潮州歌冊《十二寡婦征西番》關係密切。

特別是最後又發生琉璃國的侵擾中原，可能與明末倭寇侵擾東南海疆有關，畢竟

在眾多的雪梅故事中，除彈詞《三元傳》提及正統親征事，並未出現敘及戰爭的

作品，唯獨在潮州歌冊與潮劇中出現，即使是相隔不遠，流行在廣州一帶的粵語

系說唱木魚歌中，也沒有相同的情節。再加上潮汕地區，許多男丁不得不外移求

生的語境中，反映小傳統對女性期待的不同面向。 

只是和孟姜女等故事不同，「女性群相型」還是根著於雪梅「守貞節婦」的原

型，而無法自由揮灑。故事裡珀珠以女性的機智面對、解決問題，堅毅地千里尋

夫，行徑雖大膽，但還是依附在女教的控制之下。因為尋夫的目的，並非爭取個

人的愛情（回來可是得接受商輅再娶二位公主的事實），僅僅是為了商家血脈的延

續，完全是出嫁從夫，以夫為尊，以家庭為優先的女教產物。 

時花、秋月「番邦公主」形象，通常代表着不受倫理綱常的制約，且大多時

候都是武功高強，與中原女子的女教嚴謹形成強烈反差。二人充份掌握婚姻的自

主權，對商輅與女扮男裝的珀珠逼婚，理直氣壯毫無羞澀；為了爭夫，不顧姐妹

情誼，無視長幼有序，即使遠離家國也在所不辭，情字當頭一往無前，完全主動

積極的掌握自己的幸福。這樣的女子，展現了充份的自主權。不過時花、秋月勇

敢追求愛情的敢做敢當只是婚前，一旦嫁給商輅，進入了婚姻之後，她們仍回歸

傳統的倫常價值，為了家庭的和諧願居小服低、奉母教子，而傳宗接代、光耀門

楣，依然是重要的使命。二位公主後來為了救子重披戰袍，雖讓這對姐妹花沒有

隱沒在傳統女性的形象中，不過早已失去當年陣前招親的生機勃發。雖說「番邦

公主」的塑造，在歌頌愛情至上的女子形象，但這樣的形象只是靈光一閃，最後

                                                 
83 書同註 62，頁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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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舊回歸主流價值中。 

「女性群相型」中的三種女性形象，較之雪梅原型，雖有多樣的變化，然就

思想意識而言，還是很難跳脫傳統三從四德的局限。 

五、結語 

任何故事的流傳，或因新奇可觀、具娛樂性、教化用途，或與民情風俗、當

地人物結合，甚至翻案補恨、託古諷今等因素，同題材故事常被重覆運用，造成

敘事主題的變異。雪梅故事也基於同樣的情況，在不斷的流傳過程中，在戲曲祖

本上出現各種類型變化。不過各種類型的雪梅故事，縱然情節產生了變化，但卻

依舊服膺大傳統「貞節觀」不假思索。 

雪梅故事原本只是明代過度強調貞節觀下的產物，而商輅是有明一朝唯一三

元及第的士子，結合了百年難遇的真實歷史人物，並增添更多的戲劇效果（雪梅

未嫁有子、商門撫孤守節），故事更易達到「女慕貞節」的宣傳效應。 

源自於戲曲祖本的第一類「原型」，大多強調哭喪吊孝的功能，如梆子《雙吊

孝》、豫劇《秦雪梅》、子弟書《吊孝》、《回煞》、高腔《三元記》；畢竟對於親人

離世的「哀而可傷」，藉此機會正可放聲一哭，以抒發內心的傷痛。少數也有加強

風教功能，如崑曲《三元報》，那是屬於士大夫對倫理綱常的高舉。以小說為主的

第二類「宿命型」，在新興劇種中如嘣嘣戲、淮劇或說唱形式的武當山長篇敘事詩

亦普遍出現，此一類型的雪梅故事強調對現實的接受，也多了對市井百姓愚夫愚

婦的諄諄告誡，以民間信仰式的果報來勸人為善，更能貼近小傳統的俗民心態與

生活。 

第三類「考驗型」弱化了雪梅故事原有的教子意義，更強調守貞的有始有終

不可有絲毫的動念，雖將雪梅守貞的意義凝結在「守節扶姑合大倫，普天士庶盡

欽尊」的地位，但在女性面臨道德與慾望的兩相衝突中，無論是大小傳統的話語

系統都只能用死亡來處理此一相悖的矛盾，而女性為殉節而犧牲亦甘之如飴；第

四類「女性群相型」，將雪梅故事延續到下一代，創造出其他類型的女性，這些女

性的形象與當時的生存背景及女性期待有密切關係，但活潑生動的形象只是靈光

一閃，最終還是回歸大傳統的標準──女性的功能在於維護家族的榮耀而非自我

實踐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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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富春堂本《三元記》各折內容摘要 

折目 內容 

上卷  

1 家門開場 照例開場。 

2 置辦拜禮 商霖為浙西淳安望族，昔聘秦氏之女，因岳丈致仕，故登門拜賀。 

3 愛玉自道 魯愛玉因自幼父母雙亡，賴商員外收養，思銜環結草以報其恩德。 

4 商議裝羊 商議裝羊。 

5 相府邀賞 秦徹因病致仕，歸家休養，見春光可愛，邀夫人、女兒一同玩賞。 

6 秦府拜門 商霖至秦府拜親。 

7 秦母訓女 秦母訓女，要雪梅僅遵三從四德、不出閨門、女慕貞潔之訓。卻不料商霖

闖入，瞥見雪梅如花美貌，引動情思。 

8 商霖題畫 秦徹試商霖才學，商霖題詩顯才思。 

9 雪梅觀畫 雪梅書房觀畫，知商霖才情。雪梅以楊妃婦德不佳，圖像不可留存；並以

梅花高潔自許。 

10 相思染病 商霖歸家後，因相思而染病，商父母憂心。 

11 愛玉代嫁 商霖相思害病，商母以愛玉代嫁。 

12 東嶽求卜 商父至東嶽廟求籤。 

13 香閨寄衫 雪梅自媒婆處得知商霖染病，贈以妝奩，為商霖求神討藥。 

14 商霖遺囑 商霖臨終，託父母照顧愛玉，須視她如媳。 

15 秦府聞訃 媒婆報喪，雪梅決定吊孝。其父初時反對，後應允。 

16 秦親送殯 

（雪梅吊孝） 

秦徹吊孝、雪梅吊孝見愛玉傷悲，得知愛玉代嫁因由，且已有三月身孕，

故立志守節，一為保全其後，二來奉養公婆、三來守夫之節。秦徹憂其不

能終身，始不允，後雪梅立誓，得以留在商家。 

17 雪梅立志 雪梅立志，並與愛玉二人互勉。 

18 商家守節 雪梅拜見公婆。 

19 神靈點化 話說卻少子孫之因由。只因商家祖上謀人田地，故商家雖為積善之家，子

孫卻受其禍秧，且墳墓風水不好。故差土地點化，以令商家改其風水。 

20 墳頭掛帛 雪梅愛玉二人清明墳頭掛紙，經土地化身的牧童點化，得知墳塋風水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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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卷  

21 神靈庇廕 因雪梅未婚守寡，且有救活小蟲之陰騭，故令祿星官為愛玉將生之子，註

下頭名狀元之份，以改換門閭。 

22 賀生商輅 愛玉生商輅，秦夫人賀喜。 

23 商府討錢 全百萬子至商府討錢。 

24 商霖託夢 雪梅織機伴讀，商霖夢裡囑託雪梅侍親教子。 

25 同學玩樂 商輅與同學共戲，卻惹起爭端。 

26 斷機教子 雪梅織作，商輅同學告狀，雪梅教子，卻被商父母責其以大壓小，故斷機

以示心灰意泠，不願再教商輅。商輅改過向學，經愛玉及商父母求情，雪

梅繼續留在商家教子。 

27 冠巾赴考 商輅冠巾赴考。 

28 太守試士子 太守考選、商輅考中秀才。 

29 秀才入學 送秀才入學。 

30 赴選叮囑 商輅赴試，雪梅等人殷殷叮囑。 

31 赴試途中 商輅與其他舉子結伴赴試。 

32 貢院應試 貢院應試。 

33 三元及第 三元及第。 

34 賜封誥命 禮部尚書李顯說明商輅請誥封，並賜誥封由來。 

35 雙冠誥 秦、魯二氏俱有誥封。 

36 三元捷報 

（憶子得捷） 

雪梅接到商輅三元及第的喜訊。雪梅自嘆，也怕愛玉歹了心腸。 

37 衣錦榮歸 商輅衣錦榮歸，雪梅要商輅先拜生母，商輅覺得這是責罰。時值地方官拜

見。 

38 成親團圓 一家團圓，並與雪梅姪女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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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收有《三元記》散齣之明代戲曲選本對照表： 

標示「缺」者，指有目無文。 

齣目 明代戲曲選本 

5 秦府賞春 群音類選、歌林拾翠 

9 雪梅觀畫 大明天下春、樂府菁華、玉谷新簧、時調青崑、歌林拾翠、樂府玉樹英

（缺）、樂府萬象新（缺） 

11 愛玉成婚 徽池雅調 

13 香閨寄衫 時調青崑 

16 雪梅吊孝* 摘錦奇音、詞林一枝、八能奏錦（缺）、時調青崑 

20 掛帛 八能奏錦（缺） 

22 賀生商輅 大明天下春、樂府紅珊 

26 斷機教子 風月錦囊、大明天下春、群音類選、樂府歌舞台、樂府菁華、玉谷新簧、

樂府紅珊、歌林拾翠、樂府玉樹英（缺） 

36 三元捷報 風月錦囊、大明天下春、時調青崑、歌林拾翠、堯天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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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開基演唱《雪梅思君》，葉素玉採錄，保存於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1994

年 3 月 17 日。 

歌仔《斷機教子》，呂柳仙演唱，上揚唱片，年代不詳。 

台灣說唱《雪梅教子》，弘揚視聽有限公司出版，年代不詳。（據施炳華教授指正，

此錄音為陳清雲所演唱） 

歌仔戲《斷機教子》，林美香主演，林竹岸製作、劉南芳修編，台北民權歌劇團在

台北市立社教館，1997 年。 

豫劇《雪梅思君》，閻立品主演，黃河音像出版社發行，1998 年。 

歌仔戲《斷機教子》，唐美雲主演，年代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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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Hsueh-Mei Story  
and its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Chiu, Hui-yin∗
 

[Abstract] 

The opera “San-Yuan Chi” in Ming dynasty elaborates the stories of widow 

Hsueh-Mei Chin who encouraged her son Shang-Lo to study hard by cutting the cloth 

being woven. Shang-Lo had finally passed the civil examination and manifested the 

glory of his family.  Since the story subject, which describes a chaste woman taught 

her son hard and made him succeed, very accords with the righteousness and the feudal 

code of ethics, so that it was very popular everywhere in China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different forms of literature existed for Hsueh-Mei story such as opera, novel, and folk 

story-telling art, however, the story among those forms always followed and was 

modified from the original play writing of opera “San-Yuan Chi”. 

This research, firstly on the aspect of historical facts which Hsueh-Mei Story 

relates, raises different views and evidences from which proposed by Chu Hai General 

Catalogue of Opera. Then, the variations of Hsueh-Mei story were differentiated into 

four types: “origin”, “fatalism”, “trial”, and “female features”.  Finally, through 

investigating the cultural meanings of those different story types, we realize, under the 

“little tradition”, even though the form of Hsueh-Mei story vari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spreading and becoming popular, the role of female in the story was still confined in 

chasteness concept of “great tradition” system, which really limited the image 

development of female. 

 

Keywords: Hsueh-Mei Story, Shang-Lo, San-Yuan Chi, concept of chasteness, type of 

story plot 

                                                 
∗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Folk Literature,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284  文與哲．第十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