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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义拯救儒林 

——由《儒林外史》解读吴敬梓的侠意识 

                                                                                                                李红 

 

摘要 

 

为一名儒生，吴敬梓对自己所处的儒林世界了如指掌，他所处的社会是封建社会末期，中国

传统的儒家思想逐渐走向没落，吴敬梓在为自己所推崇的礼乐工农思想走向没落而扼腕叹息

的时候，也并没有放弃，而是敢于反抗绝望，寻找一条自己向往的道路，那就是用侠义来拯

救儒林。中国的侠文化有着独特的内涵和鲜明的外在表现，吴敬梓的侠义观与传统的侠义文

化内在精神一致，面对破败的社会，他看到世人所缺乏的正是这种侠义精神。于是小说中正

面人物几乎都存有“以仁义服人”进而安天下的思想，就是吴敬梓侠义思想的体现。  

 

关键词：《儒林外史》；吴敬梓；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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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valry Save the Confucianist 

 ——Understand the Chivalrous View of Wu Jing-zi in “Rulin Waishi” 

                                                  Li Hong  

Abstract 

As a scholar, Wu Jing-zi had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Confucianism. He lived in the later 

period of feudal society in which traditional Chinese Confucian thoughts were on the decrease. 

While Wu Jing-zi lamented over the disappearing ideas of Confucianism, he did not give up. 

Instead, he sought to find a way, to use chivalry to save confucianism. China's chivalry culture has 

a unique connotation and distinct manifestation and Wu’s chivalry view corresponds with the 

traditional one in inner spirit. In the face of the corrupted society he realized people lack this spirit. 

So in his novel, most positive characters have the ideas of “convincing people with righteousness" 

and creat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This is the exhibition of Wu Jing-zi’s chivalrous ideas. 

Keywords: Rulin Waishi; Wu Jingzi;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chivalry 

  

 

前言 

 

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一部成就卓越的长篇讽刺小说。无论在

思想方面还是在艺术方面，《儒林外史》都有其他著作难以替代的价值。它产生于封建社会

末期，特殊的时代赋予了吴敬梓特殊的写作视角，它以儒林为背景，代拟明朝的历史背景，

全面展示了封建社会末期的人间众生相，于人性之真伪善恶的褒扬贬抑中寄托着自己独特的

憧憬与追求。            

从表面来看，《儒林外史》一书充满了嬉笑怒骂，讽刺嘲弄，到处都留下了笑的节奏。

但仔细读之，就发现它实际上是一部深藏着哀伤孤独的小说。吴敬梓眼光深邃，静寂孤独地

洞察着污浊的世俗社会，笔如大椽，批判和揭露着八股取士制度所产生的罪恶。但黑暗的社

会并未摧毁吴敬梓的救世之心！吴敬梓是一位具有思想家气质的小说家
[1]
，他为世俗之人醉

心于功名富贵而痛心疾首，愁肠百结，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积极地探索着社会的新出路，

探求着世人应该具有的理想品格，并希望用这种品格来拯救坍塌的社会，沉沦的道德，从而

实现“天下有道” 的理想。在《儒林外史》中，作者曾经想过的一条路就是侠义。用侠义

来拯救恶俗的社会。 

那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侠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它的精神要义在哪儿？它又包含了哪些独

特之处？吴敬梓为什么想到了用侠来拯救世俗社会呢？从哪些地方又可以审到吴敬梓是想

用侠来拯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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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侠文化的内涵及在《儒林外史》中的表现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传统文化中，正有着“侠文化”的一席之地。

但“侠”的历史地位并不那么容易确定，它既不像儒、道、墨、法那样成为中华文化中的独

立门派，有自己的组织，领导者，思想纲领等等；也不像其它流派那样走实践道路，关乎着

国计民生。它的存在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但作为中国独特文化之一的侠，从它发源一直

到现在都从未间断过，它一直存在着，并且渗透在各个文化领域之中。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

就是文学作品。在文学作品中，“侠”一直是文人们笔中一个梦一般的话题，寄托着他们各

种各样的情怀。吴敬梓也在中国侠文化中找到了栖身之地，为自己的理想社会找到了可以依

托的基石。 

虽然众说纷纭，但侠的文化内涵一直没得到确认。作为中国的一种独特文化，《说文解

字》中是这样定义的：“侠，俜也，从人，夹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用徐铉写到：“任

侠者，挟负气力以任事自雄也。”在战国晚期的许多典籍中就已较集中地出现了“侠”字。

《韩非子·五蠹》中对侠做出了最早的定义：“儒以文乱法，侠以武乱禁”。这对侠是一个否

定的界定。他认为要成为侠，武首先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而且侠属于社会文化的“非主流”，

背离于社会既定的行为规则，尤其不走封建统治者所规定的道路。这样侠就具有了外在形态，

即有勇有力，而以“犯禁”为其独立于世，不与其他门派共舞的内在本质。司马迁最早为游

侠立传，在他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侠第一次得到了正名：“救人于厄，振人不赡，

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司马迁所注重和强调的是侠的内在意义和它的

精神特质，即扶弱抑强，重信轻生，崇仁讲义。近人杨经建先生认为，“侠文化中的‘文化’

之观念，不是一个体现在正统化的经书典籍中所记载的、可用简明的术语所确认的精神现象，

而是一种历史存在和文学想象、社会体验和心理认证、当代视界和价值特指的不断整合、融

汇的动态过程。”
[2]
所以即使离开“武”这个外在的形式，侠依然有存在的可能！我国的侠

文化更加注重的是司马迁所强调的精神气质。它已灌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并且成为我们民族

人人钦佩、代代继承的品格，对于塑造我们的民族魂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由此观之，侠并

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定义，只要有武就可以称之为侠，它是一种独特的行为、一种坚守的理想，

无论合理与否，亦不管强权的压制，侠永远追求着心中不变的向往。只要具有这种精神、以

这样的姿态行动的人就可以称之为“侠”。 

由这样的定义可以看出，《儒林外史》中确实存在着真正的侠之大者。武功盖世的凤鸣

岐，仗义疏财的杜少卿，由侠入仕的萧云仙等等，在这些人物身上，吴敬梓一反惯用的讽刺

态度，而是将自己的赞美之情毫无保留地赋载到了这几位侠客身上，他们的言行举止体现着

侠文化的独特内涵，既具有韩非子所说强调的外在形式，又有司马迁所强调的内在精神。外

在形式如凤四老爹的功夫，“趱一个劲，哪怕几千斤的石块，打落在他头上身上，他会丝毫

不觉得”。当他替万青云应付官司之时，台州府大堂上三副夹棍断做十八截，散了一地，凤

四老爹的两腿却丝毫不伤。这些功夫足见其武功之卓越盖世。内在本质如杜少卿，虽然他没

有什么武功，但在他的身上却有着同时代的儒生难有的侠义之气：仗义疏财、乐善好施、淡

泊名利、绝世风流。虽不被世人所理解，但依然我行我素。他们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行为，坚

守着自己的理想，无论外在条件怎样，始终不变自己的追求。这既是吴敬梓的侠义观，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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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的侠义精神相吻合，体现着中国独特的侠的内涵。 

 

二、中国侠文化的外在形式及在《儒林外史》中的展现 

 

既然侠是一种行为，一种理想，但它既然存在着，被大家感觉着，它就具有自己独特的

表现形式，以自己独特的精神特质存在着。什么是侠客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品格呢？司马

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有很具体的描述：“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

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盖亦有足多者焉。” 这是对侠的完全正面评价。这包括了：一、言必信，做出的保证一定会

实现，一诺千金，言而有信。二、行必果，有自己的行为准则，自己的所作所为一定有一个

结果，即使违背统治者的法律和世俗的道德观念也在所不辞。三、赴士困厄，行侠仗义，拯

救在生死边缘挣扎的人。敢于反抗一切强权与不义。四、不矜其能，不炫耀，不自夸，但求

问心无愧，对得起别人，哪怕是自己的敌人。今人刘若愚在他的《中国之侠》一书中列举了

侠的八种特征：助人为乐、公正、自由、忠于知己、勇敢、诚实、爱惜名誉、慷慨疏财.
[3](P416)

随着历史向前发展和民间文化的日益浸润，侠的文化特征逐步清晰起来，侠义观念越来越脱

离了荆轲“士为知己者死”和“桃园三结义”的历史具体性，而演变成为一种文化精神和伦

理观念。吴敬梓心中也赞赏着这种独特的文化精神和伦理观念，并在它们的引导下塑造了一

系列的侠士。这些侠士的身上都有依靠自身的努力去实现人间正义的理想，因而他们自己给

自己设定了扶危济困、拯世济难的社会使命。 由此总结一下，虽然侠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但其基本表现形式自古至今却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重义尚勇，追求自由，讲究平等，为国

为民。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所塑造的真正的大侠身上也散发着这种真正的侠义之气，一

步步地表现着自己的侠义观念。 

 

（一）侠之重义 

韩非最早将儒与侠并列讨论，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也提出“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

徒为侠”。在表面看来，儒与侠势不两立。但在中国文化史上，文人们对侠义精神的仰慕就

从未停止过。在儒学独霸的时代，受到历代统治者排挤打击的“侠”何以会如此生生不息，

绵延不绝的呢？这是由侠文化的本质特征决定的。“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唐·李德

裕《豪侠论》）。“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侠客不怕死，只怕事不成。”（唐·元

稹《侠客》）。由这些咏侠的古句可以看出，在历代文人心中任侠的本质特征是“义”！侠

便是为“义”而不惜牺牲性命的人。义重于山！利益事小，义气为重，他们生来就是正义的

坚守者，也以维护正义为己任。为了自己认定的真理，即使死亡也毫不退让，这种“轻生殉

义”的大气只有真正的侠之大者才可以做出。 

吴敬梓所处的儒林世界充斥的恰恰是“不义”。大多数人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肆意践踏夺

取他人的利益。为了没有得到的，想要得到的，已经得到的利益而不顾任何的亲情友情。在

这部分人的眼中，只有金钱地位，荣华富贵，除此之外，他们没有任何追求。在著作中，严

贡生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作者刻画这个人的丑恶，一直刻到了他的骨头里。严贡生

六亲不认，连自己的亲弟弟也敲诈。在第六回中，弟弟严监生病死，临死前也不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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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生来询问关心一下，直到严监生死后“过了三四日”，他才从省里科举了回来。严

贡生回到家并没有立即去悼念自己的弟弟，而是悠闲地“和浑家坐着，打点水来洗脸”，

直到下人呈上严监生的遗物，他看见“簇新的两套缎子衣服，齐臻臻的二百两银子”

时，才立刻“满心欢喜”，“即刻换了孝巾，系了一条白布在腰间”，“在柩前叫了声‘老

二’，干号了几声，下了两拜。在他眼中，金钱胜过亲情，与亲弟弟的感情远不及这

点衣服银子。接着他又欺凌妾出身的弟妇，企图夺产，闹得人仰马翻。通过严贡生这

个人物，可以进一步认识当时封建科举制度下一些文人的丑恶和可笑。人与人之间连

亲情都没有，更何况是“义”！ 

吴敬梓拯救儒林，“义”在他心中也就成为一条必经之路。作品中的凤四老爹就是

一个真正的侠之大者。凤四老爹，天性慷慨，抑强扶弱，骨子里具有侠客风范和英雄本色，

是儒林中的上品人物。一开场，凤四老爹就显露出壮士身份和英雄本色。他在一片叫好声中

登场，后又通过秦中书之口道出他功夫了得而又品格高贵，对朋友荣辱与共、肝胆相照，这

些品质为后文行侠仗义立下了张本。书中写道万中书在宴席上当场被拿，被称为“朝廷柱石”

的高翰林、施御史之辈只会面面相觑、一筹莫展，此时凤四老爹发挥着主要作用。他先建议

派人去打听事件的发展，事件仍然没有眉目之时，他又自告奋勇亲自去打探，然后又出于朋

友的义气，愿意陪万中书同去浙江受审。当得知万里是因家计艰难才冒充中书后，他一方面

巧妙安排、精心筹划，使得万中书由假而真，白得了个中书之职；另一方面又从容处理赴浙

之事，并亲自出庭受讯、勇试官刑，让一场关系到万里身家性命的官司不了了之。就这一点

而言，就显示了凤四老爹骨子里所流露出来的侠义精神。但凤四老爹只是一个性情中人，其

行侠仗义完完全全是出于天性，丝毫没有做作与虚伪。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这不过是

我一时偶然高兴”。然而就是这个“偶然高兴”，最见凤四老爹的侠客本色！ 

在中国小说史上，《儒林外史》因结构别具一格而著称。作者在说楔子敷陈大义之后，

先写了一批迂儒、假名士和无行文人，然后才续写了一些正面形象和理想人物。依托于这些

人物，作者构筑自己无限神往的理想世界。通过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作者探寻过的是一条

道路是礼乐兵农之路。泰伯祠的修建曾经轰轰烈烈，名噪一时，各地文人雅士，豪杰名儒齐

聚祭祀大典，利国利民的宏图似乎就要实现，然而随着泰伯祠的倒塌，社会上到处弥漫的是

一股污浊之气，礼义廉耻一总都灭绝了。礼乐活动风流云散、名儒高士消逝殆尽，作者的满

腔幽愤无处发泄，只有寄望于自己心目中的侠客来匡正扶弱、振作世风。就这样，真正的侠

客凤四老爹方始登场。他多次借书中人物之口来赞许凤四老爹，如秦中书谓其为“极有义气

的人”，台州府官吏赵勤谓其是“仗义的豪杰”，抚军知其是“有名的壮士”。 这一些都体现

着吴敬梓所推崇追寻的“义”。    

由于自己的生活经历，吴敬梓将眼光转移到了平民百姓的生活中，在一些所谓的下层人

物身上，我们都可以读到吴敬梓的“侠义”观。例如王冕和秦老的忘年之交，相濡以沫的牛

老和卜老的淳朴感情，甘露寺老和尚对牛布衣、牛浦的真情关怀等等。作者在这些正面人物

身上毫无例外地赋予了侠义情怀。鲍文卿倪老爹是作者强力推荐的人物，在吴敬梓的笔下，

二人骨子之中存在着“义”的思想。二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老秀才倪霜峰穷困潦倒，因

为生活所迫，只得狠心将自己的孩子一个个卖出。在他们的社会里，活着甚至比死都艰难。

虽然自己的谋生方式是社会上最为人不齿的职业，但鲍文卿身上透露着时人少有的侠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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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他最令人感动的一次义举就是在倪老爹因为生活所迫欲再度卖儿鬻子之际。在倪家处于

危难之时，他收养了倪家的小儿子倪廷玺。他的收养并不是趁人之危，为自己谋点私利。他

没有叫鲍廷玺学戏，而是送他读了两年书，帮着自己当家管班，甚至比亲生的还疼些。倪老

爹过世，鲍文卿又拿出几十两银子来替他料理后世，自己一连哭了几场，依旧叫儿子去披麻

戴孝，送倪老爹入土。他这是为知己而哭，为友谊而抚养非亲非故的孩子！这说明，他们是

身怀正义的民间侠士，而不仅仅是由一个礼法程序控制的傀儡。   

 

（二）侠之自由平等的追求 

两千多年来，“范宣子向奴誓”的故事一直被传为美谈。奴隶斐豹主动向贵族范宣子提

出条件，做一次交换，如果他帮范宣子刺杀成功，就可以让自己有自由之身。斐豹的果敢行

动使他成为世世传诵的大侠，而他又赋予了侠义精神的另一种外在表现———自我意识的觉

醒！包括对命运的反抗，对等级的蔑视，对自由平等的人生价值的追求。为了自由地支配自

已，为了社会的公道和正义， 侠士们追求着自由的空气，具体表现为对任侠生活的高度维

护以及与封建正统庙堂的尖锐对立。侠义的观念是充分体现自由的观念，这是侠义精神的另

一表现。 

《儒林外史》中的大多数读书人都没有自我意识，不会去寻找自己的自由与幸福。在那

个封建社会末世，“一代文人有厄”，他们的思想被禁锢，很多读书人陷入了保守甚至僵硬的

地步。“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杜甫《不见》）虽然只是赞美李白的，但每个文人都应

该具有这样的品质。他们的思想应该是最活跃的。中国自秦以来，政治上实行封建君主专制

制度，思想上也是严格控制，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后期，专制制度更是变本加厉，花样百出。

宋朝时期形成程朱理学，明初制定八股取士，清朝实行最为严酷的文字狱，这就导致了社会

上最缺乏的就是自由的思想！《儒林外史》写的是 18 世纪上半期的清朝，封建思想已成为宗

教教条，只需盲从，不准讨论。八股文有一套完全僵化的考录模式，它以四书五经命题，以

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解释只能依朱熹之注，不准有任何独立的思考。《儒林外史》中形形色

色的儒生几乎都丧失了追求自由的本能。例如书中最出名的两个人物——周进范进。他们沿

着封建统治者所设计的道路走着自己的人生，顺着“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的科

举阶梯向上爬，周进到了六十岁还是老童生，一无所能。范进为了一个举人的名号而发疯，

为了自己的仕途之路连母亲的孝都不守。马纯上做批语，只会摘取《朱子语类》和《四书或

问》的话，不敢稍有逾越。八股文本来是窒息一切思想的僵硬模式，但在这批迂儒的心中却

将之神化为至尊之术。对八股的顶礼膜拜必然导致对封建君主专制的膜拜。马二先生见到有

前朝皇帝的御书，第一反应就是“吓了一跳”，虽然他正在游览山水，而且周围空无一人，

他也还是“恭恭敬敬”地“扬尘舞蹈”。这完全是丧失了自我意识的表现，完全丧失了对自

我的思考。面对自己的人生，他们只有恸哭，丝毫没有反抗的意愿与行动。他们是八股取士

制度下的牺牲者，没有自由的意识，更没有自由的行动，如同一根钉子被统治者们死死地钉

在了八股文上。一辈子没有自由可言。吴敬梓厌恶了这样的人生，他的骨子里向往的是真正

的自由，为争取自己命运的而不断斗争、不懈努力。  

梁守中曾提出过一个观点：他认为“武侠的鼻祖是女子”，在中国的武侠小说中，大都

有女侠的形象，这是西方“武侠”小说所没有的。
[4](P40)

在《儒林外史》中，沈琼枝就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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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一股侠女的风范。自我意识的觉醒在这位奇女子的身上表现得也最明显。她有追求自

由，追求个性解放先进意识。其父沈大年本以为会将女儿明媒正娶，但宋家大模大样

地却要将沈琼枝收为小妾。沈琼枝并未向命运低头，而是通过自己的计谋为自己寻求

一条自由之身。进入宋府之后，她并没有服从命运的安排，而是锋芒毕露、英气逼人。

质问宋为富的一席话充分展示了她大胆泼辣的侠者风范，也表现出了她的敢于反抗与

善于反抗。 后来发现父亲在外申冤而败诉，她就开始了自我拯救的计划。她将房中

金银首饰打了个包袱作盘缠，扮作小老妈模样，买通了丫环，趁夜出逃。她的逃婚展

现了侠女所具有的那种豪放不羁的性格。面对命运的戏弄，她没有像懦夫那样一蹶不

振，也没有企图过那种被命运安排好的生活。她相信自己有力量改变命运。但是沈琼

枝与我们普遍意义上认为的侠女有些不同，她的行为不同于替天行道、拯救苍生的侠

意识，而是一种与命运抗争的自我拯救！她的行为包含了她对当时社会清醒地认识：

要拯救自己不能企图靠那个混浊不堪是非不分的社会，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去拼、去赌，

这样才有可能得到自由的空气。沈琼枝借着自己的力量主宰着自己的命运，她的“活”

比“死”更需要勇气。她独立美好的品格没有被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封建教律的所

吞噬，而是在不断的斗争中毅然挺立。 认为吴敬梓鄙“儒林”，而敬“侠士”亦可在这

位女子身上得出。这也表现着吴敬梓对自由的追求。 

而作为吴敬梓自寓性人物的杜少卿亦是如此，书中亦多次借他人之口谓其为“豪杰”，

作者安排杜少卿做豪杰，连相貌都安排的周到：“面目微黄，两眉剑竖，好似画上关夫子眉

毛”。虽然就这么一句话，然而却是点睛之笔，他告诉读者杜少卿不只是一个儒生，而是充

满了豪侠之气。用季苇萧的话说是“英气逼人”。观其平居行事，他所向往和追求的也是自

由与平等的空气。他鄙弃世人拼死追求的功名富贵和所有琐屑的世务，真正追求的是超逸的

风貌、任性自由的意趣。他的这种人格追求首先表现在他对于钱财和功名富贵的态度上。他

仗义疏财，扶困济贫，虽然更多的是贤愚不分，任意布施，但他不在乎，他所关心的只是自

己能够给人帮助，体现了不为物累的潇洒风度。即使家财散尽，他的名字在家乡成了瘟神，

他也毫不改变自己的本质。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想，他自己只追求自己的自由之身。当他家

财散尽之后，虽布衣蔬食，却仍旧恬然自处。朝廷征辟，他装病拒绝出仕，因为他追求的是

“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其次，他又敢于发人不敢发，大胆地向封建权威和封建礼俗

挑战，追求恣情任性、不受拘束的生活。对于当时钦定的朱熹对《诗经》的解说，大胆提出

质疑， 对当时盛行的看风水、迁祖坟的迷信做法，他极力反对， 他不受封建礼俗的拘束，

“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

他尊重女性，反对纳妾，极力帮助沈琼枝。种种行为，惊世骇俗，表现出他对那个时代行之

已久的原则规范的大胆背叛和质疑。在他的身上，有着现实中作者的影子，又寄托着作者冲

破八股科举樊笼，追求自由人格的理想。这与那些被八股制度，孔孟圣经浸泡的封建腐儒相

比更多了一份侠者的风范与洒脱。 

 

（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在《儒林外史》中，更多的是蝇营狗苟之徒，只顾着自己的利益，连亲戚朋友都不关心

更别提百姓国家了。小说在“说楔子敷陈大义”时明白指出：八股取士制度所以不好，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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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这在书中朝廷官员的身上最

为明显。他们为非作歹，残害百姓，已成为社会的蟊贼；礼义廉耻一总灭绝，灵魂霉烂，已

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对这些丑类，作者给以愤怒的揭露和无情的鞭笞。江西第一能员王惠，

由举人而中进士，补授南昌知府，一到江西就打听“地方人情，可还有甚么出产？词讼里可

也略有些甚么通融？”为了实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发财梦，他的衙门里充斥着

“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

道太爷的利害，睡梦里也是怕的”。就是这样的官吏，却被考核为“江西第一个能员”，并因

此而升了官。秀才王德王仁满嘴高调：“我们读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实际上贪图

不义之财，卑劣地用重病垂危的妹妹作交易，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贡生严致中不学无术，

借着贡生的资格与官府交往，诡计多端，巧取豪夺，完全就是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身为百

姓的父母官，不想着为国为民出力，而是想着自己能得到多少好处，社会的败落可见一斑。

吴敬梓向往的社会当然首先要把他们除名。 

他赞扬的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真正的侠义之士没有一个平庸之辈，他们时时刻刻

想着为百姓谋福，为国家出力。在种种的侠义精神中，武术界及侠义之士最为重视的也是国

家民族之理念：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奋起斗争，不怕牺牲。这类侠士也最为历代民众所讴

歌和赞颂。有侠义之心的习武之人往往也以国家、民族观念作为自己修为的最高境界。危难

之际，侠之大者更能发挥自己的作用，执干戈以卫社稷！在《儒林外史》中，最能担当如此

大任的是萧云仙。毫无疑问，萧云仙是一个纯粹的侠士，首先他拥有侠的外在形式——有一

身超人的武功。萧云仙从乃父那里学了一手好弹子功，逐日苦练。并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凭此打瞎了食人恶僧的双眼，救了甘露僧性命。但他不仅仅只是一个只会武功的莽夫。郭孝

子盛赞萧云仙行侠仗义，更诤言相劝，开导萧云仙出来替朝廷效力。后来松潘卫边告急，萧

昊轩闻得是故交平少保督师，便命萧云仙前往投军。自此萧云仙冲锋陷阵，收复边城。胜仗

之后，他继续留在青枫城，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成功之日，骑着马，带着木耐，到处犒劳

百姓。每到一处，杀牛宰马，祭拜先农，叩谢皇恩，并与百姓同饮同乐。仓廪既实，萧云仙

又想到了开启民智，他开了十个学堂，把百姓家的孩子养在学堂里读书。书读得好，萧云仙

就区别对待，于是百姓都知读书体面。萧云仙在青枫边城这一番文治武功，用见证者的话来

说，“便是当今的班定远”！。在这位戎马倥偬的武将身上，体现着本色英雄以天下为己任、

先忧后乐的忘我精神。萧云仙在回避与斗争中勇敢地选择了“济苍生，安社稷”的出仕理想。

让我们了解到了真正的侠之大者的为国为民的气概！
 

以上几种外在表现是中国传统的侠义精神所必备的，真正的侠之大者都具有这些特点，

吴敬梓的侠义观与中国传统的侠义精神相契相合。但是吴敬梓出生在功名鼎盛的家族，受到

家庭教养尤其是其父的影响，自然带有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身为儒

生的吴敬梓为什么选择了侠义之路？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三、吴敬梓选择侠义拯救儒林的原因
 

吴敬梓一生异常坎坷，一开始所走的是一条进仕之路，是千千万万个儒生所走的封建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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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者们为他们设计好的路。他刚开始接受的也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教育模式，对儒家经典是熟

记于心的：“少年志卓荦，涉猎群经诸史函”(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抱义怀仁，被

服名教”(《与吴敏轩书》)， 他渴望通过“正途”施展抱负。可是，封建仕途道路并不是

那么顺利。吴敬梓遭受了科场失利的连续打击，他亲眼目睹了封建士子醉心于八股，以科举

为敲门砖，进而谋取功名富贵的丑态，清楚地认识到整个儒林的堕落。此时正赶上父亲去世，

亲戚族人对家产蓄意侵夺，这一切让他深深地体味到了世态的炎凉、礼义廉耻的沦丧。后来，

吴敬梓的生活日益贫困、社会地位骤然下降。这些遭遇促使中年的吴敬梓愤世嫉俗，抛弃了

科举功名之念，追求安逸恬淡的生活。但他并未隐逸山林，依然心怀天下，乐善好施，济人

之困。另外，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特别是颜、李学派的思想对吴敬梓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因而，吴敬梓在竭力抨击污浊的世俗的同时，也关注起一代文人乃至百姓的命运和前途，勾

勒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王国。身为儒生的吴敬梓对于用儒家思想来拯救社会的方法早已绝

望，于是他找寻了一条自己向往的“侠义”之路。 

同时，在中国的古典文化中，儒与侠并不是截然分开，水火不容的。儒侠不可分割，甚

至侠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儒。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本是武士，《列子·说符》中记载：“孔子之劲，

能拓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
[5]（P252）

。闻一多曾引英人威尔斯所著《人类的命运》中的一

观点：在大部分中国人的思想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
[6]
。这说明作为中

华民族独有文化的儒与侠，对中国人的影响可谓深入骨髓。据闻一多解释，威尔斯所指的“土

匪”，含有中国武侠的意思。如果从传统意义上的游侠观念与行为方式去寻找侠的源头，就

会发现游侠的侠义观念和人格精神多源于儒家思想。由此观之：儒家人格理想含有一定的侠

义人格规范，儒家对中国侠文化的观念体系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儒家文化倡导积极入世，为

了济世救民，不计个人成败得失，荣辱安危，他们赞扬坚毅果断，不折不挠，“任重而道远”，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些都是入世为民的执着和决心。孟子强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

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节。儒家的这种人格感召力量正是中国古代侠者风气形成的

重要因素之一。郭沫若还曾称赞过王阳明说：“他的任侠气概是他淑世精神的根株，他的骑

射、词章是他武功、学业的工具”
[7](P44)

。近人韩云波也认为侠和儒可以在高层次的社会行

为和人格境界上达到统一
[8](P8-9)

。 

大儒即是大侠，大侠即是大儒。  

在价值观和人生观中，这两种文化组成中有着一些共同的结构因子，从而使得他们的精

神相呼相应。儒家的这些思想观念，与侠义观念高度一致，对侠义观念的形成、人格精神的

确立提供了丰厚的精神营养
[9]
正是这种相契相合使得侠文化因儒文化而得到无形的张扬，发

扬了儒文化所暗藏的坚毅刚烈的一面，儒文化因有侠之精神的渗透而不断地改善自身，吸收

一些更加张扬的因子。可见，儒侠文化精髓濡染国人特别是文人甚深，侠借儒而延续，儒借

侠而演进。在经历了群雄并起、百家争鸣之后，儒家思想牢牢占据了历史主流，而侠文化正

是历史文化长河一朵微浪，给千古文人们留下了一个遐想的空间，使他们在“达济天下”之

余，能吸一口自由的空气。 

所以，身为儒生的吴敬梓对于儒家文化精通至极，对于儒家精神中所蕴含的侠义精神肯

定也有自己的理解，既然他所面对的社会古风不存，他所推崇儒家文化正走向没落，那在他

的《儒林外史》中，为世人也为自己找寻一条侠义拯救路也就有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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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与侠在本质上有共同之处，而作者所希冀的儒生之道已被现实打破，在当时的社会中，

儒家思想已逐渐的走向了末途。《儒林外史》的批判重点在八股制度和程朱理学，正是体制

化儒学在形式和内容上的要求。众多儒生的进仕之道表明了这样一个实事：在吴敬梓的时代，

大多儒生只是一味地追求荣华富贵，他们把学习八股作为自己的事业正途，除此之外别无追

求。而一些在人格上十全十美的“纯儒”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与世情格格不入的腐儒，实现礼

乐农兵的政治理想早已不是这些腐儒所能胜任的了。庄绍光曾对妻子说：“我们与山林隐逸

不同，既然奉旨召我，君臣之礼是傲不得的。但你放心，我就回来，断不为老莱子之妻所笑”。

他向萧昊轩道出了不愿入仕的缘由：“国家承平日久,近来的地方官办事，件件都是虚应故事。

像这盗贼横行，全不肯讲究一个弥盗安民的良法”(第 34 回)。可见他的避征实在是世乱、

无法得志的缘故。吴敬梓从四个方面表达了对于儒家思想全面衰落的哀挽： 1.“身修而后

齐家”即价值理想的贬值； 2.“花酒陶情”即人性人格的扭曲；3.“菽水承欢”即人伦秩

序的颠倒；4.“显亲扬名”即政治理想的没落
[10]

。《儒林外史》通过这几位君子的际遇深刻

说明：在兼善天下已经不可能的情况下，儒家理想已不可能成为拯救社会的武器，独善其身

不能实现儒家政治理想，而且它还只能造成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人生悲剧。这些真儒“兼善”、

“独善”的均不可得，是《儒林外史》小说理想悲剧之所在。 

 

结语 

 

吴敬梓从来不甘平庸，他一直在探索一直在追寻，他直面自己的人生。他看到世俗的

儒生身上最缺乏的就是一股侠义之气，而这正是吴敬梓自己所向往的甚至是自己身上所带有

的气质！ 

吴敬梓以其深邃的眼光和独特的思考设置了种种儒生。演示了在恶俗社会已不能用传

统的儒家思想来拯救。这些儒生中，有迷信八股、笃信礼教的无知迂儒，装腔作势、厚颜无

耻的无聊名士，有以权谋私、虚伪狡诈的无聊官绅。作为亲生父亲的王玉辉， 为求博得个

“青史上留名”的虚号，劝女儿为丈夫殉节(第 47 回)，这种变态行为深刻揭示了程朱理学

对于人性，人欲的极端扭曲和抑制；同时作者也在庄绍光，虞博士等形象的身上客观地表现

了原儒的自身空洞和不切实际，因而流露出对未来和现实的极大的痛苦和失望；作者在第

55 回写了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四位奇人，他们都是有着无可比拟的绝技，但他们一

生又一贫如洗，他们的清高都无不流露出一种难以相处的乖戾和怪癖，作者尽管把实现独善

其身的理想寄予到了他们身上，但是他们的困窘和倨傲显然已经无法说服读者甚至作者自

己，相信他们就是实现作者向往的礼乐之治的理想之人。因此：《儒林外史》在楔子中就发

出了“一代文人有厄”的惊告，又借王冕之口说道，“天可怜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这

就点明了作者吴敬梓不仅是要在自己的作品中揭示一代文人的悲剧，更要求自己可以探寻解

救社会，解救文人的的良方！它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在小说中寻求自救，且不论成败与否，

单就这种补天的勇气已让我们钦佩不已。吴敬梓在展示了一幕幕科举士子灵魂沉沦的悲剧之

后，已经隐隐感觉到一种文人的生存困境。 

为了寻求出路，吴敬梓在自己的思想里必定有过一番思索，其中的一条路就是侠义精

神！可以说《儒林外史》是一部真实表达吴敬梓对现实无情批判，对僵化的新儒学彻底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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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作者并不只是一味地哀吟，他为我们找到了一条他自己认为可以行得通的道路——那就是

用侠义来拯救。看到了社会上所缺乏的侠义之气，在吴敬梓的理想中，侠义之气势必不可少

的，这或许是拯救世俗社会的必经之路，小说中正面人物几乎都存有“以仁义服人”进而安

天下的思想，也就是吴敬梓侠义思想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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