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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novel of Unofficial History about Scholars as a class is one milestone of Ancient 
Chinese vernacular satirical novels. Du Shaoqing,the orthodox Confucianism ,the fashion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and the Advanced and Ideological Trend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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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是科举世家的叛逆者，是魏晋风尚的践行者，也是儒家思

想的守望者。从他的身上能折射出作者的思想结构：正统儒家思想的支配、魏晋六朝风尚的

熏染、明清之际先进思潮的影响。因此，分析杜少卿的形象塑造，对解读吴敬梓的思想倾向，

乃至当时的社会现实、政治环境有着重大意义。作为现实主义大师的吴敬梓，其思想高度超

出了前代和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但由于时代条件和自身因素的某些限制，还是表现出一定的

局限性。 

1.引言 

《儒林外史》堪称中国古代白话讽刺小说的一座里程碑，吴敬梓通过塑造形象生动的人

物、鲜明巧妙的对比，给读者展示了一幅活灵活现的明末儒林现形图。这里有精神空虚、道

德沦丧、昏庸腐败、欺压良民的“衣冠禽兽”；有自命风雅、沽名钓誉、虚伪无聊、孤芳自赏

的“斗方名士”；有尚礼尊贤、安贫乐道、淡泊名利、超凡脱俗的真儒名士；有狂放不羁、纯

任自然、自由豪放、傲视权贵的市井奇人。在这形形色色的人物中，绽放着一朵儒林奇葩——
杜少卿。他是狂生，充斥着离经叛道的色彩；他亦是儒士，始终无法完全打破儒家思想的藩

篱；他深受魏晋六朝风尚的熏染；他的身上还有明清之际先进思潮打下的时代烙印。他的形

象立体丰满，有着丰富复杂的性格特征和思想内涵。剖析“乃作者自况”[1]的杜少卿，对更深

入地解读吴敬梓的思想倾向，更全面地认识当时的现实社会和政治环境有着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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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杜少卿人物形象的塑造 

《儒林外史》是一部取材于现实社会的小说，吴敬梓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对现实

社会的细致观察和对世态人情的切身体会，绘成了这一幅活灵活现的明末儒林画卷。小说中

刻画的人物大多确有其人，设置的情节也多确有其事。学界在杜少卿是作者原型这一点上持

一致观点，这里不细考。从杜少卿形象塑造的分析中，能清楚地反射出吴敬梓的思想倾向。

本文先分析杜少卿的人物形象，进而解读吴敬梓的思想倾向。 

2.1杜少卿：科举世家的叛逆者 

《儒林外史》所勾描的社会，是深受功名富贵和八股科举荼毒的社会。儒林万马齐喑，

知识分子处于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在世俗眼中，为了功名富贵，可以放弃道德底线，可以

成痴成狂；在世人眼中，只有科举出身才是正途，也是唯一的出路。杜少卿出生科举世家，

号称“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门生故吏，天下都散满了”[2]。如此显赫的家世背景，如此

深厚的科举底蕴，家族寄予他的厚望、世俗认定他的正途，然而他不受世俗观念的侵蚀，不

走寻常路，成为科举世家的叛逆者。 
    卿鄙弃功名，傲视权贵。《儒林外史》以明朝作为创作背景，展现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面

貌和历史命运。明朝的统治阶级为了加强思想专制，以功名富贵为诱饵，利用八股科举来钳

制和禁锢知识分子的思想。作为科举世家后代的杜少卿，却无心科考，蔑视八股科举，弃功

名如敝屣。在明清两代，功名富贵可以说是文人的试金石。在功名富贵这个放大镜下面，所

有人都无所遁形，它烛照文人内心，显其灵魂。杜少卿不为功名所动，依然保持独立人格的

难能可贵。 
平居豪举，挥金如土。明朝中后期，在古老的封建中国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然而，

封建统治阶级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上的高压政策，并没有让资本主义得到应有的发展。相

反，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催生了一批金钱主义势力。《儒林外史》中对金钱势力的代表——盐

商的刻画，正是针对这种极端利己的金钱主义和市侩主义的讽刺批判。与这种金钱主义形成

鲜明的对比，杜少卿挥金如土，对钱财视若无物，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金钱势力的猖獗。书

中多处描写杜少卿仗义疏财，而且一般都是典当物产。杜少卿并不在意这些银两的捐助对象

是贤是否，也不关心银子的用处，所以常有狐朋狗党和刁奴欺骗他的家财。就像娄老爹临死

前对杜少卿说的一段话：“像你这样做法，都是被人骗了去，没人报答你的。虽说施恩不望报，

却也不可这般贤否不分。”在污浊的社会中，杜少卿用他的挥金如土，来鄙视金钱势力和市侩

主义的惜金如命，在当时也是一大壮举。 
    亲近平民，相与甚欢。处在封建末期的明朝，等级制度日益森严，吏治黑暗，地主阶级

与农民阶级及下层人民之间的阶级矛盾愈演愈烈，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统治

阶级用残酷的手段剥削和镇压百姓，视平民百姓的性命如草芥。出生封建地主阶级家庭的杜

少卿不愿与达官贵人交往，却喜欢与社会底层的百姓为伍，赞赏他们自食其力，向往他们之

间纯朴的人际关系。杜少卿向往的是质朴醇厚的人际关系。他不摆老爷架子，不喜欢别人叫

他老爷，也不要人向他下跪。他是真心和底层人民交往，真诚地对待他们，赞赏他们的才能。 

2.2 杜少卿：魏晋风尚的践行者 

魏晋风尚“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3]，崇尚淡泊隐逸和超然脱俗，赞赏人的风神

气韵、意态格调，鄙弃琐事，讲求真性情，表现出恣情纵性的特征。杜少卿的身上浸染着浓

厚的魏晋名士色彩，同时又带有一定时代精神的气息。 
    离经叛道，蔑视权威。汉末社会的巨大动荡动摇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到了魏晋时期，思

想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放。魏晋时代是个“篡夺时代”[4]，但篡权杀人者偏偏要打着礼教的

旗号进行巧取豪夺，于是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为不谈礼教，

甚至于反对礼教”[5]。随着时代的发展，魏晋风度逐渐成为后世不愿遵从礼教、循规蹈矩走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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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正途的文人所追求的一种风范。《儒林外史》中的社会环境虽然是相对安定的明朝，但是统

治阶级把程朱理学作为正宗文化和官方哲学，强化三纲五常的礼教色彩，程朱理学成为统治

知识分子思想的权威，社会呈现出一派死气沉沉、暗无天日的景象。身处其中的杜少卿对这

样的社会现象极其不满和厌恶。他敢为他人不敢为，敢于挑战封建权威，对当时钦定的、朱

熹对经书的注释提出大胆的质疑。当绝大多数人一心投入科举和时文的“大道”时，杜少卿却

纵情于为时人所不齿的诗文“小道”，还著了一部《诗说》，表达自己的独特看法，抗击理学。 
    率性而为，纯任自然。这里的“自然”除了是名士们寄情的外在的物化自然外，还是人性

的自然。名士们反对一切违背人之本性的强制，强调注重本性，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冲破封

建束缚，追求自由的迫切要求。杜少卿鄙弃功名、遗落物务、追求自在、蔑视权威、傲视世

俗、离经叛道，都体现了他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他的举手投足都是任性而为，恣情恣意。

小说中第三十三回写道：“这日杜少卿大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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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三四个妇女嘻嘻笑笑跟着，两边看的人目眩神

摇，不敢仰视。” 一个“竟”字仿佛是在说：光天化日，竟如此肆无忌惮，成何体统！他这惊

世骇俗的行为在当时确有明显挑战礼教的意味，他的特立独行是对那个年代行之已久的原则

规范的“亵渎”。在封建社会里，男女地位不平等，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女子必须三从四德，

女子是男子的附属品，像这种夫妻携手游玩是被视为异端，是不合礼俗的。但是杜少卿却完

全蔑视世俗的非议，任情任性。他愿意亲近下层百姓，也是因为他们纯朴自然，不像儒林中

所谓的君子一样忸怩作态，道貌岸然。 
    尊重女性，独树一帜。对妇女持比较开明的态度，是杜少卿在魏晋名士风范的基础上，

融入时代精神的表现，体现了一定的民主思想。在《儒林外史》中，王玉辉的三女儿守节殉

夫，正是为“节”做出的牺牲，这也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6]的礼教。然而，杜少卿在这样礼

教“吃人”的封建社会里，独树一帜，尊重女性，反对对妇女的歧视和摧残，是极为难得的。

他笃信夫妻情深，对妻子体贴入微，妻子初到南京，他就陪她四处游山玩水。他拒绝出仕，

固然是因为他不愿做官而拒绝进京，但是另一面也可以看出他为妻子设想周到，体贴入微。

此外从他后来对待沈琼枝的态度上与可以看出他是真的按照自己的这种想法来实践，是用尊

重的态度平等地对待被世人误视为“倚门之娼”或疑为“江湖之盗”的沈琼枝，赞赏她才华横溢，

钦佩她蔑视豪贵。 
本应是科举世家守望者的杜少卿，用他对功名利禄的否定和对底层百姓的肯定，来反衬现实

社会中为求功名富贵变得麻木不仁的儒林百态，而被视为科举世家的叛逆者。他崇尚魏晋风

度，践行着魏晋名士的风范，不受世俗观念的浸染，崇尚真性情。他尊重女性，颇具平等思

想，体现了一定的时代民主精神。 

2.3 杜少卿：儒家思想的守望者 

虽然杜少卿超凡脱俗、遗世独立、蔑视权威、狂狷不羁，从表面上看，好像是脱离了儒家思

想的束缚。但是从小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先辈对科举的热衷追求，父亲对经史、特别

是对《诗经》的备加推崇，都对杜少卿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的骨子里还是有传统儒家

思想的基因。他始终没有、也不可能打破儒家思想的藩篱。 
    遵从孝道——浓烈的宗族情感。杜少卿出生封建地主家庭，有着显赫的家世背景，宗族

意识浓烈，特别强调孝悌，遵从孝道。“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
戏班出身的鲍廷玺来见他，他因家里有客，本不打算见，但一听说是“先太老爷抬举过的”，
就马上接见，并且亲自扶住向他行叩头礼的鲍廷玺。他虽然傲视权贵，不愿和他们交往，但

是李大人举荐他时，他因其是先祖的门生，不能弗其厚意，置之不理，所以一反常态，即刻

动身去答谢。可见杜少卿还是立足于儒家的“孝”。 
    祭祀泰伯——殷切的救世之心。泰伯被儒家奉为古今第一贤人，泰伯的“让德”更是被儒

家奉为君子风范的标准。真儒们修建泰伯祠，很明显是想通过弘扬泰伯的“让德”，来洗涤当

时争名争利、污浊不堪的社会风气，改善政教，挽救颓世，其目的还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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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少卿也积极参与到盛大的泰伯祠祭祀中，表明他还是没有超出儒家思想的范畴，还是怀揣

着忧国忧民之心，想要力挽颓世。 
杜少卿虽然表面上遗世独立，洒脱风流，但内心悲愤苦闷，他的理想追求并不为世俗庸众所

理解，还被骂为“专好扯谎骗钱”、“最没有品行”的人。在污浊的现实中，他只能陷入苦闷和

孤独之中，表现出深深的无可奈何。 

3. 吴敬梓思想倾向解读 

小说中杜少卿的性格之所以如此丰富复杂，是因为现实中吴敬梓的思想结构是复杂的，

所以在塑造 杜少卿形象时，必然打上吴敬梓自己的思想烙印。同样的，从杜少卿的形象塑造

中，必然可以看出吴敬梓的思想倾向，从而探析当时社会的思潮。从杜少卿的身上，不难看

出，吴敬梓的思想至少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正统的儒家思想、魏晋六朝风尚以及明清之际

的先进思潮。 

3.1 正统儒家思想的支配 

杜少卿所处的朝代，是一个政治黑暗的时代，吴敬梓所处的“康乾盛世”，也蕴藏着巨大

的社会危机。也就是说，小说中的背景和现实中的社会都是“无道”。然而在小说中和现实中

都有一大批所谓的儒士，为功名富贵蝇营狗苟，完全不顾礼义廉耻。不管是杜少卿还是吴敬

梓，都对这些假儒陋士厌恶至极，对这样得来的功名富贵嗤之以鼻，这种态度和行为才是真

正的儒士风范。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强调文行出处，否定功名富贵，把孝悌和功名富贵

对立起来，正是孔孟“出处”思想在那个时代的具体表现，同时也隐含着作者的政治态度——
对盛世的否定，他看到了盛世背后潜藏的危机。 

《儒林外史》之所以把泰伯祠祭祀作为一大盛事，并且作为小说发展的高潮，也是与吴

敬梓思想中的儒家基因密切相关。在儒家的思想体系里，“礼”与“德”不可分割，朱熹总是“德
礼”联用，强调“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7]。“礼治”是就社会制度而言，“德治”
是就伦理关系而言。儒家是把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1。按照礼的精神，对己要主敬，对人

要主让[1]。《左传》说：“礼，让之主也。”桓宽《盐铁论• 授时》：“礼义立，则耕者让于野；

礼义坏，则君子争于朝。”礼义坏，集中表现在“争”，要治“争”，就要提倡与它相对的“让”。
泰伯三让天下，孔子赞赏他的“让德”，把他作为贤人君子的最高典范。明代陈音在《重修至

德庙记》里阐发：“惟天生民有欲，欲则易争，争在利与名。利莫大于忧天下，名莫高于让天

下，泰伯以天下让而泯其让之名，此其所以为至德而孔子称之。”[8] 不管是小说中的明朝还是

现实中的清朝，都有一大群打着儒家的旗帜争名争利、枉顾礼义廉耻的假儒假士，不管是小

说中的杜少卿还是现实中的吴敬梓，都企图通过支持泰伯祠祭祀，提倡泰伯让德，来洗涤污

浊的世风，挽救颓世。 
因此，可以说，吴敬梓反对的不是功名富贵本身。他痛恨的是现实社会中为求功名富贵，

人可以成痴成狂、可以堕落成鬼的现象。而正是这种争名争利的社会怪相，让吴敬梓转而从

孔孟的礼治和德治中寻求救世良方。 

3.2 魏晋六朝风尚的熏染 

从杜少卿的性格分析中，可以看出吴敬梓深受魏晋六朝风尚的熏染，有浓厚的六朝情结。

吴敬梓在《移家赋》中这样描述南京：“金陵佳丽，黄旗紫气，虎踞龙盘，川流山峙，桂桨兰

舟，药栏花砌，歌吹沸天，绮罗扑地，实历代之帝都，多昔人之旅寄。爰买数椽而居，遂有

终焉之志。”[1] 他之所以移家南京，是和追慕六朝文采风流分不开的。他这样描述在南京的

心情：“常扪虱而自如，乃送鸿而高视；吊六代之英才，忽怆焉而陨涕！”[1] 可见，作为六朝

                                                              
1 Ames R T.  Recovering a confucian conception of human nature: a challenge to the ideology of individualism[J]. Acta Koreana, 
2017, 20(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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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都的南京对吴敬梓有巨大的吸引力，这里人杰地灵，是明清两代知识分子的摇篮，同时也

唤起吴敬梓对魏晋风度的无限遐想。《儒林外史》中说南京“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不管

是小说里的杜少卿还是现实中的吴敬梓，都与南京有不解之缘。吴敬梓也不惜笔墨，描绘南

京这座“不夜城”的繁荣景象和风土人情。 
魏晋名士虽然表现出纵心肆志，恣情任性的特征，然而这种洒脱风流背后却充满着愤世

嫉俗的情怀。名士们虽然用自然来对抗名教，但是未能完全冲破名教的束缚。他们之所以狂

傲不羁，是因为对现实强烈不满，他们之所以愤世嫉俗，是因为救世不成。这使得魏晋风度

具有深刻的一面，也是后代知识分子崇尚魏晋风度的重要原因。不管是杜少卿还是吴敬梓，

都是表面上超脱风流，不问俗务，但是心怀天下，希望能挽救颓废的世风，而这个愿望又不

能实现，所以常常表现出苦闷和孤独的情绪，进而到自然山水中寻求解脱。因此，和那些沽

名钓誉、虚伪无聊的假名士不一样，杜少卿和吴敬梓的思想因这一层救世不成的愤激和苦闷

而显得更加深邃和富有内涵。 

3.3 明清之际先进思潮的影响 

对程朱理学和八股取士的批判。在《儒林外史》中，杜少卿极力批判八股取士，公开否

定朱熹解经的独尊地位，著书立说，抗击理学。他蔑视科举，断绝了入仕的道路；他鄙视蝇

营狗苟之徒，嘲笑钻营功名的臧蓼斋：“你这匪类，下流无耻极矣！”很明显，吴敬梓是借助

杜少卿之口表达自己对程朱理学和八股举业的否定。而且吴敬梓是把科举制度和程朱理学结

合起来批判的。小说中通过马纯上对各个朝代不同“举业”的“研究”，点出了当时的科举制度

和程朱理学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互为表里的。儒生们越是热衷八股，就表明受程朱理学

毒害越深，吴敬梓的批判就越深刻。 
明清统治者以八股和理学互为表里，作为加强文化专制和思想统治的工具，颜李学派旗

帜鲜明地批判他们[2]，态度坚决。吴敬梓深受颜李思想影响，在《儒林外史》中极力抨击理

学和八股，认为它们是败坏社会风气的根源。除了通过对儒林丑态的正面刻画，如沉迷八股

成狂的范进、道貌岸然的杜慎卿、丧尽天良的严贡生等之外，还通过描写杜少卿鄙弃功名，

唾弃八股，从侧面否定科举。此外，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还深刻揭露八股罪恶无处不在，

揭示科举不仅戕害知识分子，而且遍布下层百姓的生活，甚至蔓延到闺房。可见八股邪风毒

害之深广，这是一代文人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对金钱势力和市侩主义的否定。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对盐商，以及巴结盐商的人极

其鄙视和痛恨。五河县方家“典当行盐”，世家余、虞两家便有不知廉耻的人，不顾祖宗脸面，

与方家结亲。“方家老太太入祠”，余、虞两家的举人、进士、贡生、监生、秀才等一百多人，

都恭敬地紧随其后。没落的世家子弟纷纷跑去巴结盐商，正是宗族意识和观念日益淡薄、宗

族走向没落的象征。吴敬梓认为宗族的衰落是社会腐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而金钱势力和市侩

主义的猖獗是宗族衰落的重要原因。吴敬梓从门阀世族的优越感和自尊自豪出发，对那些全

身充斥铜臭味的盐商，以及忘记自己高贵的门第而向盐商献媚的世家堕落子弟予以尖刻的嘲

讽。作为现实主义大师的吴敬梓敏感地意识到金钱势力对宗法家庭的腐蚀和瓦解，所以他在

《儒林外史》中企图通过孝悌来维护宗法制，挽救颓废的世风。 

4. 结论 

《儒林外史》刻画了封建末世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探讨一代文人的命运出路，是对封

建社会文人心态的一个总结，是一部浓缩的士史。生活在封建社会回光返照时期的吴敬梓，

深深地感受到了无路可走的悲哀，表现出了现实主义艺术大师对时代本质和趋势的可贵的敏

感认识。吴敬梓把八股科举、程朱理学和全社会积重难返、无可救药的腐败现象联系在一起

                                                              
2 Elman B A. Late Traditional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Motion, 1400–1900[M]// Motion and Knowledge in the Changing Early 
Modern World. Springer Netherlands, 2014:169-188. 

146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ASSEHR), volume 237



 

进行批判，通过塑造一组组人物形象及其之间的对比，讽刺了在科举和时文的荼毒下造成人

格扭曲和道德败坏的市侩无赖、陋儒假士，褒扬了一批在颓败的衰世中依然能保持社会良心

和独立人格的贤人名士、市井奇人，并在他们身上寄托了美好的愿望。他想用原始儒学来修

正、完善士子的人格，觉得讲求礼乐仁政和君子式的“文行出处”才是挽救世风的途径，但又

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不现实的。《儒林外史》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批判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

制度，它探讨的不是一个人的命运，而是一个群体的出路问题，它编织了一个“礼乐兵农”的
理想花环，但又亲手打碎它。吴敬梓思想的矛盾也正是其深刻之处。然而，吴敬梓并没有认

识到社会腐败的根源，没有真正突破儒家思想的束缚，这不是吴敬梓的错，而是时代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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