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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唐代 妇女的家庭 地位较之其 他朝代要 高 ,这可 以从唐代 妇女的经济 来源、家庭财务

管理、婆媳关 系、婚 姻观念与夫 妇关系等诸 方面的考 察中得出结 论 ,其 原因有唐法 律的宽松、妇女
参政的风气、少数民族风俗的影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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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中国古代妇女最主要的生 活领域和活动

这一类收入有可能比封物收入还 要多。 以上史实说

场所。当原始的母权制完成 了它的历史使命 ,寿终正

明 ,皇后、妃子、公主们的经济收入相当优裕 ,其经济

寝后 ,“男尊女卑”观念主宰了中国妇女的命运 ,这种

地位很高。

状况延续了几千年。在这几 千年里 ,唐代妇女是比较

贵族阶级 ,一 因是“贵” ,二因是 “富 ” ,三因 是有

幸运 的 ,这 是因为 ,与其 他朝代 ,尤其 是明清 封建末

“势力” ,皆 占有广 大面积 的庄园 ,此种 庄园 ,或是皇

世的 妇女相比 ,她们所 受到的 封建礼 教束缚 和压迫

帝赐 予 ,或 是自己 购买 ,或是夺 取他人 ,所 谓“公 半、

要少 一 些 , 特 别 是 在 家 庭 中 , “妇 强 夫 弱 , 内 刚 外

私半、贼得半”殆其近之。 贵族妇女 因此而生活得富

柔”① 的现象十分常见。而最能体现妇女家庭地位的

贵荣华 ,挥金如土。

不外 乎有家庭 经济来 源、财 务管理、婆媳 关系、婚姻

与前 两个阶 层的妇 女相比 ,平民 劳动妇 女是唐

观念、夫妇 关系几 个方面。 本 文拟从 这几个 方面入

代妇女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也是直接参加生 产劳动 ,

手 ,对唐代妇女在家庭中所处的地位作一探讨。

创造物质财富的主要力量。 唐代农 民除了向官府交
纳租 粟外 ,还要 交纳调、绢、绫、布 及绵等 ,这 个任务

一
从经济来源看

便落 到了妇女们 的肩上 ,除了 少数豪 绅地主 家的女

皇后、后妃是皇帝的妻妾 ,是唐

子 外 ,广大 农家 妇女 一生 都为 蚕桑、纺 织事 务 而奔

代妇女中最幸运者 ,她们中大部分出身显贵 ,这部分

忙 ,“夫是田中 朗 ,妾是田 中女 ,当年嫁 得君 ,为君秉

女子 因为是受皇 室特别 礼聘入 宫的 ,所以大 多数进

机杼 ,筋力日已疲 ,不息窗下机 ,如何织执素 ,自著蓝

宫 后便 被册 封为 有名 位的 妃嫔 ,她 们最 高 贵、最尊

缕 衣”。② 这 首诗描 写了普 通农家 妇女担 负着织 布、

荣。其经济来源一则有内库 供给一切 ;二则有皇帝赏

刺诱、缝纫 等事务 ,除此 之外 ,她们还 担负着 采拾野

赐。 帝子天姬、金枝玉叶的公主 ,也是 唐代妇女中的

菜、打柴、舂米、采菱、浣 纱、摇 船、放 牛等 沉重劳 动。

高贵者、权势者 ,其经济来源是所 谓的“食实 封”。 所

交租后 ,无以为生的贫妇又得靠捡麦穗充 饥。 “复有

谓 “食实 封”也 就是由国 家封给 贵族们一 些农户 ,由

贫妇人 ,抱子在其旁 ,右手秉遗穗 ,左手悬弊筐。… …

封家收取封户的租调钱粮布帛等 ,用来供给其 生活。

家田输税尽 ,拾此充饥肠。”③ 如果遇上战乱 灾荒 ,妇

到唐后期 ,实封渐成虚名时 ,又由国家 直接拨给他们

女们 的负担就 更加沉 重 ,唐 诗中的 “明 朝驿使发 ,一

封物。 因此公主们依靠着封物收入或 国家供给的钱

夜 絮征袍 ,素手 抽针冷 ,那堪 把剪 刀。” ④ “妇人 困重

帛生活。另外 ,还有皇帝赏赐 ,公主本身的巧取豪夺 ,

役 ,男子 从军行。”“一 年将尽夜 ,万 里未归 人。”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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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 在以一家一 户为单 位的自 给自足小 农经济 中 ,

不 太严格 ,女子在开 放的婚姻 观念“不相 禁忌”的情

妇女在家庭生产、生活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为家

势下 ,常常享有同男子对等的婚外偷情自由。

庭生活提供着重要的经济依托。
在家庭财务管理上

唐代妇女少 有“一女不 事二 夫”的观 念 ,贞 节观

唐代家庭仓 库箱柜的管钥

念淡薄 ,离婚改嫁较为自由 ,唐政府 对寡妇再嫁一直

一 般由主妇担 当 ,如 《旧 唐书· 李光进传 》载: “光颜

采取不干涉的态度。唐史记载的公主共有 212人 ,⑨

先娶妻 ,其母委以家事 ,母卒 ,光进娶妻 ,光颜使其妻

除幼年早夭 ,出家入道 ,事 迹不详者外 ,出嫁 123人 ,

管钥家籍财物归于其女以。”相反《新唐书· 徐 岱传》

0 例 如 ,安乐
其中再嫁 者达 23人 ,其中三嫁者 4人 ,1

称: “ (岱 )吝啬 ,自持家管钥 ,世所 讥云。”可见当时社

公主 曾下嫁给武 崇训 ,崇训死 后又嫁 崇训胞 弟武延

会风气 ,日本学者井田升认为 ,管钥权 象征着主妇地

秀。 不仅公主再嫁比较随便 ,其他再嫁者也 很多 ,诸

位。⑤

如大诗人韩愈的女儿曾先嫁李氏 ,后嫁樊氏。秀才杨

在家 庭婆媳 关系上

唐代 像历代一 样 ,也存在

志坚嗜学而家贫 ,妻子王氏到官府请求离婚 改嫁 ,竟

着婆母虐待儿媳的常有现象 ,但是 ,我 们也还可以看

得到官府批准 ,唐太宗时刘寂妻夏侯氏因父 亲失明 ,

到另外一类记载 ,《剧谈录》讲了这样一段逸事 : 咸通

自请离婚奉养老父 ,竟也得到官府批准 ,这在中国封

中 ,军将张秀弘宿于逆旅 ,遇一老 媪愁叹不已 ,问之 ,

建时 代实属罕见 ,以上 史实说 明唐代 妇女的 自主意

是儿 媳壮勇无 敌 ,悖 恶不可 制 ,儿媳便改 嫁他人 了 ,

识很强 ,自己主宰着婚姻。

这类 记载说明儿 媳在家 庭中与 婆母抗礼 ,不 服管制

在 夫妇关系 上

唐代 许多家 庭存在 所谓“阴阳

的现象也同样存在。敦煌变文《齿牙齿可书》中描绘一种

倒错”的现象 ,妻子主家 ,丈夫唯唯 ,丈夫从妻成为常

妇人 ,她们 “欺 儿踏婿 ,骂詈 高声 ,翁婆共 语 ,殊总不

见 的现 象 ,尤其 是唐 初 ,上起 皇帝 下至 贵族 士 大夫

听 ,入厨恶发 ,翻粥扑羹 ,轰盆打 曾亢 ,雹釜打铛 ,嗔似

“惧内”成风 ,而且 君臣上 下公开张 扬 ,并不以为 耻。

水牛 料斗 ,笑似辘 轳作声。”“惯 向村中自 由在 ,礼仪

唐代 关于妒妇和 惧内的 记载俯 拾皆是 ,唐高 宗之怕

不学 ,女艺不爱。”一首唐代民歌写道: “家中渐 渐贫 ,

武则天是有了名的 ,身为万乘之尊的唐中宗 ,更以惧

良 由慵懒 妇 ,饮 酒无 夫敌 ,不解 缝衫 礻夸 。 拾掇 好衣

内著称 ,在宴会上 ,伶人当着他的 面唱道: “回波尔如

裳 ,得便走出去 ,不要男子伴 ,心里恒攀慕 ,东家能捏

栲 栳 ,怕 妇 也 是大 好 , 外边 只 有 裴 炎 ,内 里无 过 李

舌 ,西家好合口。 … … ”这些史料虽然 是在讥讽无行

老。”1 当场 竟得到韦后的赏赐。唐肃宗之怕张皇后 ,

的妇人们 ,讥讽下层平民家中礼教家法不兴 ,但也反

2 之讥。士大夫中 ,太宗
使诗人有“张后不乐上为忙”1

映出 唐代妇女受 封建礼 教的束 缚比较松 弛 ,相对来

时的任环 ,中宗时的裴炎都以畏妻而出名。裴炎还有

说 ,家庭地位比较高。

自己 的理论: “妻 有可畏 者三: 少妙之 时视之 如生菩

在婚 姻观念 方面

封建时 代 ,女 子的头 等大事

萨 ,安有人不畏生菩萨耶? 及男女满前 ,视之如九子

莫过于婚姻之事 ,女子在家庭中地位相对提高 ,也必

魔母 ,安有人不畏九子母耶? 及至五十六十 ,薄施脂

然反映在婚姻观念上。 唐代的妇女敢 于主动追求爱

3唐
粉成黑 ,视之如鸠盘荼 ,安有人不畏 鸠盘荼耶?” 1

情 ,未婚的 少女私结 情好 ,已婚 女子另觅 情侣之 事 ,

高宗曾问朝臣杨弘武何以授给某 人官职 ,竟 回答说:

屡见 不鲜 ,不仅女皇 有男宠 ,后 妃、公 主甚至 贵妇人

臣妻韦氏刚悍 ,昨以此嘱 ,若不从 ,恐有后患。宰相王

也常有情人。在唐代的家庭 中 ,夫妻之间的约束往往

铎带 着姬妾挥 师抗击 黄巢 ,“忽 闻夫人 离京在道 ,惶

并不很严。 史载 ,中宗在房州时 ,曾 对韦后说: “一朝

惶然问幕僚 ,黄巢南来 ,夫人北至 ,何以安处? 幕僚戏

见天日 ,誓不相禁忌。”⑥ 这个“不相 禁忌” ,似乎成了

4 更有因惧内而被贬 官者。 《隋
之曰: 不如降黄巢。”1

唐代夫妻双方都可以自找情人、婚外私通的同 义语。

唐嘉 话》卷 四记载 ,贞观 中 ,桂 阳令阮 嵩在客 厅会客

这类 偷情私通之 事以宫 廷后妃 中最为多 见 ,高祖的

欢宴 ,召女奴唱歌 ,其妻拔刀至席 ,诸客惊散 ,阮嵩伏

宠妃 张贵妃、尹淑 妃居然 与皇子 建成、元 吉私通。⑦

于床下。 刺使崔邈作考词云: “妇 强夫弱 ,内 刚外柔 ,

中宗 皇后韦后和 被中宗 册为婕 妤 ,不 久又拜 为昭容

一 妻不 能禁 止 ,百姓 如何 整 肃… … 考下 ,省 等 解见

的上官婉儿同时与武三思私通。 社会 上一般妇女私

任。”阮嵩因惧内而丢官。

奔私通也不乏其例 ,如许敬宗以侍婢为继室 ,而其子

在下层官吏和平民百姓家中 这种现象也同样存

昂与之私通不绝。⑧ 这些 材料说明 ,在 唐代家庭婚姻

在 ,舒州军卒李廷壁三日未归家 ,其妻恨云: “来必刃

中 ,一夫一妻制不仅对丈夫 ,而且对妻 子的限制也并

5。 白
之! ”李竟吓得 愁泣不已 ,徙居佛寺 ,不敢回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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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易 曾受理过妻 子打伤 丈夫的 案子 ,县令曾 判徒刑

志愿加入义军平叛的卫州侯四娘 等刚烈女子。 她们

三年 ,妻子 认为是邻 人所告 ,所 以不服上 诉 ,白居易

的作为一方面反映了唐代妇女对 国家兴亡的关心和

6 对此 ,唐 人于
虽然 谴责了 她的行 为 ,但 不再判 罪。1

勇武风格。 另一方面提高了妇女在 社会和家庭的地

义方在《黑心符》中曾痛心疾首地喟 叹: “有家则妻擅

位。

其家 ,有国则妻据其国 ,有天下则 妻指麾其天下。 令

第三、武则天执政及推行的一系列政策 ,强烈触

一县 则小君映 帘 ,守 一州则 夫人并 坐 ,论 道经邦 ,奋

动了 男尊女卑的 传统观 念 ,提 高了妇 女的社 会地位

庸熙载 ,则于飞对内殿 ,连理入都 堂 ,粉黛判赏 罚 ,裙

及家庭地位 ,武则天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惟一 的女皇 ,

襦执 生杀矣。”“一妻 不能御 ,一 家从可知 ,以 之卿诸

她前后执政长达五十年。 她在执政 期间颁布了许多

侯 ,一国从可知 ;以之相天子 ,天子从可知。盖夫夫妇

政策 ,采取了许多措施。 公元 674年八月 ,以皇后的

妇而 天下正 ,正家而 天下定 矣。”表达 了对家 庭中夫

身份向高宗提出了革新朝政十二 条意见 ,史称 “建言

妇不 正位而导致 天下不 正的忧 虑愤慨 ,这种 忧愤从

十 二事” ,其中 第九条规 定“父在为 母服齐 衰三年”。

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从社会到家庭都 在一定程度上

以后又规定命妇有朝见皇后的礼 仪。此后 ,大约各代

存在着男不尊女不卑的状况。妇女并没有沦为三纲、

在节日典礼时都有命妇朝见皇后 、太后之礼。这些措

三从的奴隶。

施 及规 定在 一定 程度 上提 高了 妇女 在家 庭中 的地

二

位。
第四、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 国家 ,在

纵观 中国封 建社会 ,为什 么唐代 妇女的 家庭地

统治阶级及全国各民族中广泛存 在着“天下一 家”的

位较之其他朝代妇女的地位要高? 其主要原因如下:

思想 ,因此 ,盛世无忌 ,社会开放 ,唐 朝各民族的文化

第一、唐代 的法律 及政策 为妇女 的婚姻 生活提

风俗兼收并蓄。 唐朝周边少数民族 的婚姻关系都比

供了一个较宽松的环境。 唐代封建国 家为了增加赋

较原始 ,女性地位比较高 ,安禄山 曾自称: “胡人先母

税奖励早婚。 《唐会要》记载了初唐到 盛唐两个有关

而后父。”这些异族习俗随着李唐王 朝的建立和其政

婚姻 的法令 ,一个 是太宗贞观 元年 ( 627年 )诏 书 ,规

策的开放 ,不断涌进中原地区 ,强烈 地冲击了原有的

定: “男年二 十 ,女 年十五 以… … 并 须申以 婚媾。”另

封建礼教桎梏 ,给唐朝社会带来影响 ,使得唐代妇女

一个是唐 玄宗 开元 二十 二年 ( 734 年 )的敕 令 ,规定

所受的压抑及束缚较轻。 唐代的妇 女有单独公开的

7 由此可见
“男年十五 ,女年 十三以上… … 听婚嫁。”1

社交活动 ,上层达官显贵之妇有社交风气 ,她们宴请

唐朝规定的婚龄在古代史上算是 早的。 唐前期人口

宾客 ,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在各种场合抛头露面 ,“长

匮乏 ,政府为了增殖人口 ,提倡寡 妇再嫁。 《唐 律》中

安女 士 ,游 春野步 ,遇名 花则设 席藉草 ,以红 裙递相

曾明 文规定: “若夫妻 不相安 谐而和 离者 ,不坐。”保

9 “三月三 日天气 新 ,长安水 边多
插 挂 ,以为宴 幄”。1

证了双方协议离婚的权利。唐代离婚书中 ,甚至有对

0 是 对妇女外出活动的真 实写照。 下层民间
丽人。”2

妻子再嫁的祝贺词: “愿妻娘子相 离之后 ,重梳 蝉鬓 ,

妇女 也有结社活 动 ,这 种结社 的作用 在于妇 女之间

美裙娥媚 ,巧逞窈窕之姿 ,选聘高官 之士… … 一别两

1 下层
“危则相扶 ,难则相救”。一人有事 ,大家帮忙。2

8 因而 唐代社 会对女 子失身 、再 嫁不
宽各 生欢喜。”1

女子的公开结社比上层夫人的社 交更具有完全不从

以为 意 ,这在 一定程度 上影响 了妇女 的家庭 观念及

属于 男子的独立 性 ,表 明下层 妇女在 家庭中 有着更

家庭地位。

独立的地位和社交活动。在唐代 ,没有形成女子无才

第 二、唐 代宫廷 妇女参 政之事 屡屡出 现 ,如 “唐

便是 德的观念 ,唐 人主张 女子读书 识字 ,因此 ,上自

太宗 的长孙皇 后 ,武 则天 ,唐中 宗的皇后 韦氏 ,安乐

宫庭 妃嫔、贵妇千 金 ,下 致小家 璧玉 ,知书识 字者很

公主 ,宫廷女官上官婉儿等等 ,她们利 用身份之便参

多。

预朝政。除此之外 ,其他阶层也有许多妇女以各自的

诸多 的史实 说明了 唐代是 个开放 的社会 ,开放

方式 参预国家 兴亡大 事。 她们 或揭竿而 起 ,攻城略

的社 会风气影响 了女性 的社会 地位 ,形成了 妇女较

地 ; 或出谋划策 ,助成大事。 如大将军 李谨行之妻刘

高的家庭地位。

氏 ,县令古 玄应之妻 刘氏 ,在安 史之乱中 刺血为 誓 ,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9年第 3期

88
〔注释〕
①

《朝野佥载》卷 4。

11
3

②

孟郊《织妇词》。

2
1

杜甫《忆昔》。

《本事诗》。

③

白居易《观刈麦》。

4
1

《北梦琐言》卷 3。

④

李白《子夜歌》。

5
1

《太平广记》卷 272。

⑤

《华 东师大学报》 1987年第 5期。 魏承恩《试论封建家

6
1

《全唐文》卷 673。

庭及财产制度》。

7
1

转引自《中国隋唐五代习俗史》 P128。

⑥

《旧唐书· 中宗韦庶人传》。

8
1

《敦煌资料》第一辑。

⑦

《旧唐书· 隐太子建成传》。

9
1

《开元天宝遗事》下。

⑧

《旧唐书· 许敬宗传》。

0
2

杜甫《丽人行》。

⑨

《旧唐书· 诸帝公主》。

1
2

《敦 煌 遗 书》 S527、 P3479 (转 引 自 《中 华 历 史 通 鉴》

0
1

《新唐书· 公主传》。

P1703)。

〔责任编辑

安拴虎〕

The women status in the home life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LIAN G Rui-mi n
( Shi ji azh uang V ocational Inst it uti on, Shi ji azh uang Tel evisi on U niv ersi t y , Shi jiazhuang , Hebei Provi nce , 050000, Ch ina )

〔 Abstract〕 The wo men held a higher stat us i n the hom e lif e during t he T ang Dy nasty ,
w hi ch can be view ed f ro m th eir eco nomic so urce , handli ng the mo neta ry , the relatio nship
betw een the wif e a nd her m other -in -la w , the mar riag e and the rela tions betw een the wif e and
the husband. All of tho se w ere associa ted to the modera te law a t that tim e, the popula r
partici pa ti ng po li tical af fairs by w omen a nd i nf luence by the so cial mode i n the mi no ri ty
natio nalit y .
〔 Key words〕 the Wom en duri ng the Ta ng Dy nasty; the sta tus i n the home lif e; the
rela ti ons bet w een husband and w if 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