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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暢遊

中国四大美人之貂蝉的忠与孝

或为辽东帽 清操厉冰雪
文 / 幸紫 整理

从 日 常 生 活 的 小 细 节， 即 可 看 出 人 的
个性，文天祥“正气歌”里被誉为“清操厉冰
雪”──节操比冰雪还要白的管宁，在流传的
几则与他相关的故事中，充分表露无遗，也
是“见微知著”的最佳明证。

不受馈赠
管宁（西元 158-241 年），字幼安，东汉

北海朱虚人，春秋时代齐国名相管仲后人。史
上记载，管宁身高八尺，美须眉。十六岁时丧
父，亲戚们可怜他孤身一人家境贫寒，于是
合力送丧葬物品给他，帮助他下殓，但管宁推
辞不接受，坚持要用自己的力量处理父亲的丧
事。管宁的妻子早死，有人劝他再娶，但管宁
却说 ：“每省曾子、王骏之言，意常嘉之，岂
自遭之而违本心哉？”认为自己对往圣先贤所
讲过的话，衷心佩服、时常嘉许，咋能在本身
遭遇到同样情况时，却持相反的做法呢？管宁
的亲戚邻居们，因为穷困而家中缺米，管宁则
必定会分自己的米去救济他们。

割席断交
管 宁 年 少 时 与 华 歆、 邴 原 一 起 四 处 游

学，并且与当时名士陈纪相敬交好。当时人
称华歆、管宁和邴原为“一龙”，华歆为龙
头，邴原为龙腹，管宁为龙尾。管宁与华歆
共同在园中锄菜，见地上有块金子，管宁照
样挥锄视金与瓦石一样，华歆却拿起来瞅了
瞅才掷到一旁去。又两人曾同席读书，外头
有坐着轩车、穿着华丽冕服的人经过，管宁
不作理会，继续苦读，但华歆却放下书本出
去观看，管宁便把席子割开两边，分开来
坐，说 ：“子非吾友也！”。此即为“割席断
交”的典故。

管宁生性淡泊名利，所以看见金子，不
会捡起来，有豪华的马车经过，仍然继续专

心读书，也不会动心。相较之下，华歆则较
喜欢荣华富贵，看见金子，会捡起来，虽然
最后将它扔了，但还是心动了 ；看见豪华的
马车经过，会放下书本，好奇的跑去观看，
心生羡慕。所以，日后两人的发展也大不相
同，管宁喜好做学问，虽然有当官的机会，
但他都回绝，所以终其一生，都过着隐居的
生活。而华歆，则在仕途上有所成就，最后
当了太尉。

处乱世 持节操
东汉末年经历黄巾之祸和州牧割据，天

下大乱，管宁打算向北而非向南避乱，以示
不离北方故土之意 ；于是与邴原及王烈等人
一起到辽东。他们抵达时受到辽东太守公孙
度的欢迎，专门腾出驿馆来请他们居住，但
管宁见过公孙度后却在山谷结草庐居住。

一般庶民随他去的也不少，于是他所住

的地方就成了市镇。三十多年里，他在当地
只谈经典、祭礼、整治威信、阐明揖让等教
化工作，让人明礼义知廉耻。他光讲授诗
书、安贫乐道而从不过问世事，人们都很乐
于接受他的教导。管宁一生，戴皂帽、穿布
衣，这种处乱世而不同流合污的高士节操，
颇受人们爱戴。即使公孙康意图任命他为官
助自己脱离东汉独立，都因为对管宁的敬重
而不敢提出。管宁的教化，不久就风行了整
个辽东，老百姓也都受到了管宁崇高道德的
影响而移风易俗。管宁每次和公孙度见面，
只是谈有关道德方面的事，绝口不谈其它。
后来曹操迎汉献帝后自任司空，曾辟命管
宁，但遭辽东太守公孙康拦下不作通知。

后来中原渐次抵定，到辽东避乱的人们
纷纷回乡，惟独管宁仍没打算离开。

黄初四年（223 年 ），经司徒华歆推荐，
魏文帝曹丕下诏召还他，管宁见当时的辽东

太守公孙恭懦弱，而其侄子公孙渊有隽才，
预料将来公孙渊会夺权，于是才与家属返回
故乡。公孙恭当时亲自送他，又赠送了许多
礼物 ；但到岸后，却连同以前公孙度、公孙
康和公孙恭的赠物，全部送还。

曹丕又下诏以管宁为太中大夫，管宁固
辞不受。太和元年（227 年 ），魏明帝（ 曹叡）
即位，太尉华歆以患病为由请求退位，并让
位给管宁。明帝不接纳，但接受推荐，下诏
要任命管宁为光禄勋，更下令青州刺史派属
官亲自到管宁家迎接，并准备车辆、待从、
厨子等接他上任。但管宁却上书委婉陈情，
说自己德、功、才都不行，不能担负“栋梁之
任”，又加年老体弱，恳求还乡。后来直至青
龙年间，明帝仍多次征召，管宁都没有应命。

据说管宁从辽东回来时曾遇到暴风，这
时候海上的风浪突然大作，船快翻了！管宁
此时正襟危坐，向天说道 ：“我管宁一生当
中，曾经有过一次早晨没戴帽，三次太晚起
床，一次上茅房也忘了覆帽，我一生所犯的
过失，必定就只是这些了！”与管宁同行的其
它船只都沉没了，只有他的坐船安然无恙。
当时正值夜晚，四周漆黑无光，船中人不知
将船泊在哪里暂时避风，此时忽然望见远处
有火光闪现，于是众人朝火光驶去，平安抵
达一个小岛，可遍寻岛上并无人烟，更没燃
火的痕迹。于是，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 ：天
佑好人，天护高士！

自 从 管 宁 回 到 故 土 后， 都 在 一 木 榻 上
坐，五十余年都没有箕踞而坐（ 箕踞这种坐
姿是被视为失礼 ），而坐时膝头位置的木榻都
已因多年受压磨损而穿洞。由此可见他对自
己道德要求十分高。

正始二年（241 年 ），太仆陶一、永宁卫
尉孟观、待中孙邕、中书侍郎王基等人向齐
王曹芳推荐管宁，齐王下诏，以“安车蒲轮，
束帛加玺”的礼节去请他。同年管宁病故，时
年八十四岁。著有《氏性论》。◎

时穷节乃见

文 / 仰岳

貂蝉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美
人之一，虽然在正史上几乎找不到关
于她的记载，但是在历史文学作品及
民间故事上有着许多关于她的故事，
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她是一位美丽、可
怜、工于心计的女子，然而却忽略了
她 对 国 尽 忠 以 及 对 父 亲 尽 孝 的 那 段 
历程…

尼姑庵里的女婴
东汉末年，在洛阳城外有一间不起

眼的尼姑庵。在一个风雪夜，一位小尼
姑在庵外发现了一个用貂皮背心包裹着
的女婴，她将女婴抱回庵中。庵主见女
婴长得十分可爱，就留在庵里抚养。因
女婴哭的声音就像蝉鸣那样清脆悦耳，
又是貂皮背心抱回的，所以庵主就把她
取名为“貂蝉”。

小貂蝉聪明伶俐，三岁时就会唱会
跳。有一天，司徒王允的夫人正巧到尼
姑庵的送子观音前膜拜求子，她见到了
伶俐可爱的小貂蝉，十分讨喜，就将她
抱起来逗着玩。她向庵主问道 ：“这是
谁家的孩子 ?”

庵主回道 ：“夫人，这小孩是个孤
儿，自幼受尼姑庵收养，终究也想为她
找个去处。若夫人喜欢，就不妨领去做
个贴身丫环使唤吧。”

王夫人听后，求之不得，连忙吩咐
管家拿出了银钱一百两酬谢庵主，接着
就将貂蝉带回府中。貂蝉进府后，王允
一见也很高兴，他见貂蝉气质非凡，就
亲自教她读经史典籍，让她了解为人处
世之道，还找来了乐师、舞蹈家教她歌
舞。貂蝉天资聪颖，一学就会。就这样
十多年后不论是歌舞弹唱，吟诗作对，
貂蝉都得心应手，她也时常随着夫人一
起到当初那间尼姑庵礼佛参拜，她感恩
当年庵主救命之恩，若得到了赏赐，或
有多余的财物都会趁着礼佛参拜时增添
香油钱。

成年时的貂蝉不单精通歌舞诗书，
容貌气质更是出众，有着“闭月羞花”的
美色。王允夫妇将她视为己出，貂蝉知
道自己是孤儿，承蒙王允夫妇收养又得
到了厚爱，所以心中常思考着要回报二
老的恩情。

董卓为祸
时值东汉末年，河东太守董卓率大

军进京夺权，他以重金、赤兔马收买
了猛将吕布为义子，又大量安插亲信
为官，他又自封太尉、相国把持朝政。
即使如此，董卓还不满足，更进一步废
杀少帝、谋害何太后，图谋篡位。他种
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引起了天下诸侯们的
不满，袁绍、曹操、孙坚等十八路诸侯
群雄纷纷起兵讨伐，召集了百万雄师，
但是诸侯间彼此猜忌，难以团结一心，
于是联军与董卓的大军战局胶着。这时

董卓仗势着身边有武艺高强的吕布做侍
卫，又到处作恶，纵容士兵奸淫妇女、
滥杀无辜，甚至在宫廷中公然杀害反对
他的大臣，就这样朝政日益败坏，文武
百官人人自危。

这时朝中元老司徒王允，痛恨董卓
的无耻行径，深怕汉朝毁在此贼手中，
但苦于没有与他对抗的实力，因而整日
忧愁，有天他在花园里散步遇上了义女
貂蝉，她见了父亲就说道 ：“自幼受您
老厚爱，常思图报，近来见您闷闷不
乐，不知有何心事？如要用我办事，我
一定效力，虽万死不辞。”

王允听后说道 ：“如今天下处于危
难，国贼董卓欲谋篡帝位，然而满朝文 
武束手无策，恐怕只有你能救汉室，除 
去奸贼。我有一计 ：董卓与吕布都是好色
之徒，要借你的美色让此二贼反目成仇。
我想先将你许配给吕布，然后再把你献 
给董卓，你就在他们父子中间挑拨让吕 
布将董卓杀死。若能如此，则汉室可兴。
只是委屈你了，不知你能否答应？”

貂蝉听了后大惊失色 ：只因女性最
重视贞洁，她一方面要牺牲贞洁侍奉两
位如狼似虎的恶徒，而此二人妻妾成
群，她要如何以美色让二者反目 ?! 若稍
有不慎势必将祸及全家人的性命 ......。
貂蝉起先犹豫了一下，但考虑天下苍生
的安危，她愿舍弃自己为国尽忠以及为
父母尽孝，最后接下了这个任务。貂蝉
缓缓站起，言辞坚决地说 ：“我愿为父
效力，万死不辞！”

貂蝉答应后，王允开始了计划，他
请吕布来家中作客，宴席上让貂蝉为吕
布服务斟酒，又为吕布跳舞，就这样，
吕布为她深深的着迷，席间王允提议将
貂蝉许配给吕布，吕布欣然答应，当场
拜谢。之后吕布又多次前来与貂蝉相
会，二人感情逐渐升温。王允见时机成
熟又邀请董卓来家中便宴，他让貂蝉伺
候董卓，董卓一见美人，垂涎三尺，当
晚就将貂蝉带回宫中。不久后吕布知道
了，前来找王允理论，但王允推说遭董
卓抢走女儿，于是吕布与董卓的关系开
始生变，貂蝉又不断挑拨，二人的妒恨
越演越烈。

一 日， 趁 着 董 卓 不 在， 吕 布 到 了
董卓家中探视貂蝉并邀她至凤仪亭相
会，貂蝉见到吕布就哭诉被董卓霸占之
苦，吕布妒火中烧。这时董卓回府发现
二人，他愤怒的上前抢下方天画戟直刺
吕布，吕布飞身逃走，此时二人关系已
势如水火。王允就藉此说服吕布刺杀董
卓。不久后王允假意告知董卓 ：汉献帝
决议让位给他，董卓于是入朝接受群臣
拜贺，期间王允出来宣读诏书讨伐国
贼，这时吕布出现当场杀了董卓，至此
国贼被除。

貂蝉的最后下落  
忠孝两全的女子

司徒王允的美人计虽然功成，然而

因他为人太过刚直疾恶，最后遭致董卓
的旧部属反叛，初平三年（ 西元 192 年 ）
李傕、郭汜等人率十余万大军攻陷长安
城，杀害了王允一家人，吕布率残兵出
逃，貂蝉下落不明，自此关于她最后的
结局众说纷纭，成了千古悬案，民间衍
生了数十种版本的故事、杂剧，笔者仅
摘录最被认同的两个说法 :

其一
貂蝉得知王允遇害后相当悲伤，原

本意图自尽追随义父而去，然而转念又
想道 ：“我受义父之托，舍身报国，现
义父为贼兵所杀，尸骨无人收葬，我必
先忍辱以尽这最后的孝道。”

接着她收拾家中的财物到了当初的
尼姑庵请求收留，庵主欣然同意，就
这样暂时住了下来。在动乱稍微平静
之后，在庵主的帮助下貂蝉找到了王允
已身首异处的尸身，她见状不禁放声大
哭，之后她亲手回忆义父的生前模样雕
制了一个木头，再买下上好的棺木将父
亲安葬，貂蝉在大愿已了后就在尼姑庵
内落发修行，八十余岁后无疾而终。

其二
在李傕、郭汜的叛军攻入城后，吕

布率残部出逃同时又抓走了貂蝉，貂蝉
迫于无奈只得跟在他身边，吕布投靠各
方势力，招兵买马成了一方诸侯，然
而吕布仅是武功高强非统兵的将才，
又不改势利及叛服无常的个性，最后于
下邳之战被曹操与刘备的联军击败后遭 
杀害。

吕布死后他在城中的官府由关羽驻
守，当天夜里关羽就听到妇人的哭泣
声，他循声过去发现原来是貂蝉在哭
泣，关羽见后本认为她是像导致商朝灭
亡的妲己一般的红颜祸水，想把她交予
士兵处刑。这时貂蝉哭诉道 ：素闻将军
贤名，不想今日竟想草菅小女之命，容
小女说明再杀不迟…...

她向关羽述说王允巧设连环计除
奸臣的这段往事，最后说道 : 她只是一
位小女子，自愿放弃贞洁救国，如今
二贼俱除，死不足惜，然而只愿能将义
父一家安葬，尽最后的一点孝心，关羽
听后心生感佩，他向貂蝉行礼致意，称
道她尽忠尽孝的义举，说罢便命手下取
来百两银锭赠与貂蝉，貂蝉谢过关羽后 
离去。

貂蝉回到长安后多方打探，得知平
陵县令赵戬在兵荒马乱时不顾生死弃官
安葬了王允，貂蝉前往拜谢了赵戬，又
为义父守孝三年。后来英雄曹操力克群
雄，迎汉献帝回到许县，情势逐渐转危
为安，汉献帝感念王允当年的忠贞，以
礼在许县风光改葬了王允，封其孙王黑
为安乐亭侯。貂蝉在大愿已了后又回到
了当初的尼姑庵，她将关羽赠与的财物
全数交给庵主以感谢当年的收养之恩，
之后她在庵内落发修行，百年后修成圆
满离世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