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义理与人情是东亚社会中共通的重要准则，但是义理与人情的含义与

关系在中国社会与日本社会中又有着微妙的差异。就日本社会而言，《菊与刀》

中论述的义理与人情的冲突最为人所知。不过这一看法早已被超越，日本学者

提出了义理与人情的纠葛和义理与义理间的冲突。本文通过对近松门左卫门

《情死天网岛》的具体分析，在此前学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义理与人情背

后更深一层的逻辑，即人心的相通与相融。这两者恰恰是对义理与人情的升华

与超越，也是近松门左卫门在《情死天网岛》中为日本义理与人情关系所揭示

的真正方向。最后，本文将这一研究与中国近世著名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故事进行简单对照 ,在对比中揭示中日社会“情理”逻辑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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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Yili (righteousness) and Renqing （human affection）are important norms

common to East Asian societies. However，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society，there

are subtle differences in the meaning and relationship of Yili and Renqing. Ruth

Benedict’s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is the best known account on the

conflict between Yili and Renqing in Japanese society. However，Benedict’s work has

long been surpassed by Japanese scholars，who have put forwarded theories of

entanglement between Yili and Renqing，and the conflict among different Yili. This

study offers a more in-depth look of the logics behind the two concepts by a careful

analysis of Chikamatsu Monzaemon’s drama“Love Suicides at Amijima”. The drama，

in three volumes，tells a tale of the interaction and fusion of two human heart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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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ually sublime and transcend Yili and Renqing，the true pat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ili and Renqing. This study also brings in 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famous

early modern Chinese drama“Du Shiniang’s Anger and Treasure Box”for comparison.

It reveals that Chinese society focuses more on the “rationality”aspect of“Qingli”，

while in Japan，the emotional aspect is more emphasized. These two different priorities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wo societies .
Keywords：Yili，Renqing，drama，Japanese society，Chikamatsu Monzaemon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情理”是一个重要概念。那么，“情理”的
含义到底是什么呢？《汉语大辞典》中对“情理”给出两个解释：（1）人情
与道理；（2）情绪、思虑。其中“人情与道理”的含义更为普遍，在宋代之
后的文学作品与日常生活中都常出现（罗竹风，2008）。学术界对于中国
情理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人情与道理方面。例如，林语堂（2016:76-77）
在《吾国与吾民》中提到“情理的精神”，冯友兰（2001:411-423）在《新世
训》中讨论了“调情理”的问题，费孝通（1998：72-73）在《乡土中国》中
也专门论述了“人情”。在法制史领域，日本学者滋贺秀三（1998:36）通
过考察中国明清时代地方官的审判逻辑，提出了著名的“情理”论述，认
为中国传统社会是“情理的大海”，而法律则是漂浮在大海上的“冰
山”。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社会学领域也有大量对于人情、面子的研
究，例如金耀基（2006：60-81）于 1981 年发表的《人际关系中的人情之
分析》指出，中国的人情是指人与人的相处之道；黄光国（黄光国、胡先
缙，2010：1-44）则指出，人情是一种规范社会交易的准则，也是个体在
社会环境中争取资源的一种社会机制，脸面则是个人在社会上因成就
而获得的社会地位或声望。在另一篇文章中，黄光国（黄光国、胡先缙，
2010：71-126） 还指出面子的重要特征是带有道德性。翟学伟（2016：
162-178）则指出，中国的“人情”是经“天理”规范过的，人情之中含有
理和义的成分，成为中国人的交往方式。恰恰因此，人情与权力的关系
异常紧密；而面子则偏向于赋予交往关系以价值判断。这些研究虽然强
调人情、面子与中国社会中的权力运作间的关系，但也指出了其所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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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和伦理意涵。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界基于对费孝通差序格局的再
探讨，出现了对“情理”之伦理性—面的重视。例如，吴柳财（2020）通过
对京剧《四郎探母》的研究，指出中国的情理观始终是在人伦本位的社
会结构中展开的。也就是说，情理的背后乃是中国的伦理规范，也可以
认为是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在中国社会中的具体呈现。

上述研究指出，中国社会中的情理具有“权力”与“伦理”这两个重
要的特征，但是这两个特征间的关系尚没有明确。同样作为东亚文明中
的国家之一，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又具有自身特色的日本，“情理”在其社
会与文明之中具有怎样的含义与特点呢？其中，人情与道理之间的关系
又如何呢？由于中国与日本文化之间微妙的异同，对日本社会中“情理”
的探讨，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社会的“情理”含义及其内部结
构。无论是对中国社会还是日本社会而言，通过分析文学作品来探讨其
中的“情理”结构，都是非常恰当的切入点。因为语言本身便是至关重要
的社会事实，而文学又是人们经由语言所表达的对社会的本质理解。以
文学文本为切入点来探讨中日文化中“情理”逻辑的异同，对于理解中
国与日本这两个社会以及各自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在权威的日语辞典《广辞苑》中，“情理”一词也有两种含义：第一，
人情与道理；第二，事情的道理（新村出，2012）。可以看到，第一种含义
与中文的“情理”意义非常接近。但是否完全相同呢？我们先来看日语
“人情”一词。在《广辞苑》中，“人情”有两个解释：（1）自然产生的人之
感情；（2）人心的自然跃动。与中文相比，日语中“人情”一词较少社交
上的含义，而是强调人自然产生的情感和心的跳动。 1社交上的人情往
来在日语中则更接近“义理”一词。

对于日语“人情”特别是“情”一词的理解，可以用源了圆对近松门
左卫门所用的“情”字的理解来深入阐释。“‘情’这个字音读 jyou，也可
以读作 naasake。我们读作 jyou 的时候，大概多半是用于喜怒哀乐那样
的情绪或人的欲望之意。可是近松在使用‘情’这个字时，很少读作
jyou，几乎总是用 naasake。naasake 这个词，有的地方用作对异性的爱情

1. 在《汉语大词典》中，“人情”一词的含义有：（1）人的感情；（2）人之常情，指世间约定
俗成的事理标准；（3）人心，众人的情绪、愿望；（4）人与人的情分；（5）民情，民间风俗；
（6）情面，交情；（7）应酬，交际往来；（8）馈赠，礼物。可见其中很多含义是涉及社交的，
而且从前引有关中国“人情”的研究成果中，亦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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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也有的地方用作对他人的关怀或人的情爱之意。近松认为有情才
使人之所以为人。”2（源了圆，1996:80）这一点更说明，“人情”在日文中
更多意味着人之自然情感。

就“情理”一词的第二种含义即“道理”而言，无论在中文还是日文
中，“道理”一词都既包括社会关系中的道理，也包括自然事物的道理。
本文重点讨论的是人与人之间在社会关系中的道理，所以本文特别集
中在表述人之道理的另一个词即“义理”上，讨论人情与义理间的关系。
与中文的“义理”3相比，日语中的“义理”一词没有那么强的儒家与宋明
理学的含义，但同样偏向于人们外在的行为逻辑。《广辞苑》中列举了义
理的四种含义：（1）正确的道理，人们遵守的道德；（2）人在和他人的各
种交际关系中必然努力保护的道德、体面、面子和情谊；（3）没有血缘关
系的人缔结类似血缘的关系；（4）理由、意义。沼田健哉（1974：76）也指
出“义理”一词在德川初期由中国传入日本后，丧失了中国语境中原有
的普遍主义色彩，与日本的习俗结合产生了新的意义。显然，日语中的
“义理”更多是指外在的道德与社会要求，较少宋明理学中天理的意味。

正村俊之（2004：53-60）在《秘密和耻辱：日本社会的交流结构》中
总结了其对日本社会中“义理”的五种理解。第一，义理-意气说（品格
说），代表学者是津田左右吉；第二，义理-“对他人的顾及”说，代表学
者是下出隼吉；第三，义理-“好意的交换”说，代表学者是樱井庄太郎、
姬冈勤、本尼迪克特等；第四，义理-明治之后村民交际说，代表学者是
和歌森太郎、柳田国男等；第五，义理-道义（规范说），代表学者是守随
宪治、有贺喜左卫门等。这五类理解虽然各有不同，但是整体都倾向于
外在理解。也就是说，在日语中，人情与义理确实有着很不相同的意义
倾向，前者偏于人之内心的情感，后者偏于人之外在的要求。 4那么，日
本的人情与义理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2. 其后，源了圆（1996:81）还引用了《萨摩歌》来进行说明：“人是有情的心田的花朵。为
花香所吸引，即使你在山谷的深处，也难以舍弃，遂爱慕而来。”
3. 在《汉语大辞典》中，“义理”一词的含义有：（1）合于一定的伦理道德的行事准则；（2）
指讲求儒家经义的学问；（3）称宋以来之理学为义理之学；（4）文辞的思想内容；（5）道
理。日语中的“义理”一词是在宋明理学传入日本之后流行起来的，由于受到日本文化与
社会的影响而产生了含义的变化。
4. 相较而言，中国的人情与义理并非完全不同，但两者都更微妙地偏于外在一些，其中
人情偏于社交中的人之常情，义理则更偏于天理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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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的人情与义理，学者最为熟悉的自然是本尼迪克特的《菊
与刀》一书，书中指出近代日本人最根本的冲突在于“义务”与“人情”间
的对立（本尼迪克特，1996：143-144）。但是，这种理解在日本学者的研
究中早已得到修正。土居健郎（2006：20-21）在《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一
书中引用佐藤忠男 1960 年的研究：“佐藤忠男对义理的解释是‘所谓义
理，实质上是人情关系的一种延续’。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本尼迪
克特主张的所谓义理和人情完全脱离，且相互对立的观点显然是站不
住脚的。……我们可以把‘义理’看作是一个容器，‘人情’则是器中之
物。”源了圆（1996:92）也指出：“然而，令人感兴趣的是，义理人情的纠葛，
不是以义理人情的形式展开，而大多以义理和义理的纠葛，和作为其反
面的情与情的纠葛这种方式展开。”也就是说，义理与人情的纠葛，本身
便是义理—人情作为整体与另一个义理—人情之间的联系与张力。5

然而，这样一种人情与义理的纠葛状态，为什么会给本尼迪克特造
成一种印象，以致将日本社会中“人情”与“义理”理解为对立状态呢？
对此，源了圆有一个精彩论述。他对日本江户时代的文学作品进行分
析，讨论了日本人情与义理关系的演变历史：“让我们从这个观点 6来
考察一下西鹤作品中的义理世界。在他那里，如前所述，一切都在义理
世界中决断，在那里义理和人情的纠葛无容身之地。在近松之后，虽有
义理和人情的对立但无纠葛。在那里，义理是在自我之外，而且是必须
遵守的社会强制。只有近松的作品，才是名副其实的真正含义的义理和
人情的悲剧。”（源了圆，1996：91）7

5. 石田一良在研究近松门左卫门的戏剧时也使用“义理与情的葛藤”“义理与义理的葛
藤”来形容相互间的关系（石田一良，1965a：124-131）。
6. 即指义理与人情之纠葛的观点。
7. 在这里，源了圆明确地提到“西鹤—近松—近代”这样一个义理与人情之关系的转变
过程。其中，西鹤是指井原西鹤，是日本江户前期的代表性平民小说家。近松即近松门
左卫门，是江户中期的著名剧作家，也是本文所论述的《情死天网岛》的作者。近松之后则
是指近松之后直至江户末期，源了圆特指近松之后的各种净琉璃剧本。

源了圆在另一处更加仔细地论述了此观点：“如果认为西鹤在《武家义理物语》中描
写的武士，是通过义理统一了人格的话，那么近松所描写的人物，则是在自己内心中交
织着义理和人情纠葛的人物形象 . . . . . .但是，这种义理，不是近松以后的净琉璃中的那种
单纯地在自己的外部约束自己的存在并使自己的行为服从它的义理，它始终是在与他
人的关系中成立的，而同时又是作为发自内心的对他人的共感而成立的。在这个意义上
说，在近松的作品中，义理和人情之间不是对立，而应称之为纠葛，我还将其称之为悲
剧。”（源了圆，199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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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研究不但将义理与人情之间简单的对立关系打破，也解释了
为何本尼迪克特会将日本的义理与人情看作对立关系，因为近代之后
的日本社会确实呈现一种义理与人情的对张样态。但正如源了圆指出
的，最重要的是以近松为代表的中间阶段，深刻地展现了义理与人情之
纠葛关系。

在近松门左卫门的剧作中，《情死天网岛》（日语为《心中天网岛》）
被公认为是展现人情与义理关系的最重要的剧本之一。津田左右吉
（1989：264-265）在《文学中所展现的国民思想的研究》中论及《情死天
网岛》中的义理。源了圆（1996：92）也将《情死天网岛》作为重要的探讨
对象。但在对《情死天网岛》的研究中，研究者们经常讨论的是其中女性
与女性之间的义理。例如，津田左右吉认为其中女性之间的义理行为是
屈从于“浮世之义理”的；但源了圆认为其实是“最根本的、深化到人对
人的信义的义理”。“在这种义理深化的情况下，当事者已经接近对方人
格的核心，若不信赖它已不可能，在那里必然存在相互间的无限的心灵
呼应。”（源了圆，1996：108）

正村俊之对《情死天网岛》探究的重点也是对女性间义理的解释。
他使用“模拟”来解释两位女性之间的义理，但认为根本仍是义理与义
理间的冲突。如果阿三对小春践行“女性间的义理”，就必须放弃家产
和妻子的地位；反过来若信守对治兵卫的感情的话，就会放弃对小春
的义理。对小春来说同样如此。他认为由此造成了悲剧（正村俊之，
2004:78-79）。

上述研究对于日本的人情与义理关系有了相当深入的探析，而且
对《情死天网岛》一剧也进行了重要的讨论。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
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在人情与义理的关系上，前人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对立说，提
出了“纠葛”的概念。但是，人情与义理之间的“纠葛”具体是指什么？对
于这一问题，先行研究的论述尚不够清楚。

正如源了圆所说，人情与义理之间的“纠葛”在近松的作品中表现
得最突出，而在近松之后则呈现为对立状态。但是，并不是说对立便不
再纠葛，相反，这种“对立”状态恰恰是纠葛的一种变形。因此，最好的
方法便是从近松作品入手，细致分析其人情与义理之间的复杂关系。而
且，近松在当时也面临着此种纠缠带来的困境，他的剧本也在努力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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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佐藤彰，《近松剧中的传统与创造———从电影〈情死天网岛〉说起》（日文）。该文
特别探讨了筱田正浩电影中所使用的“黑衣人”的三层含义：第一，诱致男女之死的“命
运”之神；第二，旁观的他者；第三，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自己。

对义理与人情关系的理解和突破。因此，本文并不是要重新提出一套义
理和人情的理论来解释近松的剧本，而是从近松的剧本出发，探讨剧作
家对人情与义理之间关系的不断理解、深入与超越的过程。

第二，学者对《情死天网岛》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女人之间的义理上，
而没有特别讨论该剧的最高潮，即下卷中男女“情死”的内容。很多时
候，研究者仅仅将最终的殉情看作一个结果，是义理与人情或义理与义
理之间冲突的悲剧后果。例如，源了圆（1996:106）认为这个剧的着眼点
是阿三和小春之间的义理和人情的纠葛，因为这一纠葛，加上治兵卫的
软弱，才造成最后的悲剧。石田一良（1965b：440-447）也将其看作封建
社会所带来的义理与义理之间的冲突及其“哀”。正村俊之同样将其看
作义理与义理间冲突的后果。更著名的是日本导演筱田正浩的电影《情
死天网岛》，用净琉璃中操纵木偶的黑衣人来象征外在的义理规范，将
该剧塑造为义理对人情进行压抑的悲剧。 8也就是说，对于《情死天网
岛》的高潮部分，已有研究均将其看作反抗或者绝望的行为。

但若仔细阅读该剧的最后一卷，读者却能体会到某种平静与升华
的氛围，而非绝望与怨恨。这一点恰恰是先行研究未能解释的。而且，近
松在其中进行了大量有关人情与义理的探讨，与前论义理问题直接相
关。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情死天网岛》的下卷，有可能隐含着一个深
入理解日本义理与人情关系的切入点，将此揭示出来对我们理解中国
的“情理”也具有重要启发。

接下来，本文将沿着《情死天网岛》的故事情节探讨近松对人情与
义理关系的逐层深入理解，并在结尾部分将其与中国明清时期著名的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进行对比。通过对日本文化中“情理”的探讨，为
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的人情义理关系带来一些新的对照与启发。

二、《情死天网岛》上卷：人情与义理的纠葛

以文学文本来探讨特定时期某一社会的状态，以及该社会中人的
状态，是社会科学的经典研究范式之一。究其原因，真正伟大的文学文
本对时代、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人心都有着深刻的体现与揭示。在各式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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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文学文本中，戏剧与小说对时代与人心的描述最为直接且丰富。原
因在于，其一，这两种文学形式所描述的往往是具体的人与事，能具体
展现时代中的人心；其二，戏剧与小说面向的是当时的社会大众，只有
真正切合时代与社会人心的作品，才能得到观众的赞赏与推崇；其三，
优秀的文学文本往往能敏锐且深刻地把握社会与人心的根本关键点，
让读者真正被打动。因此，对经典文学文本的研究，恰恰是借助文本作
者的敏锐感受力，最直接地把握社会与人心的根本特征。例如在经典的
莎士比亚研究中，约翰·丹比（John F. Danby）（杨周翰，1981：224-256）
的著名文章《两种自然》，通过对《李尔王》一剧的研究，探讨伊丽莎白
时代英国人的两种自然、两种理性与两种社会的分裂。中文研究中，余
英时（2006：33-58、181-198）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及其相关研究，区
分了《红楼梦》中的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进一步指出这是“情”的世界
与“礼”的世界，与明清时期反传统的社会思潮密切相关。近年来，商伟
（2012：1-25）的《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通过对《儒林外史》的研
究，探究了清代中期以来儒家社会中围绕着礼仪而来的文化与人心危
机，以及小说作者所探索的可能道路。在日本学界中，津田左右吉的经
典著作《文学中所展现的国民思想的研究》，更是通过对日本文学史从
古代到近代经典作品的梳理分析，研究了日本国民性在各个历史阶段
中的特征与发展过程。由此可见，通过文学文本来研究具体时代的社会
与人心，乃至文明背后特有的民族性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条重要
路径。

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5）是日本江户时代净琉璃（木偶戏）和
歌舞伎剧作家，本名杉森信盛，别号平安堂、巢林子、不移山人，近松门
左卫门是他的笔名。近松出身于败落的武士家庭，青年时代当过公卿
的侍臣。当时町人势力壮大 ,手工业日益繁荣。士农工商阶层所欣赏的
戏剧主要是净琉璃和歌舞伎。他 25 岁前后开始写作生涯，直到 72 岁
去世，其间创作净琉璃剧本 114 余部、歌舞伎剧本约 40 部。他的净琉
璃脚本可分为历史剧、社会剧、情死剧和折中剧（兼社会和历史剧）。其
中，社会剧和情死剧最为杰出，且往往重合。

近松门左卫门在日本文学史中的重要性毋庸赘言，他被称作日本
的莎士比亚、也被称作日本剧作者第一人（叶渭渠、唐月梅，1996：539-
553）。近松与写作浮世草子的井原西鹤、写作俳句的松尾芭蕉并称为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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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即 [日 ]近松门左卫门，《近松门左卫门集》（2），新编日本古典文学全集，小学馆，东京，
2003 年。

世日本文坛三大坐标（唐月梅，2007）。他的剧本创作成就之一是引入了
同时代的故事形成“社会剧”，生动且深刻地揭示了日本近世的社会与
人心状态。津田左右吉（1989：259-260）甚至认为近松的“历史剧”其实
也是“社会剧”，其反映的也是当时市井的状态与平民的心理。

在近松的多部戏剧中，如果说初期的《情死曾根崎》最出名，那么
《情死天网岛》则是近松最深刻、最具有分析价值的戏剧。加藤周一
（1995：48-49）在《日本文学史序说》中引述《情死天网岛》的段落指出：
“日本文化所产生的‘爱之死’（Liebestod）的表现，还没有超过近松的
‘私奔’的，可以说这是空前绝后的。……从没能完成的恋爱，向永恒之
恋飞跃，在死伤表现出超越万事的人情，既在历史中同时也在历史之
外。”叶渭渠、唐月梅（1996：546）的《日本文学史》在论及《情死天网岛》
时提到，“可以说，近松赋予情死剧更深刻的文化内涵、美学价值和历
史意义。因此，它（即《情死天网岛》）成为近松的殉情剧的最高杰作，达
到了近松悲剧的最高峰”。唐月梅（2007）也特别指出：“又如《殉情天网
岛》的青楼女小春与小铺老板治兵卫为了爱情受阻 , 踢开了凡尘
而自绞 , 以明心志等等，透过不同阶层人物的不同惨死的原因 , 全面
反映了当时社会种种生活世相，多方面地揭示了悲剧的社会和文化的
根源。”

本文所用《情死天网岛》日文本，原本是净琉璃戏的剧本，由日本学
者山根为雄校注并用现代日语进行了翻译。9本研究所用的中文译本由
翻译家钱稻孙所译。钱先生的翻译兼具信达雅，而且能恰到好处地把关
键词背后的含义解释出来，异常精彩。同时，本文还参考康燕玫翻译的
新版本。下文首先简单介绍《情死天网岛》的大致内容，随后进入具体分
析。江户时代，大阪的纸店老板治兵卫与妓女小春情深意笃，并许诺为
其赎身。三年时光倏忽而逝，治兵卫仍未凑齐赎身钱，便提议共赴黄泉。
某晚，治兵卫的兄长孙右卫门（也称孙兵卫）装扮为武士找到小春。因阿
三曾拜托小春不要让丈夫情死，因此小春上演了一出变心闹剧，迫使治
兵卫放弃自己。回归到正常生活的治兵卫闷闷不乐，某日他从岳母口中
听说小春即将嫁给富商，因此伤心痛哭，引妻子说出了与小春的约定。
他和妻子阿三担心小春会为了自己而死，于是夫妇俩凑钱准备为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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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语的这一句，钱稻孙先生翻译为“有钱能使鬼推磨，伙计们，你说错不错？有什么
事儿来难倒得我！”相较而言更合适。

赎身。此时岳父突然到来，强迫二人离婚并将阿三带走。最后，治兵卫与
小春前往天网岛，两人仔细讨论之后决定在不同地点“情死”。

为了方便读者理解，笔者绘制人物关系图如下：

图 1：《情死天网岛 》人物关系图

接下来，笔者将依据《情死天网岛》的情节推进，跟随近松来探讨人
情与义理间的关系。

剧的开始是妓女小春与女伴们的谈话，通过她们的闲谈，带出了小
春与治兵卫之间的感情，也带出了“俗理”对于妓女与嫖客之间感情的
看法。依世俗来看，妓女与嫖客之间本就不应有真情。在此，真情与俗理
之间的对张便已经出现。

其后，随着大阪商人太兵卫的出现，“俗理”一层进一步得到展现。
太兵卫一入场说的便是“有钱能使鬼推磨，伙计们，你说错不错？把什么
事儿来难倒我”（近松门左卫门，1987:57）。在俗理中，“有钱能使鬼推
磨”便是最大的道理。 10同时，通过太兵卫之口呈现了男主角治兵卫的
形象：“诺大一个天满大坂三乡，摆着多少男儿汉；却偏生，看中了个破
纸店里治兵卫。人家都已经是有两个孩子的了；老婆是表姊妹，姑夫就
是丈人。六十天六十天的行庄清账日子，紧追在后尾儿的一个穷买卖。”
（近松门左卫门，1987:56）

在太兵卫看来，治兵卫有两个最大的特征：第一，家人亲戚众多，而
且亲上加亲，即治兵卫是处于重重的义理关系中的人；第二，做的是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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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哪像俺太兵卫，出名的光杆儿一个，没妻没子，也没丈人父母，也没个叔叔伯伯，何
等自由。……可是大爷有钱，在这一件上，他便输了。”（近松门左卫门，1987:56）在后文
中，如果没有特别注明，则引用的都是钱稻孙先生翻译的版本。
12. 在这里，近松安排治兵卫的哥哥孙右卫门扮演武士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意味着孙右
卫门本人也类似于武士，有着义理与人情的完全结合。因此，孙右卫门不会像治兵卫那
样爱上妓女，而是依据义理对待自己的家人和亲友。
13.“思情义理，便要推诿也没得推诿”，这一句日文中用的词语便是“义理”。
14.“呀，原来是一片假殷勤！足足两年着她骗，和一只烂根性的狐狸厮混；可恼也可恨。
恨不得，一脚踏进去，打她一顿，羞她一阵，泄一泄胸头忿；咬牙切齿，恨泪滴衣衿。”

店的生意，没有钱。与之相反，太兵卫则是一个没有亲人、脱离义理，同
时又有钱的人。 11

这里明确出现了义理中的人与义理外的人之间的对张。表面看来，
义理中人并不适合与妓女发生感情，但是小春恰恰看不上处于义理之
外的太兵卫，而爱上了义理之中的治兵卫。随后，有一位武士来寻小春，
太兵卫在遇到武士后落荒而逃。正如源了圆所言，武士所代表的是井原
西鹤时期的义理，即义理与人情的完全统一。12在这里出现了义理相对
于俗理的优越性。

太兵卫被赶走后，小春与武士进行交谈。小春向武士询问死后之事
以及如何能成佛。在武士的追问之下，小春谈到了她与治兵卫之间的情
义和共死的约定。对于相约殉情的原因，钱稻孙译为“思情义理”，而日文
原文便是“义理”一词。 13在这里，小春说到了与治兵卫“同死”的原因：
其一，有着同生共死的爱情盟誓；其二，小春有五年的卖身期，但治兵卫
无钱赎她；其三，期间若被别人赎去，不仅无法同生共死，还会丢了治兵
卫的面子。因此，治兵卫向她提出殉情自杀，这是本剧中第一次提到“殉
情”。可以看到，这一层义理是建立在小春与治兵卫之间单纯的男女爱
情上，是由于男女之情遭到阻隔而出现的“企图自杀”行为。在这个义理
的逻辑中，小春愿意一死。不过，小春对武士说自己担心母亲，并以此为
由说自己不想死，请求武士挡住治兵卫。没想到的是，治兵卫此时正在
窗外偷听。心中只有强烈恋情的他听到小春的话之后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甚至拿出刀来要刺杀小春（近松门左卫门，1987:67）。14结果反被武士抓
住，遭到一顿羞辱。最终，武士揭明自己的身份，实是治兵卫的兄长孙右
卫门装扮。随后孙右卫门开始教育治兵卫做人的道理，可细分为三层。

第一层，“世俗之理”。“把春色来哄人，原是妓女家的行业买卖；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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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此处的“恩情”，在日语中用的“恩”一词。
16. 治兵卫说：“千真万真，都是我的糊涂，都是我的懵懂。自从三年头里，直叫这一只宿
世的狐狸，迷却了心窍，把个父子妻儿一家门，只当袖儿甩，不在心。”

今儿才知道吗？我孙右兵卫可是才方初会，一眼就看得到人家心底；你
熟识她也有两年多了，还没有看出底细来，那是你自己糊涂。”（近松门
左卫门，1987:72）世俗之理，便是本剧一开始所展现的世俗对妓女的理
解，便是“把春色来哄人”。这一层俗理的代表人物是前述的太兵卫。

第二层，“义理”的外在要求。“你呀，虽说是我的小兄弟，可也马上
就是三十岁的人了。还做了勘太郎和阿末两个孩子的爸爸，孩子都六
岁、四岁了。身上还背着个六开间门面的店铺。. . . . . .你的丈人，原也是你
姑丈；你的丈母，原就是你亲姑妈；和自己亲父母，也差不得多少。你那
妻房，在我说来，也是个姑表兄妹。这么个亲上加亲的一家门亲戚骨肉，
聚会起来，大家发愁的非为别事，就只为你的流连曾根崎。”（近松门左
卫门，1987:73）第二层道理指出，治兵卫处于重重的亲属关系之中，在
义理的外在规范上，便不应该流连花柳。第二层义理外在规范的代表性
人物便是姑丈。“姑丈五左卫门，是那么个一点儿也不肯含糊的古板老人，
只说是吃亏就吃在这个老婆的侄儿子手里，把个女儿赔折了；气得非要
找回阿三，不叫你在天满地方丢遍了脸面不肯依。”

但是，在此“义理”的外在规范之外，孙右卫门还说了更深一层的道
理，即“义理”背后的家人之恩情。

第三层，家人之恩情。“在这当中，全靠着姑妈一个人来苦心斡旋，
明里暗里，做好做歹。……替你遮盖，替你弥缝；焦心苦虑，几乎成病。这
份儿恩情，你却不思也不省；光是一点儿报应，你前途就该到处碰钉！”
（近松门左卫门，1987:73）15孙右卫门在讲述了义理的外在规范后，进一
步讲述了义理背后的人情。非常明显，此处的义理与人情并不是对立的，
正如研究者所言，义理其实与人情纠缠在一起。理想状态中，义理是人
情的容器，人情是义理的支撑。在这一层道理之中，不仅有姑妈，还包括
哥哥孙右卫门及妻子阿三等。正如学者所言，人情与义理并不是对立的
关系，而是相互缠绕在一起的。

面对孙右卫门的训导，治兵卫非常羞愧。一方面，他认为小春背叛
了他；另一方面，他被哥哥提醒自己忘记了家庭的义理与恩情（近松门
左卫门，1987:74）。 16最后，他为了表达与小春一刀两断的决心，将与小

150· ·



近世日本社会中的义理与超越

春相互交换的誓约纸全数掷还，而且要小春将他给的誓纸也还给他。但
是真相其实藏在背后。“兄弟相约归去，背景萧然；小春目送肠断，痛哭
凄惨。究竟真心不真心？都深藏在女笔书函；只是谁都不曾看见。”（近
松门左卫门，1987:77）

在上卷中，近松非常细致地讨论了人情与义理之间的复杂关系。
第一层便是通常所说的“俗理”，也就是社会对于人们所处行为的通常
理解，例如孙右卫门所说的“把春色来哄人，原是妓女家的行业买卖”。
这一层不是义理，只能算俗理，处于义理之下。第二层则是本文所说的
义理的存在。不过，“义理”首先表现为一种外在的规范，即孙右卫门向
治兵卫提到的那些亲属关系，以及相应的对治兵卫的要求。这一层“义
理”最典型的代表便是姑丈五右卫门。第三层则是义理背后的人情，指
出亲属的义理背后有着真实的恩情存在。在这里，人情与义理有着深
层的关系，义理的背后其实有人情作为支撑。可以说，近松通过孙右卫
门的教导之口，将“俗理”—“义理之规范”—“义理之恩情”之间的关系
展现了出来。

当小春说到自己与治兵卫情死的约定时，用的也是“义理”一词，可
见殉情这一行为本身便是基于小春和治兵卫的男女之情而出现的。在
这一意义上，小春与治兵卫之间义理与人情的关系，与亲属关系下义理
和人情的关系，是完全相同的结构。但是，孙右卫门所说的一套俗理—
义理—人情中，却没有小春与治兵卫之间男女之情的位置。因为在孙右
卫门所理解的“义理”中，不可能存在嫖客与妓女之间的情感。

因此，在上卷中，近松一方面揭示了义理与人情之间的纠葛关系，
也隐隐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即亲属义理和男女义理是不是完全冲突呢？
这一点，其实恰恰也是研究者探讨的问题，即在义理与义理之间存在根
本冲突。但这只是上卷的内容，近松对于义理和人情的探讨还将进一步
展开。

三、《情死天网岛》中卷：女人间的义理与心之相通

中卷一开始，时间点便到了十月的下元节。下元节本是寺院追念亡
魂的节日，香火正旺，纸店生意本来繁忙。治兵卫却毫无精神，白天睡
觉，不理生意。和治兵卫构成对照的是他的妻子阿三，她不仅照顾家人，
同时还要照顾生意。正在此时，岳母（姑姑）与哥哥孙右卫门突然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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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但是，如果再仔细体会的话，还是能够感觉到治兵卫流泪其实是因为对小春的流连
与不舍。当然，其中也夹杂着愤恨与丢脸的情绪。
18. 至此，读者才恍然大悟，为何上卷中会出现小春对武士所说的话。小春原本是想通过
武士来拖延时间，让治兵卫渐渐放弃自杀的念头，但没想到被治兵卫听到并对小春心生
怨恨。同时也没想到武士是孙右卫门假扮，因此产生了上卷的悲苦结局。小春向武士询
问死后之事以及如何成佛，恰恰是因为她已决定要孤身赴死。

岳母之所以前来是因为听闻小春被商人赎走，以为是被治兵卫赎
走的，来兴师问罪。对此，治兵卫赶紧解释并非自己而是太兵卫赎买了
小春，阿三也一同解释。在得知并非治兵卫赎取小春后，姑母要求他写
一纸誓言。治兵卫写道：“委实和小春，情断意绝；如有诳言，天罚愿承
当。上自梵天帝释，下至四大金刚，神神佛佛，鉴此衷肠！末尾儿，刺血
捺名章。”（近松门左卫门，1987:85）不过，在岳母与哥哥离开后，治兵卫
却在被窝里痛哭。阿三发现治兵卫哭泣后，也道出了自己的苦情：“自从
前年十月的中亥日，生起了熏笼火，指望着暖和和并枕闺房；哪知你，把
个房中人的怀里，宿着个牛鬼么蛇神也怎的，自来两载的韶光，指令我
守着个空房。……啊呀，我好恨也好气。”（近松门左卫门，1987:87）

可以看出，阿三对自己的丈夫和家庭都怀有深厚的人情与义理。对
此，治兵卫解释自己流泪是因为恨小春的欺骗，并非对小春的不舍。因
为小春此前说了如果被迫与太兵卫一起，便会自杀，而现在不满十天就
归了太兵卫。 17听到这句话之后，阿三说出了事情的真相：阿三见治兵
卫精神恍惚，估摸他有自杀的意思，特意给小春写信，希望小春能够离
开治兵卫，保住他的性命。“我心忧伤甚，修书寄小春。‘你我同为妇女身，
定能互相体谅妇人心，尚祈割断心难舍，保我夫君性命，感荷不尽。’”

在这里，为何阿三突然说出真相呢？她如果不说的话，丈夫、家庭、
子女不都能够保住了么？此时的治兵卫并没有真正感受到小春的心意，
反而是阿三感受到了这一点。阿三提到小春的回信，“她受了感动，回我
信道：‘虽则是拼了身命的情郎，却推不开的是人情义理，甘心忍痛断
割。’这封信是我白天黑夜守在身边一刻不离的。她可是这等样的一个
贤慧女子，哪便会昧却初心，违背她对你说的话，高高兴兴地去嫁那太
兵卫呢？ 妇女心情一矢真，思量窄，我亦如人”。 18

也就是说，小春也被阿三的真情感动，回复道：“虽则是拼了身命的
情郎，却推不开的是人情义理，甘心忍痛割断。”这里翻译的“人情义
理”，同样是此前的日语“义理”一词。小春在谈到与治兵卫的殉情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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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经治兵卫提醒，小春才想到自己今后可能的苦难。“可不是，我该怎么着？当乳母，将
孩儿抱；当厨娘，从事烹庖；就算是，退休告了老！哇的一声，仆身哭倒。”不过，阿三还是
催促丈夫赶紧去救小春的性命。“今日之事尤急迫，落人后可了当不得。换件衣衫，你疾
去莫延捱；摆出个笑脸儿快去来！”

时，也用到了“义理”一词。不过，在上卷中是与治兵卫有相约殉情的义
理。但是在这里，因为与阿三之间的约定，有了不让治兵卫自杀的义理。
简单来说，小春与治兵卫的义理基于男女恋情，而小春与阿三的义理则
基于二人相互体谅的感情。在这里，小春为何因与阿三的人情义理而放
弃与治兵卫的殉情呢？首先，小春并没有放弃与治兵卫之间的情感和义
理，所以她才会决定自己赴死。但由于阿三的情感打动了她，所以想了
个计谋，让治兵卫不要随她同死。

同样，阿三亦看重与小春之间的义理。她说出：“她若死，不啻由我
而死；论妇道，我可负了她的义气。儿夫呀，你快救她去，切莫叫，死了
这人儿！”这里的“义气”，日文原文也是“义理”。而且，与小春不在意自
己的生死一样，阿三也不顾及自己今后的出路，决定拿着家里所有的财
产（包括自己的嫁妆），以及生意上暂存的银钱，去赎小春（近松门左卫
门，1987:93）。 19

这里出现了一个关键的悖论，原本与小春构成天然“情敌”关系的
阿三，反而能够体会到小春的情义。这就是所谓“人情义理”的互通之
处。人情义理并不一定完全基于某种已存的伦理关系，如亲属、君臣等，
其更深层的乃是人心之同理。阿三与小春两人虽然没有明确的伦理关
系，甚至可能是没见过面的“情敌”，二人只通过一次书信，却经由人与
人之间的相互理解，达到某种意义上的心灵相通。

在这一卷中，近松所做的最重要的讨论，便是进一步扩展了人情义
理的深度。阿三和小春之间的“人情义理”已经不再依赖某种具体的伦
理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在深层心理上的心有戚戚之感。如果说小春和
治兵卫之间的“人情义理”还有某种男女关系在，那阿三和小春之间的
“人情义理”，则揭示出人与人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超越时空与具体关
系的“共情”。

如果将这一点与上卷进行对照，可以清楚地看到近松所描述的阿
三与小春之间的义理关系，既是基于上卷中所说的人情与义理间的深
层关联，又超越了上卷中亲属义理与男女义理的冲突。在这一卷中，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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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费孝通（2003）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提到“将心比心”的概念时写
道：“在古典人文思想中，‘心’是个人自我体验和修养的一个核心概念，如‘山光悦鸟
性，潭影空人心’等，它的内涵十分广泛，包括思想、意识、态度、情感、意愿、信念等等，
但我们特别要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它常常倾向和暗示一种‘主体性’
（subjectivitiy），就是说当人们谈到‘心’的时候，总是自然产生一种‘心心相通’的感觉，即
使讨论别人的‘心’的时候，其描述的口吻，也就像一种‘设身处地’地类似于‘主体’的
角度在说话（有点像电影中的‘主观镜头’），而不是所谓‘客观’的旁观者的角度。”

恰是在两个看似有着根本冲突的义理之间，在阿三（亲属义理）和小春
（男女义理）之间，发展出一种超越此冲突的人情义理（小春与阿三间的
人情义理）。这一卷所要探究的便是藏在“义理”背后的人心与人心的深
层相通之处。有了这样一种人心与人心的相通，才会有真正的人情，也
才会有真正的义理。这一点类似于源了圆所说的“当事者已经接近对方
人格的核心，若不信赖它已不可能，在那里必然存在相互间的无限的心
灵呼应”。如果用中国社会学的理论来映照的话，大概类似于费孝通晚
年所说的“将心比心”。20只是，中国文化中的将心比心与日本文化中的
心之相通，既有着类似之处，又有着值得探讨的微妙差异。

不过，近松门左卫门并未在此结束第二卷，他还安排了一个更精彩
的情节。此时，岳父五左卫门突然来到。原来，岳父根本不相信治兵卫的
誓言，认为他在欺骗岳母，以便赎取小春。到此一看，“事实”完全印证
了他的想法。岳父还发现治兵卫要将阿三嫁妆拿去赎取小春，更是大为
恼怒，要求治兵卫赶紧写休书，他要将阿三带回娘家。“哼哼，果然么果
然，这都待送去典库的了。呀呸，治兵卫！你把老婆孩子的身上皮，都剥
了去，变出钱来嫖婊子。”（近松门左卫门，1987:98）

即便治兵卫反复辩解，阿三也说不愿意离开，五左卫门最终还是带
着阿三离开了。岳父五左卫门完全是遵照义理的外在规范来生活，在他
看来，治兵卫就是不遵守家庭义理、留恋花柳的浪荡子。但是，岳父完全
忽视了义理背后的人情。无论是治兵卫发誓自己会改过自新，还是阿三
痛苦万分地希望留在孩子身边，五左卫门都一概不理，仍坚持他对治兵
卫的判断。最后，他拆散了阿三与治兵卫。此时，治兵卫已经失去了一
切，没有妻子和家庭，也没有小春。如果说阿三与小春之间的义理，是义
理背后人与人之间更深一层的情感相通。那么近松门左卫门所安排的
岳父五左卫门，则是与此对应的另一个“无情”极端。他在坚持义理外在
规范的同时，与人情完全背离，无视女婿与女儿的哀求，将一个家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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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今回秋末街长，看赶得及回来不，都还没有准把握呢。方才存柜的那笔款子，你就
扣除了欠你的账项，余剩的钱，还要记得代我付河庄阁，上月月重圆的开销，……还有福
岛的西悦坊和尚，他那里新置了佛坊，你替我捐助他缘银一枚……此外么，待我想想看，
还有哪些个零星的赊欠小账？啊，还有那矶伙计，还该给他花银五颗。”

生拆散。也就是说，外在规范可能脱离恩情而存在，甚至反过来损害恩
情。在这一过程中，义理规范其实也变成了仅仅依循表面事实的“俗理”。

在此卷中，近松接着上卷进一步抵达人情义理的深处，指出人情义
理的实质乃是深层次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心灵相通。这种相通，甚至可
以超越外表看似对立的伦理关系。若没有这一种心灵相通，即使有最亲
近的伦理关系，也可能变得极为冷酷。不过，随着情节的推进，近松对人
情义理的探讨还存在更深的一层。

四、《情死天网岛》下卷：“情死”与义理之超越

岳父带走阿三后，治兵卫家庭破碎，同时也失去了赎回小春的可
能。当日深夜，治兵卫前往小春所在的店家。夜深后，治兵卫离开时故意
嘱咐店家不要叫醒小春，免得她又缠住自己。随后，治兵卫委托店老板
代他处理一些银钱事务，详尽地提到了很多细节（近松门左卫门，1987:
102-103）。 21

离开店家后，治兵卫远远见到了兄长孙右卫门。孙右卫门深夜来
访，专门带着侄儿来寻找弟弟，希望挽回他的性命。治兵卫十分感动，但
却躲藏起来，只是远远祈求儿女能得到哥哥的照顾。“我这十恶之人，死
了也无足悯；还劳直恁般一路追寻；这我的罪孽可深沉。……这慈悲，感
激何有尽？唯儿女，端赖更垂恩！”（近松门左卫门，1987:107）

随后，治兵卫在店家门口稍微咳嗽，小春便立刻知晓了他的意思，
悄悄出门来，两人要一同投往他处“脱风尘”。此时两人并不是被现实逼
死的怨恨心情，而是一种心意相通的平静。“两人手把手，商量投何处，
北头？南头？西首？东首？心情驶水骤，迎月泝河流；沿着蚬儿川，信步
走。”此处，近松插入一段评论，意味深长。“纸（读音 kami）即是神（读音
kami），纸即是神，其中别有个死神照，抵死把人招，直往死路上邀。”（近
松门左卫门，1987:109-110）

照此理解，治兵卫的死并不完全因为外在所迫，而更具有一种命定
的意义。但什么命定呢？这里，需要对剧中提到的两次殉情进行对比。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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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提到殉情是剧的开头。当时两人所约定的自杀，其实是单纯在“男
女之情”意义上的自杀，是要将男女恋情外的其他各种义理都抛弃的简
单“情死”。但第二次的自杀则是在经历了众多人情与义理的波折之后
更为复杂深刻的“情死”。如果说初次的简单“情死”是抛弃其他义理的
话，此时的“情死”又如何处理与他人的义理问题呢？

两人过了桥抵达网岛后，剧中描述的是一种带有佛教色彩的平静、
悲悯景象。“野田湾上，水气初腾；山脚边，隐约白濛濛；听寺院钟声动，
警世梦。泡影浮生，更何事憧憧。……丛竹外，细流哗哗；择取了当流一
道水门闸。”（近松门左卫门，1987:116）正是在这一平静景色中，小春与
治兵卫之间发生了一场重要争论。小春说道：“我一路里想着来，二人并
枕横尸，落到世人的嘴上便是‘小春、治兵卫的双双情死’；可不道我小
春，食言背信无良？想当初，阿三娘子写信与我：叮嘱我莫要害死了郎
君。我答应她：决不；甘愿割断我二人的交情。———奈何今夕将约爽？
……为此，我要你先将我杀死在这里，你自己么，千万要另拣一处。
———但挨近，可切莫相傍。”（近松门左卫门，1987:117）可见，小春在这
种状态下顾虑世俗，也顾虑与他人的义理，所以要求两人分开死去。特
别是与阿三之间的人情义理，她最为看重。而这一层义理是最根本的人
与人之间的心灵相通。因此，小春并不是沉湎于男女之情而不顾其他义
理，反而恰恰对人情义理最为看顾。

但是治兵卫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说道：“啊，那只是你的痴蠢！阿三
是她父亲亲自领了回去的；既经是离别了的夫妻，便是陌路人和陌路人
了。一个陌路的女人，我俩对她哪有什么情义呀？方才路上说的：来生来
世再来世，世世生生是夫妻，不是我二人的永生之契么？永世的夫妻，并
枕而死，又有谁来诽谤？又有谁好嫉妒呢？”（近松门左卫门，1987:117）
在治兵卫看来，既然已经决定抛弃世上的事情，那除去他和小春的男女
之情，其他各种义理便彻底没有意义了。在此，世间的其他义理与男女
之情是对立的。而且，他认为既然已经离婚，便与此前的妻子阿三之间
不存在义理。在治兵卫这里，某种意义上仍旧是研究者所说的“义理”与
“义理”之间的冲突，即“亲属义理”与“男女义理”的冲突。似乎正因为
这一冲突无法解决，他们才最终走向死亡，死亡是对义理冲突的反抗。

对此，小春恰恰给出了更深一层的解释。小春道：“可是么，我们这
一场离别，究竟是为了谁的缘故呢？———原来你比我，还更加痴愚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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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将同道往哪里去，难道还带着这一具尸体皮囊吗？———皮囊散置何
妨？一任他鸢啄乌尝；但叫魂灵两相将，不关净土地狱，总随唱！”（近松
门左卫门，1987:117）小春的意思是，这一场“情死”的本质并不是对义
理的反抗，其实是一种超越。也就是说，分开死其实只是对义理和人情
的一种看顾，而这种看顾本身恰恰是对人情义理的超越。相反，治兵卫
对于并枕死的执着，表面看是对义理的反抗，但恰恰没有达到对义理的
超脱。而且，小春与阿三之间的人情义理，其实也包括在小春所说的这
些义理之中，因为义理本质上也就是人情。人心之间的通感便是义理能
够实现的重要内容。那为何能够超越呢？在小春看来，恰恰是因为她与
治兵卫有着“但叫魂灵两相将”的最深层次的心心相通。此种心心相通
比阿三与小春之间的义理更深一层。这种状态恰恰不再是对义理的反
抗，而是因超越了人情义理，反而能看顾人情义理。

了解到小春的想法后，治兵卫做出了一个决定，那便是削发。治兵
卫说道：“有着这把头发时，还是阿三的丈夫纸店家治兵卫；剃去了这把
头发，可是个出了家的方外之身。出得三界火宅，妻子珍宝不随的和尚
法师，没有阿三这个妻子。”（近松门左卫门，1987:117）治兵卫剃头表明
自己出了三界火宅，是个方外之身。治兵卫又言：“哪有什么世情义理。
你可便也毋庸顾虑。”听到这句话后，小春非常欣喜，便也将发髻削去。
治兵卫点出，“既然遁出世俗，成了法师和尼姑。什么同牢同窟？都只是
已往的世故”（近松门左卫门，1987:117）。在这里，治兵卫其实又向前推
进了一步，既然完全遁出了日常的义理，成了法师和尼姑，便脱离了男
女之情。因此，这一次的“情死”就不再是初期的男女“情死”了。但如果
两人之间不再是世间意义的男女之情，又是什么呢？

到此阶段，小春与治兵卫之间的“情”，已经不是日常所理解的个体
与个体之间的男女之情，而是某种心灵完全统一的融合状态。这比阿三
与小春之间的那种心灵的相通更进一步，是相互融合、终无猜隙的状
态。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心融合的“情死”，而不是
简单的男女之间的情死。这种“情死”超越了上卷的男女之情，也超越了
中卷阿三与小春的心灵呼应，而达到了心灵的统一。这便是下卷中治兵
卫与小春之间的“情”，超越男女之情而达到更高层次的心灵融合。

因此可以说，最后的“情死”本身并不是对人情义理的反抗，而是沿
着人情义理的道路，进一步纯化与升华所达到的灵魂融合状态。如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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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治兵卫白：“啊呀，平白则甚提起这等话来，惹得人又来啼泣。浑不知乃父今且死，料
应酣睡香甜。两张睡脸堪怜，有如就在眼前。只此未能忘捐。”

中卷阿三与小春之间的人情义理是人心与人心的通感，那么到了下卷，
治兵卫和小春之间便是某种人心的统一和融合，是由“通感”进一步升
华到“融合”。因此，最终的“情死”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人情义理关
系的进一步升华与超越，而不是反抗。

在顿悟到“情死”的本质后，治兵卫也提出了对于世情义理的看顾。
“就以这水闸为界，水闸以上好比是山，作为你的绝命之所；我么，便在
这闸下水上，挂个圈套，缢颈而死把。死的时辰虽同，死法和死地都不一
样，不也就尽得过阿三一面的义理了吗？”

两人都断了发，脱离了世间，却恰恰照顾了世俗与阿三的人情义
理。究其原因，世俗中的人情义理，其根本乃在于人心与人心的相通。小
春与治兵卫在这一阶段的超脱世俗，其实并非佛教中的脱离苦海，而是
更意味着日本式的人心与人心相通的最终理想———融合。最重要的是，这
一点其实是近松所理解的人心相通的最高状态。也就是说，真正的超脱
世俗的“情死”，其实与世间的人情义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其根源便是
人心与人心的相通，只是在人心相通的程度上有所不同。这样一种超脱
世俗的“情死”与初期基于男女之情的“情死”有着极大的不同。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他们超脱世俗的情死为何涌出对世间
义理的各种关照。在“情死”之前，治兵卫和小春都在考虑对方，想到对
方有没有在世间未了的心愿。治兵卫对小春说：“心里如果再还有什么
遗念，趁着这时候都说个净尽，然后去死吧。”（近松门左卫门，1987:
120）而小春则想到了治兵卫的家人：“倒是你，有着两个孩子，一定牵挂
在心头。”这一点其实恰恰是该剧的根本，即通过超越性的“情死”，返回
到对世间的“人情义理”的看顾（近松门左卫门，1987:120）。22

有意思的是，一面是“哪有什么世情义理”，另一面却是在这种状态
下对世间的义理有了更多的看顾。恰恰是通过将世情义理的根本即人
心的相通与融合推到极致，才能更清晰、更妥帖地看待世情和义理。但
悖论在于，将人心的相通与融合推到极致，也便意味着“情死”———共同
自杀。这并不是所谓对世间义理的反抗和对人之欲望的颂扬，而是恰恰
相反，是沿着传统的人情与义理之真正根源继续前进，抵达人心与人心
真正一体融合的终点。在这个逻辑中，要升华和超越世情义理，恰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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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世情义理的深刻体会，这便是上卷与中卷的义理波折。因此，在
这一出戏剧中，近松门左卫门探索了人情与义理发展的整个历程，从表
到里，从俗情到升华。

其后的剧情是治兵卫用配刀杀死小春，然后自己另寻一处自缢身
死。对于治兵卫和小春死时的细节，剧中也有细致且意味深长的描述，
在此不再详述。

五、余论：日本社会与中国社会中的“情理”

《情死天网岛》最终的结局是第二天人们发现此两具尸体时的情
形：“天公放亮，渔夫起早网罗张；眼看见尸身两两，都道‘情死！情死！’
喧扬，便传做新闻到处讲。阿弥陀佛誓愿广，普济众生无漏网；这网岛
的一对情殇，也都成佛得脱世无常；只因生前情节断人肠，谁不听来泪
满眶！”

在这一段文字中，其实存在着三类主体，第一类是发现尸体的渔夫
以及传布新闻的世俗之人，在他们看来，治兵卫与小春两人其实是简单
的“情死”，是因男女之情得不到满足而殉情，并因此大肆宣扬。这大概
便是江户时代世俗社会对待“情死”的态度，但近松将这一情节写出，恰
恰暗示着他自己并不认为这是世俗意义上的“情死”。正如第三节所述，
小春和治兵卫在死之前已经脱离了世间的“男女之情”。所以，紧跟着后
面一句便是“这网岛的一对情殇，也都成佛得脱世无常”。在此，第二个
主体便是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本人，他在暗暗表达着自己的不同意见。
同时，最后一句话，“因生前情节断人肠，谁不听来泪满眶”，暗示了第
三类主体的存在，即观看此剧的观众们。经过近松的详细解释，观众们
深切了解了男女主人公“情死”的真正原因。观众通过戏剧中虚拟的“情
死”体察到人情与义理的丰富关系与层次，以及背后的人心之间的相
通，甚至能虚拟地体会到最高层次的人心与人心的融合，最终又回到对
世间人情义理的看顾。也就是说，观众们通过整部戏，其实获得了一次
真正深刻的人情与义理的体验与提升。

总结而言，《情死天网岛》一剧将江户中期日本社会中义理与人情
的复杂纠葛展现地淋漓尽致。该剧本身存在一个不断深入、不断升华的
过程。上卷全面地展现了从世俗到义理的不同层次，其中所揭示的俗
理—义理—人情之间的复杂关系，生动地阐明了人情与义理之间的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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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参见田辺春朝（1959）《近松的世话净琉璃中呈现的往生思想：特别以〈情死天网岛〉
为例》（日文）中的论述。
24. 参见川田稔（2008）《柳田国男描绘的日本：民俗学与社会构想》第二章第一节“日本
的心性原像———氏神信仰”。

葛。简单而言，在理想状态下，人情与义理是相互支撑的器与物的关系，
人情作为器中之物是支撑义理规范的基础。但是，器与物在现实中往往
会产生矛盾，尤其可能出现太过执着于器（义理规范）反而损害物（人
情）的情况。而且，执着于器发展到极端，其实会走向以表面意见为规
范的“俗理”。这便是人情与义理纠葛中的不同形态。中卷则超越了世间
的义理与人情之纠葛，探索义理和人情之所以可能的更深一层原因，即
人与人之间的心灵呼应（在剧中表现为女性之间）。这样一种更深层的
心灵呼应，才可能化解和超越上卷中留下的家人义理与男女义理之间
的冲突问题。下卷则在作为人情义理之基础的心灵呼应的基础上进一
步深化，达到了人与人之间人情的升华，即治兵卫与小春的心灵融合。
心灵融合恰恰是对人情义理的最终超越，但在超越之后，反而能更多地
成全世俗与义理。因此，该剧本不是提倡“情死”，而是通过描述剧中人
物走向“情死”的整个过程，让观众既能真正理解人情义理，又不用经历
那么多的苦难而走向真正的悲剧。此外，不仅“情死”是一个走向升华的
过程，在剧中依次出现的人物，也可以排列为一个顺序：由太兵卫（俗
理）至五左卫门（义理规范），又孙右卫门（义理之人情），又阿三（人心
之相通），又小春（人心之融合），人物本身便构成了一个由最低层次到
最高层次的阶梯。当然，治兵卫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个在其中不断成长
的角色，某种意义上是与观众为一体的，观众正是附身在治兵卫身上一
步步成长和升华。在这一意义上，《情死天网岛》一剧本身是近松门左卫
门对那个时代之日本社会实质问题的根本探索。

在《情死天网岛》中，佛教的往生思想 23与日本传统神道中的融合

思想，24再加上儒家影响下的人情与义理的关系，杂糅形成了人情与义
理最终的日本式升华———“情死”。也就是说，该剧作的确受到了中国文
化的重要影响，但却有着非常明确的日本特色。

在此引入一个中国的类似故事加以对比，即明代冯梦龙《醒世通言》
中著名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冯梦龙，1994:507-526）。明万历年间，
浙江绍兴府的少年李甲到京城做太学生，结识了教坊司院内的名姬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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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娘，二人一双两好，情投意合。后来李甲银钱花尽，被老鸨赶出妓院。
家中老父听闻他的丑事也大怒，李甲进退两难。杜十娘便与李甲商量终
身之事，在杜十娘和朋友的帮助下，李甲终于凑够了三百两银子，将杜
十娘赎出成婚。两人计划先前往苏杭暂居，待李甲回家求亲友在父亲面
前说情，随后再将十娘迎娶回家。

然而，就在船去往苏杭的途中，杜十娘偶然唱曲，被旁边船上的浪
荡少年孙富听到，动了色心，假装泊船在旁，与李甲结交。两人谈到花柳
之事，孙富问起杜十娘的来历，李甲便详细地说了一遍。孙富计上心头，
开始一步步劝诱李甲。最终说得李甲愿意将杜十娘卖给孙富以换取千
金回家。杜十娘听闻后伤心绝望，假装同意。在李甲得银之后，杜十娘立
于船头，痛斥二人，并将自己的珍宝当众弃于江中，最后抱着百宝箱投
江而死。

在这一故事中，杜十娘和李甲的关系与《情死天网岛》中小春和治
兵卫的关系类似，都可谓男女相恋。而且，李甲也并非一般故事中的浪
荡子弟，只是性格软弱，惧怕父亲。然而这两个故事最后的结局却大不
相同，一个是男女二人共同情死，另一个则是男性背叛女性，最终女性
绝望自沉。此处的关键在于孙富如何劝诱李甲，其中隐含着中国社会中
人情与义理（天理）之间关系的重要特点。

孙富在劝诱李甲时首先问道：“兄携丽人而归，固是快事，但不知尊
府中能相容否？”孙富非常清楚，在中国社会中，父亲是绝对的权威，而
作为官宦人家，父亲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儿子娶一个烟花女子回家。在得
到李甲回复先暂居苏杭，再请亲友求情的答复后。孙富又指出了两层困
难：第一，贤亲贵友都会迎合尊大人之意，你这样处理，只会搅乱家庭，
也无法答复十娘；第二，暂居苏杭，需要金银资斧，而你有没有足够的
钱。在具体情境中，这两层质疑都合情合理。

其后，孙富又提出另一个担心：“既不然，江南子弟，最工轻薄。兄
留丽人独居，难保无逾墙钻穴之事。若挈之同归，愈增尊大人之怒。为兄
之计，未有善策。况父子天伦，必不可绝。若为妾而触父，因妓而弃家，
海内必以兄为浮浪不经之人。异日妻不以为夫，弟不以为兄，同袍不以
为友，兄何以立于天地之间？兄今日不可不熟思也！”在此，孙富一方面
用“俗理”引发李甲对烟花女子品格的忧惧；另一方面又从天理的角度，
将李甲与杜十娘的感情同父子之伦置于对立的立场上，直接指出李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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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杜十娘回家的行为将违背父子天伦，为此则不可立于天地之间。恰恰
是这一点真正说服了李甲。

作为读者，我们自然知道孙富不安好心，但是这番话却处处合情合
理。其中所述的道理也有三个层面，第一层是俗理，如烟花女子不可能
忠贞于情。这一层类似于孙右卫门所说的第一层，在这里被李甲否定
了。作为情真意切的恋人，他明确肯定了杜十娘的感情。第二层，具体到
家庭的层面，李甲父亲对于这一婚姻是肯定不同意的。即使请亲友说
情，也不会有好的效果。这一点类似于孙右卫门所说的家人的恩情。对
此，李甲也“点头道是”。第三层最为关键，上升到了“何以立于天地之
间”的层次，直接指出父子天伦是第一位的，男女之情无法与之相比，若
因此而断绝父子之伦，则不可以为人。在中国传统社会，此乃无可怀疑
的天理。这与孙右卫门所论述的“义理的外在规范”相比，既有类似，更
有不同。类似之处在于都是某种规范，但不同则在于其深度的差异。孙
右卫门所说的“义理规范”更偏于社会外在要求，在他的说服顺序中处
于世俗意见和家人恩情之间；但孙富所说的“伦理秩序”却是中国人最
深层的立身之本。

在听到第三层道理后，李甲茫然自失，向孙富求计，孙富道：“仆有
一计，于兄甚便。只恐兄溺枕席之爱，未必能行，使仆空费词说耳！”公
子道：“兄诚有良策，使弟再睹家园之乐，乃弟之恩人也。又何惮而不言
耶？”在此，男女之情被贬低为“枕席之爱”，而更为崇高和重要的乃是
“家园之乐”，二者的高低顺序排列得清清楚楚。李甲也被孙富一席话
“说透胸中之疑”。

从这一对比中可以看到，在中日两国社会中，“义理”的含义和位置
有着巨大的差异。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义理”，其深度远超一般的社会规
范，乃是人立身之本，是与天道相联的“天理”，而且是被中国传统社会
所公认的“伦理秩序”。也就是说，孙富所讲述的“立于天地之间”的伦
理秩序，是被整个社会公认的“为人的根本”。因此，才会成为被孙富利
用的手段。本文篇首介绍的黄光国、翟学伟等学者的研究指出，人情与
面子是中国社会交往与权力的运作方式。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人情
与面子的基础就在于这一被社会全体所公认的“为人之根本”。而在近世的
日本社会中，由于儒教影响没有那么深远，未能在全社会确定如此具有
普遍性的对人之根本的伦理规定，而是将对人的根本理解更多地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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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的“人情”方面。在《情死天网岛》中，通过治兵卫与小春在人世
间的苦难经历，经由男女之情的最终升华、超越义理的“情死”而抵达为
人的根本。其中，男女之情是通向根本所在的重要道路。这便是中日两个
社会与文明对于“为人之根本”的理解差异。

在此意义上，在伦理化程度与文明化深度上，中国社会要深于日
本社会。正因为这一点，中国社会学对于人情、面子的研究更加注重外
在规范。因为在根本上，中国社会中的外在规范并不是简单的社会性要
求，而是一整套对人的根本伦理规定。也正是这一伦理规范，以及随之
而来的潜移默化的教育，才有了《杨家将》等传统戏剧中可歌可泣的人
物。但是这一套规范化了的“立于天地之间”的伦理秩序，容易遮蔽人与
人之间的“真情”，甚至会被孙富等人利用来谋求自己隐秘的权力和利
益。鉴于这一伦理秩序社会化可能带来的僵化与遮蔽，冯梦龙想重新强
调人与人之间那些“真情”的可贵之处，这正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
意义。而在日本的近世社会，一方面由于没有作为人之根本的普遍伦
理规定，所以在庶民层会出现像太兵卫这样毫无廉耻、完全遵从俗理
的人物，也才会出现如第一幕中治兵卫这样不顾妻子儿女，沉湎于男
女之情的行为。可以说，强调“情”之重要性的日本近世社会，由于缺乏
了伦理规范对于“情”的节制，带来了诸多问题，例如社会生活中不伦
现象的多发以及因情而来的大量越轨和自杀行为。但与此同时，日本
社会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心心相通以及此间的“真情”，则有着更加敏锐
与直接的感受，而且正是在“人情”这一脉络中，他们似乎探寻到了另
外一条走向超越和提升的道路。

这一种对照与中日两国的现代化之路也有着重要关联。关于日本
现代化的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的讨论，即为何日本能够在近世迅速地实
现“现代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没有如中国文明那般沉重的“天理”
负担。日本社会凭借着“热情”，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奋起直追，希望达到
与西方相竞争的水平。因此，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趋新趋快的
取向非常明显，因为现代化过程中各种新理念与传统“天理”之间的冲
突远不如中国激烈。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在面对西方的挑战时，由于
“天理”的重要影响，无论是在接受还是在转向的过程中，都面临重重
艰难。在近代史中，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迟滞和艰难众所周知。
但是，也正因为有着“天理”层面的关注，中国文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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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对传统思想的批判，还是对新的西方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
吸纳，都具有触及文明根本的重要意义。在逐渐探索到“天理”层面的
新的形态的同时，中国社会也在探索和开拓一条适合自身的现代化道
路。

与此相反，日本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生各种迅速“转
向”，从维新政治到政党政治，再到军国主义政治，再到战后的民主政
治。每一次转变似乎都迅速异常、成果丰硕，到头来却又问题重重。而
日本的极端军国主义之所以产生，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在军国主义教育
之下所产生的民众和军人对天皇的“情感”。这也是无数日本军人与民
众在战争及战败后自杀的重要原因。这种军国主义的“自杀”，恰恰也是
本文所论日本“人情”逻辑走向歧途的恶果。

可以说，近世的中国社会与日本社会就像是“情理”这一脉络上对
反的两面。中国社会偏于理的一面，而且“理”所指向的是“天理”，以及
基于此而作为人之根本的“伦理”；相对而言，“情”在作为基础的同时，
更多的是作为一种需要节制的对象。日本社会则偏于人与人之间心心
相通的“情”，并且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情”以及根本性的一体感升华，
超越了作为外在规范的“义理”（低于根本性的“伦理”）。正如前文所
言，这两种途径都有着自身提升的可能，同时也面临各自的问题与困
难。在这个意义上，正因为中日社会之间的对反性质，对日本社会与文
明的细致研究会为我们认识与研究中国社会带来更多的启发与可能
性。在根本上，对日本社会的研究，其意义可能超过纯学术研究本身，而
带有文明层面上互补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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