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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甄后恋情的心理学阐释及与五言诗形成之关系
——— 以木斋相关研究为基础
廖俪琪
（ 台湾国立中山大学 中文系，台湾 高雄 80424）

摘要： 曹植与甄后的恋情被诸多学者视为无稽之谈，但依木斋对曹植、甄后与“古诗十九首”的研究后发
现，曹植的早熟性格与甄后贤淑聪慧的本性易使两人相互吸引，其证据即藏在现存的“古诗十九首”和曹植文
集中。从南宋到清代儒家学者乃至当今学者对这一恋情关系的质疑，皆未能从历史文献出发，而是从伦理道
德角度关注，最终使后代文人将植甄的爱情变成了“好事者捏造为之”的故事，从而遮蔽了十九首的历史真
相，客观上为这一研究引申到心理学、道德学等更为深广的领域提出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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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retation of Psychology about the Romance
of TSAU Chih and JEN Mi and Formation of Pentasyllabic Poems
———Based on MU Jai’s Correlational Research
LIAO Liqi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National Sun Yat － sen University，Kaohsiung 80424，Taiwan）

Abstract： The romance of Tsau － Chih and Jen － Mi is regarded by many scholars as nonsense． But
according to Mu － Jai’s study on Tsau － Chih，Chen － Mi and the Nineteen Ancient Poems，the precocious character of Tsau － Chih and virtuous and intelligent nature of Chen － Mi is easy to make the
two attract each other． This evidence hidden in the extant Nineteen Ancient Poems and Tsau － Chih’
s anthology are found． The Confucian scholars from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even today’s scholars，questioned their relationship． But their query is based not on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documents． It is a banner of ethics，and their affairs ultimately become a tale of “busybody’s
fabrication”by the literati of later generations． The historical truth hidden in the Nineteen Ancient
Poems is closed over． And the study was extended to the more profound fields of psychology，ethics
and science．
Key words： TSAU Chih； JEN Mi； MU Jai； nineteen ancient poems； psychology； ethics

一、概说
木斋近年来以“古诗十九首”为中心的研究，不但使五言诗体起源与发生的历程重新被省视，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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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意外地开启了曹植与甄后间隐密的恋情而被学者们评为“石破天惊”，“让中国文学史不得不重思重
［1］
写”， 但也必然会引发来自相反方向的思考 。古今之于曹植甄后关系之所以不能相信 ，主要出自几个
方面： 1、两者之间年龄相差十岁，李善引《记》所记载的曹植首见甄氏时候仅仅十三岁 ，年龄问题成为后
人接受两者恋情真实性的第一个障碍 ； 2、甄后被曹丕占有之后，曹植与甄后之间则为叔嫂关系，两人之
间再发生恋情关系，则为乱伦，“禽兽之所不为 ”，这是关涉伦理学与道德学等多个学科的问题； 3、曹植
既然明知甄后已经成为自己的嫂子 ，则即便是仍然心存爱意，但事关人伦名誉，也应该压抑克制，怎么可
能反而将自己的一生大业毁在这一乱伦的爱情之上呢 ？ 这又关涉心理学问题。
曹植、甄后关系已非单纯的个人隐私，而是涉及“古诗十九首 ”等一系列诗文的作者问题，不得不加
以辨析。观曹植文集中最直接表述与甄后有关的为《洛神赋》，李善所引之《记》： “魏东阿王，汉末求甄
［2］（ p269 － 270）
将植、甄恋情视为传说
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
［3］（ p6）
故事的学者一方面持客观上将植 、甄双方相距十岁视为不合理的现象 ，
相恋则需年龄相仿； 另一方
［4］（ p13）
若相恋乃是皇室丑闻、有辱国威的行为。 但，王力在《中国
面就道德伦理上认为两人是叔嫂关系 ，

语言学史》中论及李善由于师承曹宪，所引之注非常渊博，在考证的工夫上除平稳无疵外，与其他当代
［5］（ p115）
的注相较起来，可信度很高。
又，从曹植为手足、好友及爱女之所作《野田黄雀行》、《释思赋》、《叙
愁赋》、《金瓠哀辞》、《行女哀辞》可知其重情重义的性格，却一生未为其妻崔氏或岳丈家族留下任何作
品； 若求甄逸女不得之事属实，以曹植的浪漫天性不可能未就此生唯一的至爱留下记录 ，且明帝驾崩之
前又刻意对其文集做了删动，则唯一可能的是其中必然涉及有辱皇室尊严的隐情 。是故，经过木斋长期
对“古诗十九首”与曹植文集的研究梳理后发现，原本看似毫无关联的作品中，竟隐藏了诸多关于植、甄
互诉衷情的线索，使其真实性逐渐清晰。
本文以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 》及《采遗芙蓉： 曹植诗文中的爱情意象———兼论建安十
六年对曹植的意义》等篇章为架构，分析曹植文集中目前已梳理出涉及与甄氏相关的作品。 其后参照
游恒山《心理学》、郭静晃《青少年心理学》与陈秉璋《道德社会学 》等书，解释曹植于十三岁时首次遇见
甄氏即倾心的说法与曹植有违常理的行为是否仅为例外 。又，甄后兼美貌与良善，虽与曹丕结为连理，
［6］
但却始终未能苟同政治家曹丕作为 ，而曹植未以争夺王位只求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为理想 ， 加上从
建安十六年开始大量创作《愍志赋》、《感婚赋》、《静思赋》等与“古诗十九首”中《涉江采芙蓉》、《西北有
［7］
高楼》等不断向甄氏吐露自己澎湃情感的诗文， 使甄氏无法不正视曹植自建安九年至十六年间情感
的积累。甄后于黄初二年中被赐死，却依然不减曹植对她的思念与牵绊。 叙述人类最原始的本能“爱
情”与社会约定俗成的“道德”，成为植、甄永远无法跨越的障碍。

二、木斋研究下的植、甄恋情
历来学者对曹植与甄后间恋情产生质疑的论点依李善所引之《记》： “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
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围绕着曹植与甄后年龄上相差十岁的距
离，认为“相恋则需年龄相仿”始能言之有理，却未能详考曹植与甄后首次相识之情况 。 赵幼文《曹植集
［8］（ p657）
是年曹植十三岁，李善引《记》言曹植求甄一事，应当为此
校注》： “建安九年，邺定，家属迁居邺。”
年，于此之前，植、甄两人并无交集。 则问题是，“十三岁的孩子懂什么是恋爱吗？”或是“有办法辨别什
么是‘爱’吗？”对于建安十九年曹植夜冲司马门与建安二十四年曹操派植去援救曹仁 ，植却因酒醉而未
能受命等有违曹植谨慎、意欲建功立业抱负的行为，只是出于未经思考过后的冲动，还是能确信这是他
为了自己与甄后之间的爱情所作出的勇敢 、负责的决定？
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一书除对于“古诗十九首”创作年代与作者有非常详尽的考究 ，
挖掘出十九首绝大多数乃出自于建安后期的子建之手 ，而非一般认为的东汉末期的文人诗歌 ； 更重要的
是对于我们理解曹叡为何需删改曹植著作有极大帮助──“植、甄恋情 ”的线索即潜伏于此。 此外，木
斋认为王沈的《魏书》和鱼豢的《魏略》此两种史书早于《魏志》，提供了比陈寿《魏志 》更为真实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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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体现了甄后、曹植、曹叡、卞太后、曹丕等多人的言行，故若能将上述史料与“古诗十九首 ”相连，便
［9］
能更接近植、甄之真相。

三、以心理学观点分析十三岁的曹植人格
前文叙述，植、甄首次相遇为建安九年，植十三岁、甄后二十三岁，以西方心理学中人类心智的发展
1856
历程，分析于十三岁时认知的表现与展现的行为反应 。据精神分析学者弗洛伊德 （ Sigmund Freud，
－ 1939） 、认知发展论的皮亚杰（ Jean Piaget，
1896 － 1980） 、心理社会发展论的艾力克森 （ Erik Homburger
Erikson，
1902 － 1994 ） 与其后延续皮亚杰理论的道德发展论者 柯 尔 伯 格 （ Lawrence Kohlberg，1927 －
1987） 对人类各发展阶段的分期，都认为十三岁的年龄已是进入青春期的开始 ，不仅是在身体上开始出
现生长陡增（ pubescent growth spurt） 的阶段，心理上也相应与之变化。
（ 一） 早熟的人格
［10］（ p210）
“魏陈思王植，其源出于《国风 》。
历史上对于曹植的才华赞誉有加，“陈思之表，独冠群才 ”、
［11］
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 曹植也早显露自己不凡的风范，“年
［12］( 卷十九)

［8］（ p153）
“仆少小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 ”。
可知
曹植对其文学方面的后设认知具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而文学技巧要造就如此璀璨的光芒 ，除了先天人格

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

与气质上的特色外，后天环境也很重要。每个个体生长与成熟的速度虽快慢不一 ，但曹植能著文展己身
文采，则必定对“自我形象”具有逻辑思维的概念，建安十六年铜雀台的建成与其后陷入对甄后的爱慕 ，
更是不容置喙的影响因素。
弗罗伊德认为个体所拥有的道德观念 ，以及其所表现之道德行为，并非一般所讲理性的产物，而是
［13］（ p117）
而在
非理性的情绪性动机，在个体人格发展中，经过相当复杂的转折与调适过程所衍生的产物。
人格发展的结构分析上，本我（ id） 、自我 （ ego） 与超我 （ super － ego） 三者在道德社会化的情绪性动机之
解释上是具有代表的理论。本我是与生俱来生物性的性欲力 （ libido） ，性欲力为人类最主要的本能欲
望，亦是成长的驱力。自我是超我与本我间折冲与调适的自制力或自控力 ，依据现实环境的不同而作出
判断。重点在于“超我”会发展出两大系统，其一曰良心或良知 （ conscience） 系统，专门督责个人不做社
会所不容许的行为； 其二曰自我理想（ self － ideal） ，鼓励或提升个人去追求社会所赞许或期待的价值目
［13］（ p118 － 121）
标。
观曹植《美女篇》、《盘石篇》、《白马篇》、《求自试表》等作品，皆展现出气宇轩昂、雄心壮志，愿效忠
王室，为国家贡献一己之力的企图，此即为曹植个人对于“超我 ”人格的期许，不论是其父曹操、其兄曹
丕，到最后曹叡在位期间，屡次遭受打压与挫败的情境中，却始终倾尽全力的表露自己的心志。 但另一
方面，曹植的良心与良知也是让他二十余年的半生岁月痛苦不堪的来源 ，能让他放弃争夺王位、放弃经
世济民、放弃建功立业的企图，即是他此生唯一只爱过的兄嫂──甄宓。 曹植的浪漫个性，为了实现一
生所追求的爱情而放弃理想，做出许多有违本性的行为。
其次，认知发展理论先驱皮亚杰认为在个体的思考历程与环境之间产生一个均衡和谐的关系 ，称之
为认知平衡状态（ cognitive equilibrium） ，达成此状态的历程称之为平衡。而在个体的思考模式与环境之
［14］（ p135）

进
间所产生的不平衡状态会促使它们进行心智调适，以产生新经验，进而恢复认知的平衡状态。
入青春期的青少年在认知发展的过程中已经能作形式运思的抽象思考 ，对于现实环境中的考验能作假
设与逻辑性的推理。曹植出生于骁勇善战的曹氏家族，环境迫使其必须被训练为文武双全之人。 且早
期医疗卫生技术与保健观念并不发达 ，出生早夭、英年早逝并非特殊，使得人类在寿命有限的情况下必
须及早准备传宗接代，十五、六岁论及婚嫁的情况相当普遍。曹植在面临征战沙场的生死情状与对时间
消逝的感慨，必然在面对世事的乖舛上会有较多的沧桑 、成熟心态。
全人发展的历程必然脱离不了环境熏陶的作用 ，心理社会发展论的艾力克森认为个体在发展上所
遭受的社会问题要比生物问题来得重要 ； 在生命过程中，个人必须与社会不断地接触，然后经历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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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冲突，他称为社会心理危机（ psychosocial crisis） 。而“成长”即是克服冲突的过程，人们如果能够克服
［15］（ p327）
每一阶段的危机，那么人格的发展就较为健全。
在青少年阶段所需克服的任务是在扮演多种不
同角色中找到个人的认同感，曹植在青春时期跟随其父东征西讨与邺下六子冶游唱和 ，创作出了许多璀
璨华美的诗文，可以说在有曹操的保护下，青少年的曹植生活是相当恣意逍遥的 ，直到遇见了甄后，开启
了他的另一种柔美浓烈的文学特征 。
在个体道德发展的历程上，每个阶段会有所依赖的基础而有不同的特色 。 最低层次的推理是建立
在自我利益上，进而会以获得接纳、遵守规范为标准，再者则追求社会、伦理、正义的价值为目标。 柯尔
伯格所提出的道德阶段模式会遵循以下四个原则 ： （ 1） 个人在既定时间中只能处于这其中一个阶段；
（ 2） 每个人都以固定的顺序经历这些阶段 ； （ 3） 每个阶段都要比先前的阶段更为复杂，也更具包容力和
理解力； （ 4） 每种文化都呈现出这些相同的阶段 。据此，前文论及曹植个人的自我理想所展现的政治企
图是很鲜明的，能够尽己之力、一展长才的目标是他对自我实现的期许 。若李善之注真是空穴来风的传
说，则很难找到才思敏捷之曹植为何会有“夜冲司马门”与“醉酒未能受命”的解释。
（ 二） “夜冲司马门”、“ 醉酒未能受命”
司马彪《续汉书》： “修与临淄侯曹植饮醉，共载，从司马门出，谤讪鄢陵侯彰。 太祖闻之，大怒，故遂
［16］（ p30）
收修杀之，时年四十五矣。”
表面上是曹植与杨修一时因饮酒而醉才有驰车出司马门之荒诞行为 ，
然曹植之《酒赋》： “余览杨雄酒赋，辞甚瑰玮，颇戏而不雅，聊作酒赋，…… 此乃荒淫之源，非作者之事。
［8］（ p125）
故曹植知酒乃“荒淫之源 ”，是“先王所禁，君子所
若耽于觞酌，流情纵逸。先王所禁，君子所斥。”
斥”，此番饮酒行为显然是明知故犯的举动 。 又，出司马门亦非是酒酣耳热之际所起贪玩之心，《节游
［8］（ p183）
赋》中言： “愈志荡以淫游，非经国大纲。罢曲宴而旋服，遂言归乎书房。”
植平生既非饮酒不知节
度，又非沉溺于纵情游乐之人。相反的，曹植本是天资聪颖且深思熟虑之人，对政治抱以“吾虽德薄，位
［8］（ p154）
为藩侯，犹庶几力戮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 ”
的心态，且曹操亦对这从小才高
八斗、能骑善射 的 曹 植 寄 予 厚 望。 然“植 尝 乘 车 行 驰 道 中，开 司 马 门 出。 太 祖 大 怒，…… 而 植 宠 日
［12］(
衰”， 卷十九) 此番唐突的行为，大大打击曹植在曹操心中的地位，“自临淄侯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
［12］(

令吾异目视此儿矣”。 卷十九) 若曹植只是为了不与兄争夺王位而有此行径，则大可于平时就表现得饮
酒不节、诳诞任性，未衷心于国政之事，既可落得清静闲适，更可与其兄曹丕和平共处，又何必于此之际
特意做出违反常理之事？
再者，《魏志》载建安二十四年，“太祖以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欲遣救仁，呼有所敕戒。 植醉
不能受命，于是悔而罢之。”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 “植将行，太子饮焉，逼而醉之。 王召植，植不能受
［12］(
王命，故王怒也。” 卷十九) 透过曹植作品了解其人格特质、认知与价值判断上，不大可能容许自己犯下
如此重大过失。曹植非是会酒醉误事之人，加上不可能未加察觉其兄丕意图鲜明 ，除非曹植自身愿意牺
牲犯下如此罪行外，很难找到其他原因以解释行事谨慎负责的曹植愿自毁前程 。

四、甄后态度与立场的明朗
［12］(
史载甄后“姿貌绝伦”、“文帝就视，见其颜色非凡，称叹之 ”， 卷五) “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
……昼思夜想，废寝与食”，皆感叹其美貌。 然甄后非仅虚有外表，其学识涵养与坚毅良善的性格更是
［12］(
不容置喙。“古者贤女，未有不学前世成败，以为己诫，不知书，何由见之？” 卷五) “天下兵乱，加以饥
［12］(
馑，百姓皆卖金银珠玉宝物时，后家大有储谷，颇以买之。…… 振给亲族邻里，广为恩惠也。” 卷十九)
［12］( 卷十九)
“待之当如妇，爱之宜如女。母感后言流涕，便令后与嫂共止，寝息坐起常相随，恩爱益密。”
即
便为后，仍保有贤淑无私之心。《魏书》： “后宠愈隆而弥自抑损，后宫有宠者劝勉之，其无宠者慰诲之，

每因闲宴，常劝帝，言‘昔黄帝子孙蕃育，盖由妾媵众多，乃获斯祚耳。 所愿广求淑媛，以丰继嗣。’帝心
［12］(
嘉焉。” 卷十九) 甄后聪慧、仁爱本性对照以权力为中心的曹丕 ，政治家心态看在甄后的眼中必然是痛苦
不堪。首对己从袁绍宅第中的强夺之，其后更对手足及其党羽赶尽杀绝的残酷 ，就甄后在天下饥荒之时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92

2013 年

能以谷梁赈给亲族邻里，展现悲天悯人的个性，怎能苟同自己的枕边人有如此作为？ 《三国志 · 甄后
传》中记载： “黄初元年十月，帝践祚。践祚之后，山阳公奉二女以嫔于魏，郭后、李、阴贵人并爱幸，后愈
［12］(
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始赐死，葬于邺。” 卷十九) 资料可信度令人质疑。
相较于曹丕的野蛮，曹植在十三岁首见甄后时，已显现“善属文”的特质，《太平广记》载： “甄后慕曹
［17］( 卷三百一十一)

甄后既是才女，又眼睁睁看着曹丕对曹植一步步的逼迫，于情于理都必然与曹
植产生更多 共 鸣。 然 木 斋 指 出，所 谓 植 甄 隐 情，并 不 一 定 意 味 着 两 人 之 间 有 男 女 之 间 的 越 轨 行
植之才调。”
［9］（ p175）

更重要的是在曹丕、曹叡及其公卿大臣的认知，若他者信誓旦旦，则最后必然出现湮灭和窜改
攸关两人恋情的记录，且不单仅限于曹植文集，甄后的作品亦是。《乐府诗集 》载《塘上行 》于魏武帝之
为。

下，实则为甄后所作。而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应为曹植的回复之作。 虽然两人恋情的实际情况至
今已无法获得全貌，但曹植自建安九年至十六年间，不间断地书写《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西北
有高楼》……等环绕甄氏为主题的诗文，又刻意在曹操面前做出令其失望的举止 ，作为可能换取他与甄
后的幸福。这些行为使得甄后再也无法不正视曹植对自己的心思 。 建安后期，甄后便不断地向曹丕表
露“广求淑媛，以丰继嗣 ”，又自言其“愚陋，不任粢盛之事，加以寝疾 ……。 玺书三至而后三让，言甚恳
［12］(

切”的心态， 卷五) 展现倾向曹植的立场。此外，除《塘上行》与曹植有关外，《冉冉孤生竹》、《迢迢牵牛
［9］（ p247）
“冉冉孤生
星》……等亦可能为其所作，其中尤以《冉冉孤生竹》表达情爱最为直白、迫切与露骨。
竹，结根泰山阿。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思君
令人老，轩车来何迟。 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 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 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
为。”其中之“兔丝、女萝”意象，代表了自己日日时时期望能与心上人新婚，就像是那纤细柔弱的兔丝，
就像是不得不攀附于孤生竹枝干的女萝 。而“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 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 ”，暗
示着随时间的快速消逝，除了自己盛颜的美貌不再之外，亦表达了两人的恋情是否再不努力把握，转瞬
之间即可能被他人拆散，化为烟缕？
在甄后以言辞、行动响应曹丕的诏令和为文响应曹植之前 ，势必做了相当大的挣扎，尽管曹魏的社
会相较于汉代以儒家礼教为圭臬的风气不那么兴盛 ，但伦常观念是早已根深在华夏人民生活之中。 甄
后自幼为知书达礼之人，必然知晓两人若有过于身份的举止，则无法回避旁人龃龉的结果出现。 此外，
曹丕与曹植之间敌对较劲的紧张 ，甄后定看在眼里，更何况曹丕乃堂堂一国之君，甄氏名义上是一国之
后，若选择了曹植，势必更加深曹丕对曹植厌恶的态度 ，最后，甄后成为了牺牲者。

五、曹植与甄后的爱情是否合于道德
“道德”是什么？ 要据“道德”本身下定义非易事。中西方传统哲学所谈论的道德、中国儒道所谈论
的道德、建安与宋代所谈论的道德在本质概念与实质内涵上就有极大的差异性存在 ，可知“道德 ”并非
一永恒不变的标准定律，它随空间、时间与立场不同而转换。 我们暂时以“人类在特定时空下，在日常
［13］（ p350）
生活中社会大众所共同接受或接纳的行为准则与理想行为 ”
作为道德的通行定义。 而道德是人
类所创造的，并且依靠它转化成为社会性共同生活的准则 ，具有符合当下时空背景的普遍性，但亦只能
作为一种概括的规范，因为每个人的道德概念、形式与内涵又有分歧，并非人人都具有相同的标准，因
此，道德隐含有更多人性的思维与价值判断 ，非同法律一般能轻易将是非对错判分为二 。
历史上的建安时代是个开放、自觉的时代。曹操易代革命，所革命的并非只是形式上的改朝换代行
［9］（ p80）

这些创新不仅造成了政治
为，更重要的是他在思想上对经学思想的解构和新的通脱思想的建构 。
，
，
，
上的变化 更使文艺与人民的思想勇于突破 在这样的风气下 三曹六子引领了五言诗新的范式 ，其后的
山水、游宴、女性题材伴随着新兴的清商乐而起，潇洒不拘的风格，是建安时代脱俗的表现。 但另一方
面，却也造成了曹丕在上定冀州屯邺，舍绍之第后，对甄氏“登其堂，游其阁，寝其房 ”的行为，更在曹操
［18］（ p364 － 365）
即便曹丕一人
逝后“悉取武帝宫人自侍”，而卞太后见之，叹曰： “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应尔！ ”
行为非能概括总体而论，但与植、甄恋相比，后代文人加以评判的却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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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来许多文人认为曹植与甄宓有染 ，并私生明帝。甄宓于黄初二年赐死，次年曹植自京赴藩，过洛
水作《感甄赋》，后明帝更名为《洛神赋》。此说始于唐，又，李善在《昭明文选 》题下所作之注解，更使后
［19］（ p186）

若要回应曹植十三岁，甄后二十三岁的
世文人多信以为真，如李商隐、元稹等人之诗文皆提及。
爱情是否可能，笔者认为年龄的条件并非具有足够的说服力视植 、甄恋情为不可能。元稹爱上大自己十
［20］（ p41）

历史上男女岁数相隔之多却依然深爱对方的例子众多，爱情
岁的薛涛、明宪宗朱见深与万贞儿，
之间，是存乎两人是否有意，年龄似乎不是必要条件。然而，综观对植、甄之恋驳斥的理由，实际上这段
恋情最大的阻碍是一条所谓“道德”的防线。
［4］（ p13）
清何焯《义门读书记》： “自好事者造为
宋刘克庄《后村诗话》： “好事者乃造甄后事以实之。”
。……
感甄无 稽 之 说
小 说 家 不 过 因 赋 中 愿 诚 素 之 先 达 二 句 而 附 会 之 。 …… 感 甄 名 赋。 其 为 不
［21］（ p883 － 884）

清丁晏《曹集诠评·洛神赋》引方伯海： “以名分论，亲则叔嫂，义则君臣，岂敢以‘感甄 ’
［22］（ p12 － 13）
宋代理学大盛，朱熹更将封建的伦理道德与三纲五常等，作为万古长存的先
二字显形笔记。”
恭。”

［23］（ p210）

“存天理，去人欲 ”的口号，理所当然地箝制人
验的最高原则，要人从万事万物上认识和实践它。
心之本质与自由，任何问题都必须在谨奉“道德 ”的界线之下为解答，爱情亦无法不受到责难。 而清代
学术思想的氛围亦多受宋明影响，“经学即理学，舍经学无理学 ”，讲求无征不信、不尚空言，为考证而考
证的治学方法，理当对前代所遗留下来关于植、甄恋情的讨论结果，必然深信不疑，故植、甄之间，在宋、
清人的眼中，更能顺理成章地挥舞着“辈分”的口号，将两人的关系变成了所谓“好事者捏造”与“小说家
不过因赋中愿诚素之先达二句而附会之 ”的结果。但爱情本该是划归于道德之外。史书记载曹植在曹
操面前求甄的行为必定具有相当之可信度 。若非如此，依甄氏为曹丕之妻，曹丕与曹植敌对的态度，两
人的关系原应仅是单纯的叔嫂，又或者两人是冰冷、紧张的谨守辈分之别。 而甄后与曹植皆饱读诗书，
不会不知这其中的界线，若植、甄两人的关系是空穴来风，后代的文人士子是很难刻意将两人牵连上 ，且
难解释在曹操欲立曹植为太子的情况下 ，为何刻意做出“夜冲司马门”与“酒醉未能受命 ”的举止。 陈秉
璋《道德社会学》： “当一个人做错了事，或是挣扎着不去做某种违规之事的时候，总会产生两种不同的
反应： 其一是内在情绪感觉之反应； 其二是对该行为的外在表现。就内在的情绪感觉而观，它主要包括
了恐惧、罪 恶 与 惭 愧 等。 …… 其 所 表 现 的 外 在 行 为，往 往 包 括 了 下 列 三 种，忏 悔、补 偿 与 自
［13］（ p138 － 139）
责。”
曹植在自知爱上了兄嫂之后，就背负着补偿的心理与曹丕交涉。为了爱情，曹植放弃了
建功立业的渴望，拱手把皇位让给了曹丕作为交换 ，直到甄后逝世仍不断地思念与悲痛，这些过程确实
散落在曹植作品的字里行间。更重要的是，若两人真是君子之交、以礼相待的态度，那又如何解释甄后
被曹丕赐死的罪状是有违甄后本性的理由 ？ 还有为何曹叡在临死前特意对曹植文集作删改 ？
综观而论，木斋从建安六朝文学的视角下，重新审理了文学作品的推演，进而发现“古诗十九首 ”的
创作以东汉文人的水平来说是不可能成立的 ，经过多番比对后，十九首中的语汇和暗喻吻合建安时代的
风貌，再就曹植其人及其作品做深入剖析 ，史书记载上将甄后的死因描写得如此含糊，又刻意把曹植文
集做改动，分明是想掩盖某些事件的行为。笔者以木斋对曹植的研究为基础 ，就心理学的角度尝试说明
才思敏捷的曹植在十三岁初见甄后时就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思考及判断的能力 ，十三岁有欣赏、爱慕的
对象并非不可能； 而面对曹植自建安九年到十六年不间断地表现出对甄后的喜爱之情 ，甄后似乎也动摇
了。在这七年的过程中，两人的往来都被一条隐形的“道德 ”界线所捆绑，这条线起先存在于两人的身
份之别，尔后存在于曹丕所埋伏在曹植身边的朝中大臣眼中 ，即便是两人都已成为历史，宋、清文人依旧
高举着“道德”二字，视植、甄恋情为无稽之谈。道德标准固然是人类群体生活下的产物 ，但它却不应是
箝制“爱情”的枷锁，追求爱情是人类与生俱有的基本权利，亦是人的本性、本质共同存有的因子，它不
存于道德的范围中。更何况，相较于曹丕抢夺甄后、纳曹操的后宫为己有的行为，曹植与甄后的爱情才
更应该是被予以祝福和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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