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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报恩题材十分丰富，近 20 年中国古代文学报恩母题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研究
内容上，从报恩故事的结构类型研究向报恩故事的文化内涵、来源及报恩方式研究纵深拓展； 研究领域上，呈
现出由民间文学逐渐向文人文学、通俗文学研究移植的趋势； 研究对象上，由民间故事的“动物报恩型”研究
逐渐扩展到植物报恩、女性报恩、精怪报恩、鬼魂报恩、乞丐报恩等多个类型，注意揭示佛教文化、本土恩报伦
理等深刻影响，以及作家文人的理想追求的报恩文学史实践。报恩主题的民俗学、社会学方法往往遮蔽了更
多理论方法的运用，失之于简单化与平面化。作为一个跨学科性质很强的母题，其全面的、综合性的研究仍相
对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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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iterary works of gratitude themes in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are very abundant，
which have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cademic attention in recent 20years． In the research contents，it
changed and developed from the research of structure types to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story，
the source and the research of gratitude way； In the research themes，it showed a research trend of
gradual transplantation from folklore literature study to literati literature and popular literature； In the
research object，it gradually expanded from “animal gratitude type”research to plant gratitude，female gratitude，monsters gratitude，ghosts gratitude，beggar gratitude and many other types． It revealed
a profound impact of Buddhist culture，local grace gratitude ethics，as well as the ideal and pursuit of
writer literati’s gratitude practice of literary history． The approach of folklore and sociological in gratitude theme often obscured using more theoretical approach，and losing in the simplification and complanation． As a motif of highly interdisciplinary nature，its comprehensive，integrated research is still
relatively w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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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报恩题材十分丰富 ，早在《诗经》时代就已出现“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 ”，明确
表达出受恩必报、报大于恩的儒家传统文化思想。报恩母题在古代口头民间故事、寓言、传说甚至在书
面文学产生以后的整个古代文学发展中承担了重要的份额 ，与中国文化一直有着很强的关联性 ，并与其
他文化一样具有传承性，驱动着人们的行为，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近 20 年来，报恩母题逐渐引起学者的
1993 年以前，相关的研究文章只检索到两篇； 1994 年至 2004 年，研究者逐渐增多，但相
注意，总体而言，
关研究文章大致也只检到 8 篇； 2005 年至今，研究视野扩大，研究方法推新，成果相对增多。 为了便于
论述，本文拟对以上三个时间段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

1993 年以前 报恩母题研究的成果及维度
一、
1993 年以前，大陆对报恩故事专题研究寥寥无几，但从国外学者对中国民间故事的类型归纳中可
窥见报恩母题的影子。20 世纪二十年代，钟敬文先生就指出中国古代“动物报恩系 ”传说故事非常发
达，如“蜈蚣报恩型”，及隋侯救蛇得珠、杨宝救雀子孙四世为三公等。 德国艾伯华编撰《中国民间故事
类型》提出“蛇报恩”，在故事情节上与钟敬文提出的大致相同： 有人曾帮助过一只动物，当人处于生命危
险时，
这只动物前来救助。这种故事类型在演变过程中，报恩的动物角色出现过老虎、蛇、青蛙、狗、狼、狐
狸、
燕子等，
但情节结构大致没变。艾伯华认为中国 18 世纪末已出现这个类型，“这个民间故事最早可能
［1］（ p33）
丁乃通先生《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将动物报恩的故事归纳为六类，即
是关于蜈蚣的那个故事”。
“156B* 女人做蛇的助产士”、
“160 感恩的动物忘恩的人”、
“201E* 义犬舍命救助”、“201F* 义犬卫主，为
［2］
“554 感恩的动物”、
“554D 蜈蚣救主” 等，
可见动物报恩故事在民间流传之广。
主复仇”、
丁乃通将近 100 则龙女故事归纳为“555* 感恩的龙公子 （ 公主）”、“592A 乐人和龙王”、“592A1*
煮海宝”三种类型，明确了龙女报恩这一母题与故事类型 。在大陆学界，较早对龙女故事母题与类型划
分的学者是阎云翔，他将龙王龙女故事归纳为“感恩的龙女 （ 或龙子、龙王 ）”、“龙女与凡人婚配”、“张
［3］（ p378）
进一步完善了龙女故事母题与类型划分的
羽煮海”、“祈雨行雨”、“龙王龙女助人 ”等五种类型，
工作。我国龙女报恩的故事，是在印度佛经龙王龙女故事影响下产生的 。 较早提出龙王龙女故事印度
影响说的学者是霍世休。1934 年他指出唐传奇中龙女“不是中国地道的土产，而是外国 （ 印度 ） 输入的
［4］
洋货”。 白化文梳理出龙女报恩故事从佛经进入唐宋传奇的演化过程 ，认为龙女报恩题材的报恩故事
来源于由佛陀罗和法显所译《摩诃僧袛律》，后被收入《经律异相 》卷四三之《商人驱牛以赎龙女得金奉
［5］
亲》，总结出“写龙女报恩，今所见始于此篇”。 后来很多学者都认同这一观念，它提供的“施恩———报
恩”的叙事模式为后世龙女故事所继承和发展，如唐传奇《柳毅传》《广异记 · 三卫 》，元杂剧《柳毅传
书》，为中国以报恩为母题和类型的小说戏曲乃至宗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刘守华《中印龙女报恩故事
之比较》认为“中国唐以后在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中盛传的龙王龙女故事 ，并非直接由古代关于龙的叙
说演化而来，它是见于印度佛经的上述龙女故事传入中国之后 ，人们运用艺术匠心将中印两国龙的形象
［6］
加以巧妙融合进行再创作而构成 ”。 研究者们多角度严密地论证了汉译佛经中的龙王龙女故事对中
国龙故事的影响。这一时期大多集中在对民间故事的研究上 ，且多是对动物报恩故事的类型研究 ，是开
创性的，也是基础性的。1992 年，笔者曾评述中国古代文学中恩仇情感线索纠葛的状貌及其对中国古
代文人心态的影响、传统文化心理对文学体裁的渗透，及对文学主题潜在趋向的影响。这是最早将报恩
［7］
母题研究从民间文学引入文人文学主题史研究领域的文章 ， 对于扩宽研究领域有较大意义。

1993 年至 2004 年 报恩母题研究的转向
二、
这一时期学术界对报恩故事的研究范围逐步扩大 ，研究方法增多，研究的内容也逐渐从报恩的类型
结构向报恩故事的文化内涵纵深扩展 。对报恩故事的研究由最初大多集中在寓言 、民间民俗故事，逐渐
向古代文人文学移植。
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史》继承丁乃通观点，将龙女故事类型划分为“感恩的龙子和龙女”、“乐人和
［8］（ p664）
徐迪南将“动物报恩型”归纳为： 善人深怀仁爱之心，救助困境中的动
龙王”、“煮海宝”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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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 动物则知恩图报，日后必设法答谢其救助之恩。 顾希佳通过对古代典籍文本和当代采录文本的梳
［10］
理和比较，勾勒出“蜈蚣报恩”型故事的结构特征和流变轨迹。 孟芳通过对中日动物报恩的民间故事
“金鸡报恩”进行比较解读，认为中国文化的报恩思想具有强烈的理性色彩，以德报德，注重“道”“德 ”
“孝”等形而上的价值标准与报恩行为的一致性。 并指出中国的报恩实际上是“一种利益的交换与完
成”，施恩者的“施”与报恩者的“报 ”紧密联系。 而日本式报恩对施恩者的“德 ”没有要求，呈现出报恩
［11］
行为缺乏根本原则指导和简单化 、直线化的思维方式。
许多学者集中发掘报恩故事的恩报伦理内涵，苏兴先生从《刘宾客嘉话录 》入手探讨两个问题： 一
是虎报恩类的故事，是民间传说类故事的分枝，可看成寓言或民间故事； 二是从虎报恩简单粗糙的
［12］
“话”，到情节较复杂婉转的话本小说，反映着中国短篇小说发展历史轨迹。
徐兴菊试从《柳毅传 》文
本入手，结合历史上其他写恩报的作品，从施恩、受恩双方具体分析其所阐述的恩报伦理内涵 ，借龙女报
［13］
恩故事宣扬了有恩必报、以德报德，报大于施，施恩不图报的恩报伦理文化。 笔者曾撰文认为古代动
物的复仇母题，屡屡展露着动物的知恩图报，指出灵畜为恩主复仇，反映出传统社会特定的君臣、主仆关
［14］
系，
亦印证出根深蒂固的恩义伦理复仇意识及恩仇必报 、正义必胜信仰形成的复仇逻辑， 深化了文学
对人性的反思批判，拓展了复仇恩报模式的深刻寓意，并阐释了唐代诗人的侠之恩遇观，报恩与复仇共
［15］
同构建着中国古人的深层文化心理 。 而唐代恩报之于复仇的意义，早已超出具体作品的个别性意义，
偏重发掘恩仇之间的有机联系的伦理统一性 。 汪玢玲先生《鬼狐风情——— ＜ 聊斋志异 ＞ 与民俗文
［16］
化》 把鬼故事分为七大类型，其中涉及到“感恩图报型故事 ”和“轮回果报型故事 ”，虽没有对每一类
进行深入研究，但提供了一个较新的研究角度。

2005 年至今 报恩母题的研究现状
三、
2005 年至今，对报恩主体的研究范围逐步扩大，研究对象已经涉及了动物报恩、植物报恩、女性报
恩、精怪报恩、鬼魂报恩、乞丐报恩等多个方面。研究者大多以明清文学中的报恩故事为重点 ，研究报恩
故事来源和报恩方式。
（ 一） 报恩故事产生原因。现有研究将报恩母题成因归结有二，一是佛教思想的影响，二是社会环
境和文人作家的伦理理想追求。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 “经过中国文化的消融，不管在哲学上，还是
在政治伦理观或宗教观上，都变异了内容，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六朝志怪到明清的神魔、
［17］
因果，几乎没有哪一部伟大的文学创作不与佛教的影响有关 。” 在佛教众生平等、有情众生、因果轮回
观念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系列的故事类型 ，如报应故事、轮回故事、佛法崇拜故事等。在佛教徒看来，动物
与人类同列，有时候甚至具备连人都不可比拟的道德和义行 ，因此动物报恩故事作为报应故事的一种，
遂成为佛经水到渠成的表现内容 ，刘慧卿重申，佛经写动物报恩主要有《六度集经》《杂宝藏经》卷四“沙
弥救蚁子水灾得长命报缘”等五则，以及《经律异相 》卷四四引《阿难现变经》“慈罗放鳖后遇大水还济
其命”等，这些故事叙事格套即某人救出陷入绝境的某个人或动物 ，动物事后以各种方式报恩，而被救
出的人却往往恩将仇报。佛经所载动物报恩故事往往在对比中展开 ，传达出善有善报、人不如动物的主
［18］
题。 正如德国学者温德尼滋《印度文学与世界文学 》所说： “这个报恩禽兽与负恩的人的故事是在世
界文学中传播激光的。不过只有在印度的佛教文学中，我们发现一整套这一类的故事，其中都有一个动
物———往往是象———用 它 的 恩 义 使 不 如 它 的 人 蒙 羞。 对 于 这 一 类 的 故 事 的 印 度 来 源 是 无 可 置 疑
［19］（ p191）
的。”
刘卫英从金庸小说动物求医报恩母题追溯佛教文献渊源，认为侠以疗病医伤救助动物，蒙“侠义
［20］
”
兽 报恩的故事，可能受到西域传来大象求医报恩的佛经故事启发 。 相关佛经故事如唐代初年玄奘
《大唐西域记》叙述病象被沙门疗救后赠金、赠佛牙事，但我佛慈悲，为中国小说误读为接受恩惠的动物
的报恩行为。笔者也认为《聊斋志异 》中动物报恩母题故事可能直接受到佛经动物报恩的故事的启
［21］
发。 许彰明强调，龙女报恩故事在口头传承 （ 民间故事 ） 和书面传承 （ 文人抒写 ） 中交相融会变异，逐
渐本土化和世俗化。探讨宋代龙女报恩型故事，即放龙获报和鱼龙变幻所体现的世俗化演变 ，可逐步厘
清文人文言小说与市民话本小说逐步合流的脉络 ，能体现出一种鲜明的时代特色，对理解与把握龙女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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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在口头与书面传承互动演变轨迹有益 。 黄贤从唐传奇和佛经文学两个层面考证元杂剧柳毅传书故
［23］
事的源流，认为从唐传奇到元杂剧，龙女形象神异色彩淡化，世俗性增强。
特定地区的文学往往是该地区历史和社会演进的结晶 。文学作品的创作和题材的选择，总是与作
家所受的社会影响和自身创作目的息息相关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德报德、有恩必报、赏善罚恶的劝善
命题。笔者认为满族文言小说中的报恩母题产生于清初统治者的推恩政策 ，女真民族喜爱畜牧业，尚合
［24］
群，以真诚待物待人的传统，以及满汉报恩习俗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孙琳、刘金锁运用生态伦理学理
论，强调了满族民间动植物报恩故事中蕴含的敬畏自然 、万物平等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伦理观
［25］
念。 冯媛媛以《三侠五义》为例，结合先秦的游侠传统以及侠义小说中的“侠义精神 ”的变迁，着重探
讨了晚清侠义小说中，侠客对清官“依附 ”的主要原因，来自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的“还报 ”传统，并在
［26］
“报”中实现了其人格价值。
梁玉金认为中国古代灵异报恩小说在历时性的发展中展现了共时性的特
征，动物报恩型主要倾向于吸取民间文化，而精灵报恩型在民间文化的底色上儒家文士文化成为前
［27］
［28］
景。 张丽敏展示了《聊斋志异》中精怪异类对人的感恩故事，展现了作者浓厚的感戴之情。 李荣昌
分析《聊斋志异·大力将军》中乞丐报恩这一故事类型，比较分析了不同文本所载的吴六奇知遇报恩情
［29］
节和创作意图，表现了蒲松龄的怀才不遇，对知己知遇的渴望心态。 报恩主体的身份越来越特殊，反
映了我们文化传统中的一种基本理想人格模式 ，也为发掘更多地报恩主体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王建平
统计出“三言”中涉及报恩酬情作品有六十五篇，占“三言”全部篇目的一半以上，并详细分析了“三言 ”
［30］
中的报恩对象和报恩方式。 包树望提出“三言”中恩报故事绝大多数都受到了道德宿命意识的影响，
这是因为“三言”产生于市井，在说书人和底层民众的互动中演变发展 ，虽经冯梦龙编纂删改，但仍是俗
文化的代表。道德宿命意识扭转现实中恩报不相继的基本方式是引入外界力量主持正义 ，对施恩者给
［31］
予奖赏，对负恩者给予惩罚。 这种思考一定程度上是背离了儒家恩不望报 、受恩必报的道德主体意
识，但集中体现了封建社会后期恩报观念世俗功利化 、道德宿命化的特点。
［32］
近代以来，这种“施 恩”“报 恩 ”在 心 理 学 上 叫“亲 社 会 行 为 ”， 在 伦 理 学 上 又 称 为“利 他 主
［33］（ p408）
义”。
关于“报”的研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籍华人历史学家杨联陞从社会关系研究的角度探讨
报的观念，指出“回报”和“报答”是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础。“报”反映的是一种行为价值取向，其核心意
［34］（ p323）
金耀基也指出“这个交换观念之所以深入人心，不只
义是指人际交往行为中的反应与回报预期 。
［35］（ p84）
台湾黄光国较早着重论
是因为它是一套礼的仪式是合乎人情之常 ，亦可说是合乎报的观念的 ”。
述了“报之规范”，认为“报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规范 ，也是任何文化公认基本道德律”，“人
［36］（ p301）
文崇一对中国古籍中的“报 ”的思想进行了梳理，认为
类的社会关系无不建立在报的规范上 ”。
［37］（ p351 － 352）
“自战国以来，知恩报恩是一种正常的交换行为”，“报恩是一种与名利道德攸关行为 ”。
翟学
伟接受之并精致化，提出“报”所具有的交换方式要求在一种社会与文化的封闭系统中运行，从而使其
在稳定性、原则和层次性等方面都表现出自己的特征 。而这一要求同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结构之间保
［38］
持着高度的一致性。“这种封闭性的交换方式仍是中国社会关系中最为现实的基础 。” 刘好贤尝试探
［39］
讨中国人报恩的心理和行为的动机 ： 维持心理平衡、保持交往、获得社会赞许等。 以上著作和论文运
用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初步探讨了“报恩 ”的思想行为，对深入阐释报恩的内在机理提
供了理论基础，也为报恩母题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 。
（ 二） 报恩方式研究。王丹丹、王玉洁以《搜神记》为例，将动物报恩类型分为三类，一类是女子生动
物，动物回报其生育之恩； 第二类是人对动物施恩，动物给以物质回报； 第三类是人对动物施恩，动物报
［40］
恩助其脱离水灾、火灾、牢狱等灾害。 笔者从受恩者以婚姻报恩的角度，分析《聊斋志异 》恩报主题体
现于婚姻关系的合理缔结，赞赏女子以献身的方式来报答施恩者 ，恩报关系成为两性婚爱关系建立的前
［41］
提动机和情感基础。 王建平把《聊斋志异》中的女性报恩方式分为四类： 酬物报恩、救助报恩、婚嫁报
［42］
恩、
行孝报恩等， 并形成了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其一，报恩对象基本上是男性，且多为年轻书生，
报恩方式也以婚嫁报恩为主； 其二，女性在报恩时往往视报恩对象所需而采取相应的报恩方式 ； 其三，女
性报恩方式往往不是孤立和单一的 ，而是将几种报恩方式交织在一起。 彭海燕将《聊斋志异 》中的鬼神
报恩大致总结为三类： 报救助之恩、报抚养教导之恩和报缱绻痴爱之情 。将鬼怪报恩的方式也主要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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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四类： 一是以物相报，二是救助报恩，三是以身相报，四是以魂相报。 申瑞妮统计《聊斋志异》“鬼报
型”46 个报恩故事，共 61 次报恩行为，含直接果报型作品 24 篇和间接果报型 22 篇。 直接果报型作品
［44］
重在反映赏善，因作者相信冥冥之中鬼神能以超人力量惩恶扬善 。 针对不同的报恩对象，报恩方式也
有相应的变化，但主要方式大同小异。常庆认为元杂剧报恩酬情作品中，报恩人通过养老侍奉、以身相
许、加官进爵等途径来报答恩人的养育收留 、救困济难、重生活命等恩德，是在佛教因果报恩观以及中国
［45］
传统报恩文化的共同影响下产生的 ，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而笔者也较早地专门讨论过鬼灵报恩书写
［46］
与现实生活理念、复仇习俗的联系。
（ 三） 比较研究。赵云芳比较了“绛珠仙草还泪 ”神话与民间故事中的“龙女报恩 ”，总结出共同的
故事模式： 首先男子有恩于某一自然物（ 动物、植物） ； 其次，自然物化身为女子，与男子共同生活。 两者
又有明显的不同： 龙女故事中的报恩具有强烈的理性色彩，“绛珠仙草还泪 ”则是感性的。 绛珠仙草还
［47］
泪以“龙女报恩”为其深层次的民俗意象原型，又超越了龙女这个原型。 李娜指出中日民间动物报恩
故事大量存在，结构相似，但由于生活模式、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的不同，中国民间故事以警示目的为重
［48］
点，日本却以教育人们天人合一这个道理为先行 。 徐志红指出《日本灵异记 》的龟报恩谭故事与中国
［49］
的“毛宝白龟”传说相类， 分情节逐一进行比较，从而考察了两者各自的特征和相互影响关系。 刘莹
莹对唐传奇的侠女形象与《聊斋志异》侠女形象的比较中，认为《聊斋》中的很多侠女为了报恩往往以身
相委，为其诞下子嗣，或者当自己不能胜任时便寻他人为之传承香火 ，这种行侠方式和唐传奇中的众女
［50］
侠截然不同。唐传奇中子嗣不是侠女们的报恩方式，而是复仇的一个筹码。 这些研究用比较的方法
对报恩故事进行解读，丰富了报恩故事的维度和内涵。
总之，中国报恩故事类型的历史悠久，近年更多学者涉及这个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存在
一些不足。其一，研究缺乏系统性、总体性。对报恩主体的研究很零碎，分类不够清晰。 研究者多就某
个孤立的报恩主体展开研究，对各报恩主体之间的联系和不同等，还缺少整体的联系的观照眼光，目前
尚未见到相关专著进行纵深研究 。 其二，研究的深度与覆盖面尚有待拓展。 依旧多集中在对《聊斋志
异》、“三言”、“二拍”等名著的研究上，对一般性的作品研究较少。关注到研究报恩文化的精神内涵，但
是尚未能将其置于整个报恩故事 、传闻、小说、戏曲乃至整个中国报恩文化历史嬗变的长河中 。其三，关
于多民族多国别尤其是东亚报恩母题比较研究 ，还可以进一步扩展，如朝鲜汉文小说与中国古代小说联
［51］
系密切，其中动物报恩描写颇多联系之处 ，已为研究者所注意。 其四，比起复仇主题研究之运用多种
研究方法，报恩主题的民俗学、社会学方法往往遮蔽了更多理论方法的运用 ，失之于简单化与平面化。
总之，报恩母题作为一个跨学科性质很强的母题 ，其全面的、综合性的研究仍相对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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