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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春秋時的杞城，所以他說哭崩的是杞城也講得

通。

幾乎與王充同時的邯鄲淳，在其所作《曹娥

碑》中便出現了「杞崩城

隅」一語[5]，可與王充之說

相佐證。這說明王充的哭

崩杞城說並不是他憑空捏

造出來的，此說在當時是

很有影響的。到了西晉時

期，哭崩杞城說依然佔主

導地位，在崔豹所著《古今

注》中就有杞梁妻「抗聲

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

一語[6]。

以上幾種哭崩杞城的

記載，所言杞城皆是指春

秋時已經移至山東的杞城，非原先在雍丘的杞城。

或許是「名人效應」，又或許是家鄉人談身邊事才

有興趣，後來的杞縣（今屬河南開封）人沒有注意

到空間的變化，認為杞梁妻哭崩的就是雍丘城。

從范郎廟到孟姜女廟

南宋人周輝所著《北轅錄》，記錄了其出使金

朝往返途中所見所聞，其中有這樣的記載：

八日，至雍丘縣，縣故杞國，武王封禹後東樓公。

……次過范郎廟，其地名孟莊，廟塑孟姜女偶坐，配享

者蒙恬將軍也。[7]

孟莊的范郎廟，其實就是孟姜女廟，雖然周

輝是南宋初人，也可推測此廟在北宋時便已建造，

不應是金朝剛剛統治時的紛亂形勢下建的。而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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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顧頡剛先生在《歌謠周刊》發表《孟
姜女故事的轉變》一文，此後又發表多篇關於孟姜

女的文章，掀起了學術界對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熱

潮。顧先生的一系列文章，

「開闢了一條新的學術道

路，形成了一種新的學術

風氣。」[1]

顧先生感歎「苦於事

忙，不能用全副的精力做

這項研究」 [2]，所以在某

些方面顯得心有餘而力不

足，在相關資料的獲取方

面也沒有做到竭澤而漁，

如他對《杞縣志》中有關

孟姜女的材料注意不夠。

孟姜女與杞地的淵源

據顧先生研究，孟姜女在宋以前一般被稱為

杞梁妻，在唐以前所哭倒的城也不是秦始皇時的

長城。

最早記載孟姜女與杞地有關的史料，是東漢

末年的思想家王充所著《論衡·變動篇》：
或時杞城且圮，而杞梁之妻，適哭城下，猶燕國適

寒，而鄒衍偶呼也。又城老牆朽，猶有崩壞。一婦之哭，

崩五丈之城[3]，是城則一指摧三仞之楹也。[4]

因為杞梁的「杞」與杞國的「杞」是同一字，人

們便把二者連接在一起。就目前所見，王充以前，

沒有人明確記述杞梁妻所哭崩城的具體位置，只

言發生在今天的山東境內。杞國在春秋時已由原

來的雍丘（今杞縣）東移至山東，王充所說的杞城

摘 要：孟姜女的故事源於山東，已經流傳了兩
千多年，在中國的很多地方都有廣泛的傳播，但不

同地區孟姜女故事流傳的具體內容是有差別的。

顧頡剛先生曾對孟姜女故事的流傳作過精湛的論

述，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他對孟姜女故事在杞

縣的流傳，敘述不夠詳備。《杞縣志》中的一些記

載，可以考察孟姜女故事在杞縣的流傳情況以及

孟姜女與杞縣的關係，對研究孟姜女故事來說，

是十分有價值的。

關鍵詞：孟姜女，孟姜女廟，《杞縣志》，顧頡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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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女廟在各地的興起則是明代中葉以後的事[8]。

顧頡剛先生沒有解釋此廟為何不叫孟姜女

廟而是叫范郎廟，但他對范郎一詞的轉變做了研

究：

至於杞梁的變為范郎用是形諉（「杞」字一變而為

文選集注中的「杞」，再變而為敦煌小曲的「犯」，三變

而為與犯同音的「范」）而兼音變。[9]

而在乾隆《杞縣志》中卻有另外一種解釋：

孟莊，舊志在縣西二十里，宋《北轅錄》云：「過范

郎廟，其地名孟莊，廟塑孟姜女。」或曰：孟姜，秦始皇

時豐人，范郎妻也，姓姜行一，故曰孟，非以孟為姓也。

因事與杞梁相類，故人以為范杞郎呼之，遂訛以為杞人

也。[10]

「豐」，指的是秦朝的豐邑，即今江蘇省徐州

市豐縣。志中未言范郎是何地人，只說杞縣有關范

郎的故事，與杞梁相近，人們便稱其為「范杞郎」

了，因帶有「杞」字，久而久之，就把范郎當作了杞

人。從乾隆《杞縣志》對「孟姜」、「范郎」的解釋可

知，杞人並不認為孟姜即是杞梁妻，范郎也不是杞

梁，只是說二者故事相近，杞人把他們混淆了。或

者，杞縣本有范郎的故事，因為後來受到其他地區

杞梁妻故事的影響，杞人將二者不自覺的揉和在了

一起，增加了故事的趣味與曲折。而具體哪些屬於

杞梁的故事，哪些屬於范郎的故事，便再也分不清

楚。

本人認為，取名為范郎廟，還有其他原因。一

是因為孟姜女的故事還未深入人心，故事的版本

更沒有統一，由原先范郎作主角的故事，正在向由

孟姜女作主角的方向轉化。二是宋代理學興盛，這

樣設置，多少有些「夫為妻綱」的味道。

嘉靖《杞縣志》有如下記載：

孟姜女廟，在西灘堡，毀於金末。弘治五年，指揮

張廷思仍故址復建。[11]

此外，順治《河南通志》和康熙《河南通志》

皆記載孟姜女廟在杞縣西灘堡，明弘治五年

（1492）建。[12]顧頡剛先生根據《古今圖書集成·職
方典·三七八》[13]的記述，認為「杞縣西灘堡建孟姜

女廟，在周輝所見之外又多了一處。」[14]

周輝見到的供奉孟姜女的范郎廟在孟莊，明

代至清初的文獻又說在杞縣的西灘堡也有一處孟

姜女廟，這樣看來，杞縣有兩處孟姜女廟。

但乾隆《杞縣志》卻記載：

孟姜女廟，在孟莊，燹於金末。弘治五年，邑人張

廷思仍於故址復建。[15]

與前文所引嘉靖《杞縣志》對比，不難發現，

兩條史料記載的是同一件事。但是，嘉靖《杞縣

志》言廟在西灘堡，乾隆《杞縣志》說廟在孟莊。

再聯繫周輝《北轅錄》所述，便可得出如下結論：

宋時在孟莊建了孟姜女廟，毀於金末，明中葉

的弘治五年（1492），又在原來的廟址上建了新廟，
但廟的名字就不叫原來的范郎廟了，而是改作了

孟姜女廟。這時，正是孟姜女的故事在各地迅速傳

播的時期，也是杞地人對原先的范郎廟漸漸遺忘

的時期。在杞人的意識裏，本來就對范郎與孟姜、

杞梁與孟姜女的故事混淆不清，時間一長，便索性

把在原先范郎廟舊址上重建的新廟改作了孟姜女

廟。這一改也確合時宜。但此時的孟莊已改名為西

灘堡，並且一直延續到了清初順治、康熙年間，到

了乾隆時，西灘堡才復名為孟莊。

雖然前文中列舉的幾種史料，都記載了杞縣

有孟姜女廟，但在同一種史料中，記載孟姜女廟的

數量只有一座，要麼在孟莊，要麼在西灘堡，從未

發現有記載孟莊和西灘堡各有一座，且都在弘治

五年（1492）重建。所以，孟莊、西灘堡本為一地，只
有一座孟姜女廟。

《杞縣志》中孟姜女故事的特殊性

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有專門對杞梁妻的辯

析[16]，這一點顧頡剛先生在考論孟姜女故事演變

的時候也提到了。而《河南通志》卷五十《雜辯》

中對杞梁妻的辨析甚見功底，語句雖不多，但引用

史料十分豐富，顧先生用到的重要史料，在《雜

辯》中多有體現。

至於《杞縣志》，也會散見一些對孟姜女故事

的辨析，有的與顧先生的推論並不一致。顧先生

根據杞縣孟莊有孟姜女廟的記載，聯想到孟莊的

「孟」字與孟姜女的「孟」字相同，得到下面的推

論：

從《北轅錄》中，知道宋代雍丘的孟莊有范郎廟，

並以蒙恬配享，表示她哭崩的是秦的長城。雍丘即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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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在河南東部；孟莊在縣治西二十里。這個孟莊後來

就成為唱本、劇本中的孟家莊。當時所以在此立廟，或

者因孟姜的「孟」字和莊有些關係而來。如果確是如此，

那麼，那個地方的人一定說孟姜是生長在杞縣的了。[17]

而杞縣的孟姜女故事具有特殊性。一是顧先

生提到了《北轅錄》記述的范郎廟，也應該注意到

其名稱與孟莊的「孟」字是毫無聯繫的。若范郎非

孟莊人，孟姜女是孟莊人，鄉人建廟，直接叫孟姜

女廟就是了，何必叫作范郎廟？二是從《杞縣志》

中可知，杞地人並沒有把孟姜女當作是生長在杞

縣的人。在嘉靖《杞縣志》中說到「孟姜女，雍丘人

范杞梁之妻」，也沒把她當作杞縣人，只說范杞梁

是杞縣人，而孟姜女只能算是嫁到杞縣的媳婦。而

在乾隆《杞縣志》中，明言孟姜女是「秦始皇時豐

人」，不是杞縣人。

顧先生在描述孟姜女故事在河南的流傳情況

時是這樣說的：

現在河南流行的孟姜女唱本有一種是極有勢力

的，東自開封，中經許昌，西至南陽，一律通行，不但有

刻本，且有賣歌的乞丐歌唱著，民眾口中成誦的也不少。

這可以說是統一河南全境的唱本。其中事實的大概是：

江寧縣富翁許員外，無子，晚得一女，因爺姓許，娘姓

孟，認的乾娘姓姜，故叫許孟姜。她十六歲時，配給城

南同庚的范希郎。過門後不到一個月，秦始皇點民夫修

邊牆，就把他點了去。她有一天夢見丈夫，恐其苦寒，就

辭別翁姑前往送衣。途中艱苦難行，為觀音所救，送至

邊牆。她詢問土夫，才知道丈夫不能受苦，給他們處

死，葬在邊牆裏了。一時昏暈過去；關王不收，又醒了過

來。她望城痛哭，驚動了上天張玉皇，傳旨打倒邊牆，讓

她領取屍首。一霎時，龍王雷公將邊牆打倒了二三。她

滴血認屍後，正包裹欲走，忽然秦始皇來了；他見她美

貌，要封她在昭陽。她要求四件事：（1）銀頂金棺成
殮，（2）文武百官穿孝，（3）昏君隨後拄哀杖，（4）埋到
東海岸上：他件件依了。工畢時，就拉了羅裙蒙面，跳入

江心。龍王把她救回龍宮，認作乾女兒。[18]

這段話把孟姜女故事描寫得尤為複雜，顧先

生懷疑「這是江蘇北部的故事而流入河南的」[19]。

這的確不是河南民間故事的風格，不管是河南的

民間傳說還是戲曲小調，其風格一向比較簡單明

瞭，這也是受當地民風的影響。孟姜女故事在河

南的流行雖然受到江蘇方面的很大影響，但裏面

的故事情結不是像顧先生所說的那樣「統一河南

全境的唱本」。至少很早便與該故事有所牽連的

杞縣不是這樣的：

孟姜女，雍丘縣人范杞梁之妻。秦始皇時，杞梁克

築長城，後以疾卒。姜女循城而哭，聞者莫不撣涕，城

為之崩。遂得夫遺骸自負而歸。尋死於家，鄰人憐其

義，立廟祀之。[20]

上面是明嘉靖時所修《杞縣志》的記載，應

是明朝在杞縣流傳的孟姜女故事的樣貌。可以看

出，流行在杞縣的孟姜女故事與別處有很大的不

同：一是這則故事總體上比較簡單，沒有送寒衣、

築屍於城、滴血認屍、被秦始皇看中、跳水自盡等

情節。二是杞梁是病死的，不是被打死的，也不是

累死的。三是「城為之崩」的原因不是什麼龍王雷

公的功勞。「循城而哭，聞者莫不撣涕」，應該是

沿襲了流傳較早的杞梁妻故事的一些原素，例如

《檀弓》裏就提到她「哭之哀」，《孟子》中便說她

「善哭」，所以大家都被她的哀哭感染而「莫不撣

涕」，結果大家合力把長城哭崩了。最後一點就是

孟姜女是死在家中的，而不是跳水而死的。

到了乾隆年間修《杞縣志》時，孟姜女的故事

變化了不少：

孟姜，秦始皇時豐人，范郎妻也，姓姜行一，故曰

孟，非以孟為姓也。因事與杞梁相類，故人以為范杞郎

呼之，遂訛以為杞人也。[21]

孟姜女，范杞梁妻。秦始皇築長城，范役焉。姜女

制寒衣親送至邊，范已死矣。女循城號泣，城為之崩。

夫骸遂出，自負而歸。杞人憐之，為立廟祀，至今尚存。

[22]

因為杞人誤把范杞郎當作鄉裏人，孟姜女是

范杞郎的妻子，杞人被她送衣哭城的故事感動，所

以為她立了廟。所述已與明朝時有明顯差別了，一

是增加了送寒衣環節，二是哭崩長城成了孟姜女一

個人的事，三是沒說明她是怎麼死的，又是死在何

地。由此可知，到了清朝中期，孟姜女故事在杞地

的流傳逐漸與外地的傳說整合，但還保留了一定

的特殊性。

《杞縣志》中的孟姜女故事，與其他地方包

括在河南省大多數地區流行的故事情節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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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又受外地的影響，從宋朝到明清，再到民國，

孟姜女故事在杞縣的傳播是在不斷變化著的，但

始終有其特色所在。顧頡剛先生當年研究孟姜女

故事，因為條件限制，沒有看到《杞縣志》中有關

孟姜女故事的材料，殊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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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Meng Jiangnv’s Story in 
Qidi

Xu Qishan(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Ji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tory of Meng Jiangnv originated 
in Shandong Province and has been circulated for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It has been widely spread in 
many places in China, but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the 
story spread in different regions is different. Gu Jiegang 
had made a superb discussion on the spread of the story 
of Meng Jiangnv.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objective 
conditions, his description of the story of Meng Jiangnv 
spread in Qi County is not detailed enough. Some 
records in Qi County Annals can b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spread of the story of Meng Jiangnv in Qi Count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g Jiangnv and Qi 
County, which is very valuable for the study of the story 
of Meng Jiangnv.

Key words: Meng Jiangnv, Meng Jiangnv 
Temple, Qi County Annals, Gu Jieg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