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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康有为的大同婚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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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绘制了大同社会的婚姻形态,反映了他五个方面的大

同婚姻思想,并对其中的一些思想主张进行了多方论证,提出自己一些基本的理论根据

及其实施办法。 但他的核心婚姻思想只有一点,即婚姻要有期限,不能有终身的约定。
康有为大同婚姻思想的形成与国内外的思想文化、社会现实以及康有为个人的婚姻生

活均有一定程度的联系。 康有为在论证大同社会的婚姻问题时,虽然能够提出具体的

婚姻主张,但由于在思维方式上处于一种意识流状态,所以整体论证在结构逻辑上不能

完整精确,在意蕴表述上也显得不够清晰,影响了他对大同婚姻问题的深入探讨和精准

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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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继东:《从康有为的〈大同书〉看其婚姻家庭观》,《妇女学苑》,1998 年第 2 期。
②　

 

曾亦:《论康有为〈大同书〉中的婚姻、家庭问题》,《社会科学》,2015 年第 6 期。

康有为在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撰写了《大同书》。 《大同书》是对未来社会的整体设计,分为十个

部分。 其中第五部分是“去形界保独立”,这一部分讲了九个问题,其中第九个问题是“男女听立交好之

约,量定限期,不得为夫妇”,这是康有为设计的大同社会的婚姻形态,他用了 2300 余字阐述了自己的婚

姻思想理论。 对于康有为的大同婚姻思想,以往只有几篇论文涉及,且不够全面系统。 其中较为重要的

论文有徐继东的《从康有为的〈大同书〉看其婚姻家庭观》 ①和曾亦的《论康有为〈大同书〉中的婚姻、家
庭问题》 ②。 徐文主要阐述了家庭的起源、作用、废除家庭以及社会化对家庭功能的取代等问题,而对康

有为大同婚姻思想只作了极为简单的叙述。 曾文阐述了康有为的婚姻家庭主张与中国传统公羊家思想

的继承关系以及与西方思想文化的相同之处,特别强调了其对中国思想界的重要影响及其具有的思想

生命力。 而本文则是对康有为大同婚姻思想进行的全面梳理,进而深入探索康有为这一婚姻思想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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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内涵和理论依据,以及它在学术上的价值和局限。①

一、大同社会婚姻思想的核心主张

康有为的大同婚姻思想主要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婚姻要自己作主决定。 “男女婚姻,皆由

本人自择,情志相合,乃立合约,名曰交好之约,不得有夫妇旧名。”②其二,男女婚姻要有期限,不能有终

身约定。 康有为提出:“男女合约当有期限,不得为终身之约”;③“假令果有永远欢合者,愿听其频频续

约,相守终身”,④
 

“若有新交,听其更订”;⑤“旧欢重续,亦可寻盟”。⑥ 康有为特别强调,感情相投者可以

续约永远相好,允许志趣不同的夫妻改变初衷并与他人订约,若夫妻产生厌恶之心,想离弃者可马上分

开,即“相得者既可续约而永好,异趋者许其别约而改图”,“厌恶之意已生,则去者即去”。⑦ 其三,婚期

约定在一个月与一年之间。 “婚姻期限,久者不许过一年,短者必满一月。”⑧其四,设立媒介官员。 即

“立媒氏之官。 凡男女合婚者,随所在地至媒氏官领收印凭,订约写券,于限期之内誓相欢好”。⑨ 其五,
有些女子不能享用这些权利。 即“女子未入学及学问未成不能领卒业凭照者,不能自立须仰夫养者,不
用此权”。 以上五个方面是康有为大同婚姻思想的基本内容。

通过深入研读,我们认为在康有为大同婚姻思想的五个方面中,其核心主张是第二点,即男女婚姻

要有期限,一般不能有终身的约定。 也只有这一点才真正反映了康有为对大同社会婚姻问题的独特思

考,显示其大同婚姻思想的特殊性,而其他四点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第一点属于婚姻自主的思想主张,
在戊戌时代前后及其后来的时代,已经有很多人提出并赞同此种婚姻观念,同时渐次有众多的民众把它

与自己的婚姻生活联系起来,而不用等到未来的大同时代再去践行。 而夫妇的称谓也只是个称呼问题,
它也是特指第二点“婚姻要有期限”下的婚姻形态而言,与事实上的婚姻自主与否关系不大,所以可以

把它与康有为的第二点主张联系起来看待即可。 第三点所讲的婚姻要有期限实质是对第二点的一个说

明和补充,是在具体阐述婚姻期限的时间范围问题。 第四点所说的设立官媒,领取凭证以及交好之间相

互恩爱,这在康有为所处时代前后的现实社会中,通过多种形式已经有了诸多方面的呈现,并不是到了

大同社会才有可能实现的了。 第五点讲的更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也与大同社会关系不大。
所以说康有为的大同婚姻思想的核心内容只有“男女合约当有期限”这一点。

二、大同社会婚姻思想的理论根据

康有为不但提出了五点大同社会婚姻问题的具体主张,而且对其中的一些主张还进行了论证,提出

了自己一些基本的理论根据及其实施的某些办法。
(一)康有为为自己的第一点婚姻主张提出了明确的理论依据,他认为,“男女既皆平等独立,则其

好约如两国之和约,无轻重高下之殊。 若稍有高下,即为半主,即为附庸,不得以合约名矣”。 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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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古籍出版社 1956 年出版的《大同书》为蓝本。
 

康有为:《大同书》,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年版,第 1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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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进一步强调,若“违天赋人权平等独立之义,将渐趋于尊男抑女之风,政府当严禁之”。① 康有为在这

里阐述的理论依据非常清晰,是要说明平等独立是天赋人权,所以在婚姻上只有男女平等、自主自择才

是符合天伦人道的。
(二)康有为用了大量的篇幅为其大同婚姻思想的第二点即“男女合约当有期限”的主张作了充分

地论证,并找到了诸多理论根据,概括起来有如下五个方面。
其一,是由人性各异与“见异思迁”的人性特点决定的。 人性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每个人的性情很

难一致,人人都有其个性,感情再好的人也决然没有性情完全同样的道理,“盖凡名曰人,性必不同,金
刚水柔,阴阳异毗,仁贪各具,甘辛殊好,智愚殊等,进退异科,即极欢好者断无有全同之理,一有不合,便
生乖暌”,②足见人的性情之不同,长期在一起,将会产生不和的后果。 康有为还进一步把这种不协调的

后果进行了深入地剖析,认为“无论何人,但可暂合,断难久持,若必强之,势必反目”。③ 因夫妻反目就

会造成多种恶果,“或相见不语,或终身异居,或相恶离异,或隐谋毒害,盖因强合终身之故而致终身茹

苦或丧生命者,天下古今盖无量数”。④ 康有为进一步分析说:“欲绝交则伤名害义,无情失欢,欲不绝则

坐视此狂夫酷妇乖僻险横,一息难安,况忍终古。”⑤康有为得出结论,慢说一般民众,“故虽禀资贤圣,断
无久处能相合相乐之理者也”。⑥ 康有为还认为“见异思迁”亦是人性的特点。 “凡人之情,见异思迁,
历久生厌,惟新是图,惟美是好。 如昔时合约,已得佳人,既而见有才学尤高,色相尤美,性情尤和,资业

尤富者,则必生爱慕,必思改交。 已而又有所见,岁月不同,所好之人更为殊尤,则必徇其情志,舍旧

谋新。”⑦
 

其二,传统习俗对人们的束缚。 康有为从文化的视角分析了为何现实生活中一直存在夫妻长久相

守的情况,他认为这是旧俗所致,“昔时旧俗,以女从夫,贵贱既同,故能勉强久处。 其亚洲旧俗,一男得

兼数女,而女子被制于男,故虽极苦而勉强守之;然于人道自由、人权天赋之义,已逆背而不乐矣”。⑧ 在

康有为看来,旧俗虽然如此,但今天已与过去不同,所以不能再如过去一样夫妻勉强相守地生活下去,为
此康有为还谈到了三点理由:第一,职业变化,久处很难。 “今男女平等,各得独立,有始为士卒而后为

君相,有始为士商而后为农工,执业迥殊,贵贱迥异,强其久合,其事甚难。”⑨第二,交往不同,久处很难。
即“男女平等,各自独立,虽复合约,不过为欢。 至其财产各不相蒙,或因理财而他迁,或因避地而远去,
必令弃其所业,远以相随,而人各有交,或难相负,此时随迁则难于弃业,恋职则不能随迁,而令永久仳

离,既非人道之情,又损自由之分”。 第三,子为公民,无需相守终身。 “旧俗据乱之时。 夫妇之义专以

传子姓,此为一男子之私意,故不得不强合以终身,夫妇永定,然后父子得亲。 今世至太平,男女平等,各
自独立,生人既养自公家,不得为一姓之私人而为世界之天民矣。 男女之事,但以徇人情之欢好,非以正

父子之宗传,又安取强合终身以苦难人性乎! 即使强合,亦为无义。”

其三,用中外历史证明“义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夫妻关系。 康有为认为,中国古代就有弃妇的记

载,孔氏三代都曾出妻,康有为是要以此说明一个道理,即关乎人性的快乐才符合人道。 “夫古者有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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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之文,孔氏犹三世出妻;又有出夫之义,韩非子称‘太公者老妇之出夫也’。”①“不强人情之不乐,甚得

人道之宜。”②康有为还特别强调当今欧美有夫妻可以离异的制度,“故今欧美之制皆有弃妇出夫之义,
法国近者每岁夫妇离异之案万数”。③

其四,反证习俗舆论对人们婚姻关系的压制,主张顺乎人情,任其离合。 “大地风俗,夫妇皆定于终

身,其有离异,即犯清议。”④离异夫妻要遭到世俗舆论的打压,即“不訾其薄行寡恩,即议其择人不慎,否
则议其治家无法,否亦以为异事笑谈。 于是乡里私贬其轻薄,公府亦訾议其行谊,报纸加以讥诮,知识传

为笑言,种种责备,令人不堪,故虽私恨甚深,不得不弥缝隐忍”。⑤ 康有为认为,这种世俗舆论与夫妻之

间追求幸福快乐的人性相悖,“夫妇者所以极静好之欢,得乐耽之实,乃人道之宜也。 至于强为隐忍,则
其苦难有不可言”。⑥ 而这种压制造成的痛苦,“损失自由多矣,既不如乱世之俗立夫妇以正父子之亲,
则何不顺乎人情,听其交欢,任立期限,由其离合”。⑦

其五,避免因淫欲之性的失控而造成诸多恶果,故婚姻要行期限。 康有为认为,“夫奸淫之案,遍于

大地,溢于古今,虽有圣王贤吏万百亿千,治道化成,化行俗美,而终无术以弭之者也,盖人情有所不能禁

故也”。⑧ 康有为对淫欲可能造成的诸多恶果作了阐述,认为“因欲奸不得,谋诈并兴,暴力交作,或伤害

人命,或破产傾家,或邻里相窃,或强弱相凌,或兄弟相残,或父子相争,甚至酿祸株连,蒙以甲兵,被于邦

国。 淫祸之烈,自古为昭,故往哲畏之,以为大戒”。⑨ 康有为认为,面对淫欲之事,一般有两种态度和主

张,一是严加防范,二是顺乎人性而设计疏导有效之办法。 康有为否定前者而肯定后者。 他认为防范无

效,“筑堤愈高而水涨愈甚,蚁穴不塞,卒于溃决”,
 

“故防淫愈严而淫风愈盛”,“不若去堤与水,自无

涨溃之虞”。 康有为指出,疏导的唯一方法就是相爱双方的婚姻要有期限,婚姻要订合约,这就是大同

社会的婚姻特点。 “今世既大同,人人各得所欲,苟两相爱恋,即两订约盟,既遂其欲,复何所奸! 若非

本愿,则为强奸,乱世平世,刑兹无赦。 然是时人得所欲,其事至易,人皆之学,其欲易澹,亦何为冒犯刑

诛为此强奸之事哉! 故曰,行期约之事,则奸淫永绝也。”

康有为的大同婚姻思想中最为注重的就是婚姻要行期限,认为它符合人性,可以避免社会两性关系

的诸多恶行,并能够形成适意祥和的社会环境,希望这种婚姻有期限的社会,“法律所许,道德无讥,人
人皆同,日月常见,乡里无所用其讥评,公府无所用其论议,报纸无暇以道及,知识不以为笑谈。 凡人既

无隐忍强合之心,即全世界并无离异告绝之事,人人各得所欲,各得所求,各遂所欢,各从所好,此乃真

‘如鼓瑟琴,和乐且耽’也”。 这就同旧俗不同了,“旧俗一有离异,以为覆水难收,即若仇雠相视哉!
既得人权自由之义,尤得人道私合之宜,不特无怨女旷夫之叹,更可无淫情奸案之事”。

(三)康有为还为自己的第三点婚姻主张提出了理论依据。 婚姻为什么“久者不许过一年,短者必

满一月,欢好者许其续约”呢? 在康有为看来,“约限不许过长,则易于遵守,即有新欢,不难少待;约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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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过短,则人种不杂,即使多欲,亦不毒身”。① 康有为还考虑到几种具体情况,并提出妥善处理的具

体办法:一是“两人永好,故可终身”;②二是“旧欢重续,亦可寻盟”,③即便“今日虽不续约,而可重订后

期,异时再为盟约,譬若故友重逢,亦如胶漆”;④三是“若有新交,听其更订”。⑤

(四)康有为对自己的第四点婚姻主张没有进行理论论证。
(五)康有为为自己的第五点婚姻主张提出了理论依据。 在康有为看来,第五点主张并不是大同时

代的自由人权制度,而是目前暂且订立的一种制度,即“此非大同人权自立之制也,以未至大同,姑立此

制”。⑥ 康有为认为,“盖今旧俗尚多,骤改必多不便,或女子终身受夫男之养而忽弃之,则于报礼不公;
或男子疑女子而弃之,亦于生育之事未安”。⑦ 康有为还对女子两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女子所

以能自立者,亦以其学问才识备足公民之人格,故许享有独立之权;若其未能备足公民之人格,则暂依附

于夫以得养瞻,亦人情也。 且使女子欲求得独立之权,益务向学,则人才益增,岂不美哉!”⑧

康有为上述五点婚姻主张是为大同时代设计的,“从上所论,专为将来进化计”。⑨ 在康有为看来,
“若今女学未成,人格未具,而妄引妇女独立之例以纵其背夫淫欲之情,是大乱之道也。 夏葛冬裘,各有

时宜,未至其时,不得谬援比例。 作者不愿败乱风俗,不欲自任其咎也”。

康有为提出了自己建构大同社会婚姻模式的主张,并进行了理论论证,以上我们对此进行了讨论。
而纵观康有为理论论证的全过程,我们发现,无论康有为如何梳理并强调他的多种理论论证,但进行论

证的最终理论基础还是独立、自由、平等、人权学说,即“太平之世,人皆独立,即人得自由,人得平等”。

康有为在短短 2300 字的全文中共用了 9 次“独立”一词、7 次“自由”一词、6 次“平等”一词、4 次“人权”
一词。 还多处用了“人性”、“人道”、“天理”等词汇,“一切自由,乃顺人性而合天理”、“既得人权自由

之义,尤得人道私合之宜”。 此外还使用了“人情”、“人格”、“自立”等词汇,可见康有为主张大同社会

婚姻模式的全部理论基础是人的解放学说,而人的解放学说从根本上就体现在人的自由、平等、独立、人
权、人性、人道、人格、人情、自立、天理等诸多方面。

康有为为自己的大同婚姻思想所找到的诸多理论根据哪些具有科学性,哪些科学性不足;其找到的

理论根据哪些能够论证自己的婚姻思想,哪些欠缺论证的逻辑和力度;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专门

研讨。

三、大同社会婚姻思想缘何形成

康有为大同社会婚姻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缘由,主要与下面几个因素关系

密切。
(一)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 其一,康有为对传统思想“质”的继承。 《春秋》“尚质”,“质”为血缘关

系的亲亲之情。 而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中概括了夫妻对坐而食、昭穆别位、丧礼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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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等,都属于“质”的内涵,体现了夫妻平等的精神。 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夫妻相敬如宾”①和“夫和而

义,妻柔而正”②也反映出夫妻和谐、相互尊重的价值观念。 康有为在《春秋董氏学》中发挥了董仲舒对

“质”的“平等”内涵,并视其为未来文明社会的发展前景。③ 其二,古代男女自由相恋的心灵情愫对康

有为的影响。 中国传统婚姻制度和习俗讲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贵贱不婚”、“官民不婚”、“同姓

不婚”、“门户相对”、“夫为妻纲”等“男尊女卑”的纲常名教和极力阻止个体自由婚恋的追求。 虽然传

统社会否定“私会”、“私通”、“野合”和“淫奔”,但“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④的男女相慕相爱的自由恋

情仍然存在。 因畏惧父兄,告诫对方“无逾我里! 无折我树 ”、“无逾我墙! 无折我树桑”⑤,但“仲可

怀也”的自由恋情还是存在于心的。 经典古籍中也有诸多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的记载,如《诗经·关雎》
和汉乐府《上邪》等都有对爱情的讴歌,也有对“中春之会”的记载。 特别是传统社会的先进文化精英创

造了千古绝唱的文学作品和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反映人们对自由美好婚恋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如

《孔雀东南飞》、《牛郎织女》、《梁祝姻缘》、《刘三姐》、《西厢记》、《红楼梦》等,这些作品中主人公自由

相恋追求美好爱情的心境不能不对关注婚姻问题的康有为有所影响。
(二)现实社会的影响。 晚清社会,康有为与当时先进知识分子一样,开始对中国传统婚姻文化的

现状进行观察和思考,并对中国婚姻的无自主性、买卖性、抑女性、繁缛性等陋俗文化表示了不满和批

判。 晚清对传统婚姻文化进行自觉地批判是从维新志士开始的,康有为也是其中一员,彼此影响和互

动。 这种批判涉及如下具体内容:其一,“男女之约,不由自主,由父母定之”⑥;其二,“男为女纲,妇受制

于其夫”⑦;其三,批判守寡陋习;其四,批判早婚与童养媳婚。 因此维新派提出了变革传统婚姻的具体

主张:其一,“夫妇择偶判妻,皆由两情自愿”⑧。 “天既生一男一女,则人道便当有男女之事。 既两相爱

悦,理宜任其有自主之权”⑨。 谭嗣同的《湖南不缠足会嫁娶章程》中规定,“同会虽可互通婚姻,然必须

年辈相当,两家情愿方可。 不得由任指一家,以同会之故,强人为婚”。 严复也预言“男女自行择配”,
“实为天理之所宜,而又为将来必至之俗”。 其二,离异自由。 “夫妇不合,辄自离异,夫无河东狮吼之

患,妻无中庭相哭之忧,得人道自立之宜,无终身相缠之苦”,否定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种“女子

所适非人”的婚姻陋俗。 其三,主张聘礼简省,婚礼简便。 “无论家道如何丰富,总以简省为宜,女家不

得丝毫需索聘礼”,“女家置备嫁奁,亦应简省,男家尤不得以嫁奁不厚,遽存菲薄之意”,主张婚姻之礼

“择其简便者用之”。 维新派还希望有志之士,“破除不肯远嫁之俗见”,主张“苟平素两家相得,而两

家中有一家力能远就者,即可为婚”。 对晚清现实社会婚姻问题的观察、思考和批判,这是康有为大同

婚姻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西方婚姻文化的影响。 康有为的大同婚姻思想也与受到西方婚姻文化的影响有关。 晚清的

早期出国者特别关注西方自由婚姻。 这其中有中国的驻外使节,有赴国外考察游历的文人学者,如容

闳、王韬、郭嵩焘、斌椿、张德彝、志刚、孙家谷、黄遵宪、严复等就是最早走出国门的中国人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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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人走出国门之后,细心观察和思考欧美民众的日常生活及其文化,并记录在他们所撰写的游记或

日记当中。 这些记述涉及欧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和诸多领域,其中就包含婚姻嫁娶的内容,诸如介绍

男女婚配之俗、包括结婚礼仪、教堂婚礼、婚宴、伴郎及旅行结婚等婚礼形式。 还有对金婚、银婚、金刚石

婚以及终身不嫁等现象的记述。 有些记述还比较详细,如对欧美婚姻自主的记录就是如此①,对恋爱、
结婚、婚礼、婚宴以及婚后旅游一一作了全面细致的介绍。 还有对婚礼之前相关事宜的详细记述等

等②,对婚礼前整个过程,包括伴娘伴郎、礼服、进入婚姻殿堂的秩序、人数、行走规则、不同人之位置都

叙述得详详细细。 之所以如此详细地介绍西方的婚姻文化,一方面反映了西方婚姻文化与中国的迥异

使国人倍感新奇,同时也反映了国人对西方婚姻的兴趣,并值得效仿。 这里国人特别关注的是外国的婚

姻自主、婚配自择的情爱婚姻特征。 早期出国者对西方婚姻文化的记述是近代以来西方婚姻文化对国

人较早的影响,这自然也会影响到康有为。 康有为在 1901 至 1910 年间也曾游历世界,自然也会对西方

的婚姻文化有所观察,这在他的游记中也多少有所反映。 此外,传教士东来,对西方文化的传介,成为中

国人认识了解西方的一个重要渠道。 传教士在上海创办的《万国公报》就较多地登载了一些介绍西方

国家婚姻制度的文章。 诸如,介绍西方“一人不得娶二妻”③,“夫妇离异之律”“以公道处之”。④ 传教士

的这些传介对国人认识中西方的婚姻文化是有影响的,自然也会影响到康有为的大同婚姻思想。
(四)个人生活的影响。 康有为个人的婚姻生活纵情浪漫,多姿多彩。 他先后娶了六位妻子(张云

珠、梁随觉、美国华侨何旃理、日本人市冈鹤子、廖定征、张光)。 后五位太太都是因他慕其青春年少、美
艳绝伦而拨动了他性爱的情感,并娶之为妻。 这种个人生活的体验和内心的感受,无疑对他的大同婚姻

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所以他认为人性的一个特点便是“唯美是好”、“见异思迁”,这可以视为他内

心情感的一个独白。 在这里康有为的婚姻感受和婚姻主张的理论基础是统一的。 然而康有为主张一夫

一妻制,那么这与他自己的多妻生活又是矛盾的。 事实上我们是可以理解这种形式上的矛盾。 他主张

的一夫一妻制是指未来大同社会的婚姻形态,与康有为生活的当下无关。 而一夫多妻是中国的传统婚

姻形态,是被当下社会认可的,所以在此并不反映康有为婚姻思想和婚姻生活的言行二致。 当然作为一

个个体人又是矛盾复杂的,如康有为集先进与保守、新潮与传统于一身也是完全可能的,反映了一个个

体人物的复杂性。

四、大同社会婚姻思想的学术反思

康有为的大同婚姻思想有几个方面应当给与充分的肯定。 其一,他是对长远的未来婚姻问题所作

的思考和规划。 他是站在人类大同社会的立场上来思索人类婚姻生活的愿景,是“专为将来进化计”。⑤

这样自然对未来婚姻模式会有一个更为理想的憧憬,而这种向往带有期望美满幸福婚姻生活的一面。
他是对现实婚姻存在诸多问题的不满,是要解决这些问题而去设计新的婚姻形态的。 这种对远景的期

盼,反映了康有为改造现实婚姻制度弊端和建设新的婚姻模式的内心渴望。 其二,他是要从外部和谐的

人际关系来建立男女公正的婚姻模式。 所谓外部和谐的人际关系指上文提到的自由、平等、独立、人权、
人格、自立等诸多理念。 他要求人们摆脱传统社会人们之间的那种统治被统治、压制被压制、奴役被奴

役、欺辱被欺辱的人际关系和男女关系,而在人格上建立彼此新的自由、平等、独立、自立的权利关系。
若人人都有了这样新的权利关系,在婚姻问题上也就更容易摆脱以往约定俗成的那种不平等和不公正

的婚姻现象,在这种权利的态势下,人们婚姻的自主性、选择性和创造性就会得到充分地体现。 其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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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从人的内部即人性的角度来思考未来的婚姻关系。 康有为设计大同婚姻形态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

对人性的思考,这是符合生命哲学意义上的人性理论和人性本质的。 所以康有为提出的人存在着“性

必不同”①和“见异思迁”②的本性,具有这样本性的人就应该生活在具有与其相适合的婚姻形态中,这
里不管康有为对人性的解读是否正确、是否科学,但他这种着意思考问题本质的努力应当给予肯定,这
就能够有效地为设计大同社会的婚姻模式提供一个可以行进的根据。

当然,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 我们认为康有为大同婚姻思想的文本形式是在以往理论思考的基础

上并在头脑意识流状态下表述出来的。 这种意识流状态表现在康有为书写自己思想主张的文字是一气

哈成形成的。 康有为洋洋洒洒的 2300 余字的大同婚姻思想的表述可谓晓谕畅达、丰富明快、才思充沛,
读之令人畅然。 但也正是因为表述过程处于意识流状态,康有为的思想流波就显现出想到哪里说到哪

里、想到什么说到什么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反映出来的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
(一)表述结构与意蕴上的不严谨

一般而言,文章的论点提出之后,要进行论证,先提出论点再进行论证比较符合文义的表述,康有为

的大同婚姻主张的主要论点基本也是按照这样的逻辑进行的。 但是由于康有为论述过程中的意识流状

态,他在进行文字表述的时候,有时就颠倒了这样一个基本的结构顺序,出现了先进行论证后提出论点

的情况。 比如,康有为在第四自然段提出了一个论点,即“婚姻限期,久者不许过一年,短者必满一月,
欢好者许其续约”,③但这一论点的论证不是在提出论点之后进行的,而是在这之前的第二自然段就已

经阐述了,即“约限不许过长,则易于遵守,即有新欢,不难少待;约限不得过短,则人种不杂,即使多欲,
亦不毒身”。④ 正是由于对这一论点提前进行了论证,所以在第四自然段提出了这一论点之后也就无法

再进行论证了,这在结构逻辑和文义表达上都会带给读者一些认知不清的感觉。 再比如,康有为的第二

点婚姻主张,即男女婚姻要有个期限,不能有终身的约定。 康有为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证了这一主张,并
找到了五个方面的论据。 上文我们对这五个方面的论据已经作了全面阐述。 其实这五个方面的论据在

意蕴理念上可以归纳为三大类型:第一、第五方面应属于一个类型,主要阐述人性的特点;第二、第四方

面应属于一个类型,讲述习俗文化的约束;第三方面应属于一个类型,叙述中外历史的事实。 那么根据

共同的意蕴,在行文结构上应把相同方面的类型放到一起进行论述,才在文字结构上符合文义表述的逻

辑,而康有为没有这样做,他把意蕴相同的问题分割开来,这样就容易给人们造成理解和感觉上的困惑。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康有为在意识流状态下造成的,可见这种意识流状态下一气哈成的叙述,
在学理的结构上和文义的表述上自然容易出现结构与意蕴上的不严谨。

(二)在对未来和现实问题的区分上有些模糊

康有为大同婚姻思想论述的是未来社会的婚姻问题,但由于康有为在论述这一问题时的意识流状

态,所以没有能够清晰专一的论述大同时代的婚姻主张,而是把大同时代的婚姻问题和现实的婚姻问题

甚或与过往的婚姻问题混为一谈,未能严格的进行区分。 比如康有为谈到的第一点婚姻主张属于婚姻

自主问题,其实这一婚姻观点已经不是大同时代要解决的问题了,它是近代社会以来有识之士就不断反

复强调的一个婚姻主张,已被认同并正在得到一步步地改善和解决,这显然不是大同时代的婚姻问题。
再比如康有为提出的第五点婚姻主张,即没有文化以及学业未成不能领取毕业证的女子,且不能自立还

要依靠丈夫抚养的女子,不能享用这些权利。 一般而言,女子的教育和职业问题也不是大同时代的问

题,是大同时代之前就应该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康有为本人也有这样的认识,认为他谈到的这个问题是

未达大同时代之前,暂且订立的一个规则。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在大同婚姻思想中谈这一婚姻思想主张

呢? 可见康有为在意识流状态下的文义表述确实存在概念上的含糊之处和叙述逻辑上的瑕疵之弊。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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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提出的第四点主张,即设立媒介官员,男女结婚要去当地的媒介官那里领取结婚证,订立契约,保证

婚期内要相互恩爱等问题,这也不是未来大同时代的问题,在近现代历史上就已经出现了,这同样反映

出康有为对未来和现实问题区分上的含混和模糊。
(三)通往实现大同婚姻理想的路径不够明确。
当然,怎样才能达到实现大同婚姻理想的路径问题也可能不是康有为本文的主旨,但不谈这个问题

又会给读者留下遗憾。 仅靠康有为的如此主张,就能达到他的大同时代的婚姻理想吗? 问题不会如此

简单,其通往大同婚姻理想的路径仍然需要进行论证和设计,但康有为没有去做这一工作,这不能不说

是康有为的一个局限。 这个局限反映了康有为所设计的大同社会有多少科学性的问题,这需要对社会

发展规律的洞察和把握,否则是很难找到一条通往大同社会的基本路径的。
综上所述,康有为在阐述大同时代婚姻思想的时候,思维活动处于一种意识流状态,这不仅造成了

叙述形式上的混乱,同时也影响了逻辑的清晰以及思想的深度,对于应当探索的问题没有深入探索,对
于无需阐释的问题又着力太多。 当然康有为那个时代的学人,没有受到过系统的逻辑思维和哲学思维

的训练,所以他的阐述多有重复,意识流特征明显也很正常,要求他精准、有序的阐述他的思想也显得有

些苛求。

五、结语

康有为的大同婚姻思想为人类未来社会的婚姻设计提供了一个具有参考性的模型,同时康有为对

大同社会婚姻形态的论证也为后人探索婚姻问题提供了一个多维的思考空间,即便他的观点和主张带

有空想性的特点,但它对人类进一步深入研讨婚姻问题具有借鉴的意义和价值,对此应当给予充分的肯

定和赞赏。
当今社会在婚姻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离婚、再婚、复婚、同居等男女关系的多维现象,与康有为的“男

女合约当有期限,不得为终身之约”①、“不得有夫妇旧名”②、“旧欢重续,亦可寻盟”③等思想在一定程度

上有相关之处。 所以从现实的角度理解康有为的婚姻思想,并从中获取感悟,这对有效理解和匡正现实

婚姻问题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康有为对大同时代婚姻主张进行的多方论证,诸如人性中的“见异思迁”、“历久生厌”、“唯美是

好”等人性特点到底具有多大程度的科学性,还需要现代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哲学、历史学等

多重学科的实验和探索。 既不可轻信,亦不可轻易否定。

(责任编辑: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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