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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刨根问底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到底是谁说的

□鲍震培

某人酒酣耳热时口吐
真言，说我有个女儿，很想
找个情人再生个儿子，我老
婆也同意我找个代孕母亲。
言语间仿佛有一生快意的
渴望。无意在百度上看到

“中国代孕网”，为了一个“亲
儿子”，“代孕母亲”这种新兴
职业悄然而起，真不知是该
喜该忧。因为事情远不是高
科技那么简单，在“养儿防
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
封建思想影响下，极易造成
婚姻隐患，丈夫找代孕移情
别恋。

在眼下热播的宫廷剧
故事里，一遍遍告示天下
人，母凭子贵。《还珠3》中，
永琪不得不让陈知画生子
而堵众人之口，还有《中国
家庭》里“掉包”的悲剧，《暖
春》里小花的凄惨，《养父》
里“弃女”的纠结，《乡村爱
情》中离婚的无奈，难道“无
后”真的是罪莫大焉？“不孝
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耳朵
听出茧子的话，时常是挂在
国人嘴边的，常常成为茶余
饭后臧否人物的话题，往往
给人以无形的压力。“不孝

有三，无后为大”让现在越
来越多的单身贵族、丁克家
庭、剩男剩女们情何以堪？

不禁想刨根问底，说
这句话的是何方神圣？

原来是亚圣孟子所说，
《孟子·离娄上》第二十六章
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
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
以为犹告也”。译成现代汉
语，意思是“不孝有三种，以
不守后代之责为大。舜没有
告知父母就结婚了，这就是
无后，但君子以为，和告知
了差不多(因为舜出家在外，
而且是尧要把女儿嫁给
他)。”由此上下文语境看孟
子的原意，并不是说不生孩
子就是不孝，最不孝的其实
是没有对长辈尽到后代的
责任，其他两种不孝，在孟
子的原话中，语焉不详，不
知是指什么。

因为对孝道的重视，汉
代以后便有对孟子“不孝有
三”的解释。一个叫赵岐的
儒生写了《十三经注》，阐述
了他个人对于孟子这段话
的理解：“于礼有不孝者三
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
一不孝也；家穷亲老，不为
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

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
之中，无后为大。”他明确了
何谓三不孝，一不孝是对父
母一味顺从，见父母有过错
而不劝说，使他们陷入不义
之中。二不孝是家境贫穷，
父母年老，自己却没本事挣
来俸禄供养父母。三不孝是
不娶妻生子，断绝后代，这
第三种是最大的不孝。

可见，此语完全是赵
岐的个人杜撰，是对先贤
孟子的最大误读。

“孝道”是中国伦理道
德的奠基石，也是国人眼
里一个人生命意义和价值
的所在。文王百子图、愚公
移山寓言的子孙链都表现
出国人对延续香火特别强
烈的热情。中国家庭中老
年人将抱孙子视为极大的
喜事，儿孙绕膝、四世同堂
的天伦之乐与其说是乐儿
孙，不如说是老人在这些
孩子身上看到了自己生命
的旺盛延续，实在是为自
己的永生而乐。

与“无后为大”相联系的
是男尊女卑观念。近几年我
国新生儿男女性别比严重失
调，男婴超过女婴，必将带
来男青年择偶难等一系列

社会问题。由于男性在体
力上占优势，在传统农业
社会中男孩作为主要劳动
力受到重视，而在现代社
会中，对体力的要求降低，
男孩子就不见得比女孩子
更有优势了。最近笔者关
注了天津卫视《非我莫属》
栏目，不少女性求职者在
学历、谈吐、能力方面明显
高于男性求职者，受到招
聘公司和企业的青睐，真
正体现了在能力面前人人
平等。

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养
老机制的变化，升学难，就
业难，房价高，加上溺爱娇
惯，使“啃老族”盛行，人们
不禁疑问，到底是“养儿防
老”还是“养儿啃老”呢？如
果是后者，这种“有后”实在
是一种“落后”，不但不给国
家做贡献，还要拖父母的后
腿，甚至危害家庭和社会，
有这样的“后”真不如“无
后”！教育子女自食其力，敢
于担当，成为对社会对国家
有用的人，是比纠结于“有
后”“无后”更重要的事。

（作者为南开大学汉
语言文化学院教授）

人还是要讲本分
□朱旭

年底了，我回了趟老家。
路过一个小学同学的家门
口，看见一大帮子人正围着
他跟他争论，我于是上前探
个究竟。我这位同学现在是
个包工头，欠了这些人的工
钱。这些人向他讨要，他说开
发商还没给，没钱发。这些人
说开发商已跟他结了工钱，
让他昧下了。

他们争得不可开交，这
位同学的父亲出现了，便对
他说：“人得讲本分，该给人

的钱给人家。”不想这位同学
竟道：“现在是金钱社会，谁
还讲本分？本分给你吃，给你
喝，还是给你挣钱？”老人家
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去。

这位同学的做法我不
敢苟同。想想小时候，他还
是挺本分的一个人的。有
一次，他的铅笔用完了，便
向我借了一支，第二天就
拿来还我。我说：“你用吧，
我不要了。”他说：“人得讲
本分，借东西要还。”过去
的他与现在的他真是判若
两人。是他变了，还是社会

变了，或是兼而有之吧？
当下我国正处在社会

转型时期，浮躁心理和急功
近利的思想时常在一些人
心中作祟，以致做出了一些
不合本分的事情。

过去，大人经常教育孩
子要老实本分，出门不要惹
祸，而现在常常听到这样一
种声音：宝贝，在外不要吃
亏，别人打你一下，你要打
他三下！那时姑娘找对象，
首要条件就是对方必须是
本分人家，否则免谈，与现
在一种“宁在宝马车上哭，

不在自行车上笑”的论调形
成鲜明的对照。

我认为，本分就是自己
应有的权利和义务，是人一
生必须做的事、必须完成的
任务，自己要竭其能、尽其
力把要做的事做得圆满，做
得皆大欢喜，人生的目的和
意义就在于此。由此可见，
本分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必
须遵守的社会规范。

古往今来，中华民族
的文化和教育一直都贯穿
着本分的思想，以后必将
继续下去。时下倡导的以

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
会、天人合一等，其实里面
都蕴涵着本分的理念。

如果人人都本分，那么
做官的就会秉公办事，经商
的就会诚信经营，做工的就
会爱岗敬业……我想，随着
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思想
觉悟的不断提升，人们就会
越来越本分，国家将会更安
定，社会将会更和谐，人民将
会更幸福。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
门。还是做个本分人好，睡觉
都踏实。

□徐勤玲

婆婆去世以后，大家
庭失去了权威，小家庭之
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
似乎再也无法找回婆婆在
世时大家庭那种其乐融融
的氛围。小家庭之间的关
系处于重新调整时期。

在处理家庭关系方
面，我十分推崇儒家文化
中“和为贵”的思想，“家和
万事兴”的观念早已深入
我的内心深处。清代的曾
国藩说：“兄弟和，虽穷氓
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
家宦族必败。”一家人和和
睦睦，心情舒畅，做起事来
自然会得心应手。先生认
为兄弟不和多起于利益纷
争，因此他为我们的小家
庭订立了一条原则：对健
在的老父亲尽好赡养义

务，但对于他的财产我们
分文不要。先生为人公道
无私，心地纯正，因此我非
常赞同他的意见。

有了这个原则做底线，
我们与其他兄弟相处时就
坦坦荡荡。但是日常生活琐
事繁多，如果处理不当，极易
引发矛盾，特别是妯娌之间
更易因琐事发生纷争，进而
影响兄弟之间的感情。

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
就曾说：“娣姒之比兄弟，则
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节
量亲厚之恩，犹方底而圆盖，
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为
旁人之所移者，免夫！”

意思是说，妯娌关系
和兄弟关系比较起来，毕
竟要疏远淡漠多了。现在
让彼此疏远淡漠的妯娌关
系，来制约深厚的兄弟感
情，就像用圆盖去覆盖一

个方底的容器一样，必然
难以完全吻合。只有那种
友爱之情特别深厚牢固，
不为妻子所动的兄弟，才
能避免上述情况。因此，妯
娌之间的关系，对家庭和
睦是至关重要的。

在处理妯娌关系上，
我的原则是：宽容，忍让，
多付出，少计较。胡适的母
亲为我树立了一个典范，
虽然她所面对的不是妯娌
关系，但她的气量，她的耐
性，却是值得我们效仿的。
胡适在《我的母亲》一文中
写到：“我母亲的气量大，
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
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
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
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
服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
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
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

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
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
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
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
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
做听不见。”

为了家庭和睦，大度与
忍让是非常必要的。今年春
节期间，我们大家庭十几口
人聚在一起吃团圆饭，我一
人几乎包揽了全部的做饭
任务。看着一家人围坐在一
起，又恢复了婆婆在世时其
乐融融的光景，我感觉我的
付出是值得的。

有时候，我也会被家
庭琐事所干扰，失去内心
的宁静。这时，我就会翻开
古罗马哲学家马可·奥勒
留的《沉思录》读一读，它
总是能使我很快找回内心
的平和。“面对发生的一
切，回想一下那些有过同

样际遇的人，他们曾如何
烦恼，如何惊诧，如何不
满，而现在他们到哪里去
了呢？无处可寻……”马
可·奥勒留的话使我警醒。

大家庭的变化一开始
带给我种种不适应，但是它
也给我提供了一个重新看
待家庭关系的机会。一方面，
我运用儒家哲学思想调整
自己的行为，以适应新的关
系，维护大家庭的和谐；另一
方面，我跳出儒家哲学的视
野，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来修
正自己的内心世界。但是无
论儒家文化还是西方哲学，
其为人处世的核心思想都
可以归结为“善”。在处理大
家庭关系上，我愿意像马可·
奥勒留所说的那样去做：“只
要你行得正、坐得端、思无
邪，你就能在缓缓流淌的幸
福中度过一生。”

东西交融，家和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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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耳朵听出茧子的话，时常是挂在国人嘴边的，
常常成为茶余饭后臧否人物的话题，往往给人以无形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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