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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猫在何时被传入中国一直都存有争议，与猫有关的文学作品在古典文学中更

是并不常见的。但隋唐时期却曾发生多起与猫有关的历史事件，分别是隋代时期

郭沙罗、独孤皇后、郑祁耶被猫鬼巫蛊咒害。这三起事件在《隋书》与《北史》

中皆有所记载，说的是独孤皇后和郑祁耶被独孤皇后同父异母的弟弟独孤陀以

“猫鬼巫蛊”诅咒，而猫鬼源自于高氏，高氏曾用猫鬼杀死自己的儿子郭沙罗。

隋文帝得知此事后，下诏明文禁止所有人饲养猫鬼与一切与之相关的巫蛊，这件

事又被称作“猫鬼之狱”。猫鬼之狱在隋代轰动一时，因饲养猫鬼而被诛戮的人

高达数千家。

之后，唐代武则天被萧淑妃咒骂之后进而下令禁止皇宫内蓄养猫。有学者指

出武则天禁猫是受了隋代的猫鬼之狱事件影响，她因隋唐盛行的猫鬼巫蛊而猫有

着特殊的恐惧心理。本文将在下文详论武则天畏猫是否与隋代的猫鬼之狱有关。

与此同时，武则天的宠臣李义府因其柔而害物的个性被称之为“李猫”，而本文

也将论述当中的缘由。在后来还有一起猫事件，那便是李后主李煜的次子在佛前

嬉戏被猫惊吓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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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历史事件都恰巧与猫有关。本文将从正史中了解事件的经过，对这些事

件加以论述。本文也尝试将这些事件联系起来，论析这些事件之间的关联性以及

猫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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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致谢

这是一篇致谢。因此我在此，感谢论文指导老师余暦雄老师孜孜不倦的耐心

指导。感谢每一位老师在课堂上诲人不倦的教导。感谢家人无条件的包容和支持。

感谢每一个在论文过程中曾互相帮助与支持彼此的同学们。

这一篇毕业论文终于来到了尾声。在做这篇毕业论文的过程中我学习到了很

多，在这个学习的过程既快乐又焦虑，既憧憬又迷茫。快乐的是我正在做我自己

选择的题目，感觉少了一种束缚；焦虑的是不断担心自己是否能够很好地完成自

己所选择的题目。憧憬的是这一篇毕业论文的结果，迷茫的是它不知道会不会有

结果。内心的矛盾就像窗外明明有着炎热得烫人的阳光，图书馆里却冷得令人发

抖。但是，这篇毕业论文总算来到了尾声，所以这种矛盾的心情也随之而化解了。

我在众多刻苦求学的同学中，绝对算不上是个多么努力的学生。但这份论文

我非常努力的完成了。所以，这份毕业论文能够顺利完成，我在这里也要感谢我

自己的努力。不论这份习作做得是好是坏，只要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尝试过了，那

就问心无愧也不会后悔。



VI

目录

宣誓...............................................................II

摘要..............................................................III

致谢................................................................V

一、绪言.............................................................1

（一）研究动机与选题意义.........................................1

（二）前人研究成果...............................................3

（三）论文构思...................................................5

（四）研究资料/书目..............................................7

二、猫在中国的文化概况...............................................9

（一）猫的起源...................................................9

（二）隋唐时期文化中的猫........................................12

三、隋朝“猫鬼”事件................................................15

（一）隋朝猫鬼文化..............................................15

（二）独孤皇后、郑祁耶与郭沙罗“猫鬼”事件.......................17

四、唐代“禁猫”事件................................................22

（一）武则天畏猫与禁猫..........................................22



VII

（二）从“猫事件”看猫与佛教之关联..............................26

五、结语............................................................29

参考文献...........................................................30



1

一、绪言

本文题目为《隋唐时期的“猫事件”论析》，本文将以隋唐时期政治上所发

生的几起有关猫的历史事件为研究对象，从史书所记载的这几个“猫事件”中论

析猫在隋唐政治的特殊性与这几起猫事件彼此间的关联性。

（一）研究动机与选题意义

在隋唐时期，曾经发生过几件与猫相关的历史事件。首先，是隋朝所发生的

“猫鬼之狱”。这起事件在《隋书》与《北史》中皆有所记载，说的是独孤皇后

被同父异母的弟弟独孤陀以“猫鬼巫蛊”诅咒。隋文帝得知此事后，下诏明文禁

止所有人饲养猫鬼与一切与之相关的巫蛊。据《太平广记》记载，当时因饲养猫

鬼而被诛戮的人高达数千家。

在这之后，隋唐时期第二起“猫事件”，便是著名的武则天禁止宫中养猫的

事件。这起事件被载于《旧唐书》。这起事件是的缘由，是因萧良娣对武则天的

一个诅咒，她诅咒武则天生生世世为鼠，而萧良娣生生世世为猫，要生生世世杀

死武则天。武则天因此而对猫产生恐惧，所以下令禁止宫中养猫。

第三起“猫事件”则是李义府被人称之为“李猫”。而第四起猫事件则是李

煜之次子李仲宣的夭折也与猫相关。史上记载李仲宣四岁不幸夭折，死因是他在

佛像前嬉戏时，有一只猫打翻了大琉璃灯，李仲宣被大灯落地的声音惊吓而死。

在这四起事件中，猫都起到了不寻常的作用。其中所提及的“猫鬼”，是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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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时期曾经盛行的一种巫蛊之术。在中国古典的医学著作里也略有提及有关猫鬼

的疾病。因此，在当时，猫鬼可能是当时人们心中确实存在的一种咒术或是疾病。

本文将会探讨“猫鬼”究竟为何物，而隋朝所发生的的这起有关猫鬼的事件，造

成了怎样的影响。之后，本文将探讨这一起“猫鬼事件”对于之后的武则天“禁

猫事件”有无关联或直接的影响。而“猫”当时在政治上的定义或寓意着什么，

称李义府为李猫的意义是怎样的。最后一起“猫事件”的猫到底是以怎样的形象

出现，而至于能令李仲宣惊吓而死。这些猫事件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联，这些都

是本文的研究目标。

本文旨在研究猫在这几起历史事件中的关联，以及猫在当中所呈现出的形

象。本文之所以选择隋唐的猫作为研究对象，而非犬、马、狐、鸟等其他动物，

是因为猫是一种很特殊的动物，它自身就有着神秘感，在其他文化中往往有着非

一般的地位。古埃及的人崇拜猫，在古埃及的壁画中不难找到猫的身影。西方文

化中认为黑猫是女巫的宠物，因此极其厌恶黑猫。日本文化中的猫寓意吉祥，现

今的招财猫就是源自于日本。可见猫的各个文化中都有着它的特殊性，但一直以

来，研究中国的猫的学者历来都不多见。

在上述提及的几起隋唐时期所发生的“猫事件”，给猫带来了一种诡秘的氛

围。因此，本文决定研究隋唐时期的这些猫事件，来理清猫在其中的特殊性和作

用。

（二）前人研究成果

其中一篇研究隋唐时期猫的论文是由卢向前所做的<武则天“畏猫说”与隋

室“猫鬼之狱”>。卢向前在这篇论文把武则天之所以畏猫和隋朝史上记载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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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巫蛊之术联系在一起，指出武则天并不是害怕普通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猫，而是

害怕曾出现在隋朝历史中的“猫鬼”。这也是目前所掌握的论文中第一个将隋朝

“猫鬼之术”与“武则天禁猫”两起事件联系在一起的研究。卢向前引用了丰富

的历史资料去支持他的观点，他从史书上武则天的行为去论证武则天对于猫的心

理障碍是由当时社会流传的“猫鬼”引发的。卢向前在他的论文里也详细地写了

关于“猫鬼”这种巫术的来历。猫鬼的记载除了在史书出现，它也出现在各种古

代的医学典籍里，可见“猫鬼”确实好像是活在当时的人们生活里一样，因此对

武则天造成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鉴于隋朝和武则天的年代相隔并不那么远，因

此，卢向前将武则天的畏猫与隋朝的猫鬼之狱联想在一起确实是有其逻辑所在

的，对以后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而言也有其参考价值所在。

在卢向前之后，学者付婷针对卢向前的这一篇论文做了另一篇论文<武则天

“畏猫说”再探——兼论唐代“猫”的形象>。付婷在她的这篇论文里推翻卢向

前说武则天怕的是“猫鬼”的论点，并一一驳斥卢向前的论文中的论证。付婷在

她的论文里提出了武则天禁止宫中养猫只是在萧淑妃诅咒之后的一段时间，但

“禁猫”却不是永远的禁令。为了论证武则天怕的不是猫鬼，付婷对唐代猫的形

象展开了论述，说明猫和猫鬼在当时人的心中是完全二分的两种东西，并且作了

猫的形象在唐代是“不仁之兽”的结论，而猫鬼则是一种精神疾病。她认为卢向

前提出的武则天“畏猫说”是完全成立的，但是将武则天怕猫与隋代的猫鬼之狱

联系在一起则是复杂化了。付婷的这篇论文也是为数不多针对唐代猫的形象作出

系统性整理与分析的一篇论文。

同样是继卢向前之后，学者李荣华也对卢向前所提出的猫鬼之说进行了研

究。在李荣华的论文<隋代巫蛊之术新探>中，着重研究了隋代盛行的几种巫蛊之



4

术，包括猫鬼、偶人和毒药。卢向前的论文中提到了杨俊之死和猫鬼有一定的联

系，但李荣华却驳斥了卢向前的这一观点，李荣华提出了隋代的其他巫蛊之术，

并论证杨俊的死与猫鬼并无关系，并总结出猫鬼是盗人钱财的巫术，并不害人性

命。

韩林所作博士学位论文<武则天故事的文本演变与文化内涵>中论析了有关

武则天和猫的关系。虽然他研究的主题并不是猫，但在他的论文里却有对武则天

与猫的关系作出论析，指出武则天怕猫的说法其实是不符合史实的。他指出《新

唐书》中关于武则天虐杀王皇后和萧淑妃的事，是取材自《大唐新语》，而《大

唐新语》并非正史。《新唐书》对武则天存在偏见，而载入了虐杀的情节且将其

夸大。他也从史书中提出论据，论证武则天其实根本不怕猫。

另外，还有非常多的学者对“猫鬼”进行研究，这些论文包括了鄂崇荣的<

崇拜与恐惧——河湟地区多民族信仰猫鬼神的宗教人类学分析>、赵宏勃的<隋代

的民间信仰——以巫觋的活动为中心>都有对猫鬼的阐述。

以上几篇论文都是直接联系到本文的研究成果，但历来对于猫的研究实在不

多，因此下列的专书与论文只是从侧面联系到本文的题目，并不是对这个课题的

直接的研究成果。在清代，有人曾为猫做过专书，那便是黄汉作的《猫苑》。黄

汉作《猫苑》的动机，盖因“猫事本无专书，古今典故仅散见于群籍（【清】黄

汉等，2016：7）”。《猫苑》里广泛收集了有关猫的传说、典故，黄汉之所以

作《猫苑》，是想要效仿古人作《虎荟》、《蟋蟀经》等书，将古籍中凡有记载

猫的段落截出来，再按照黄汉的归纳法把这些古籍有关猫的段落分类。

清代王初桐也曾做类似专书《猫乘》，这部专书和《猫苑》的动机有异曲同

工之处，是王初桐在看过《相马经》、《驼经》、《虎荟》等关于动物的专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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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而萌生作《猫乘》的念头。这也是王初桐的暮年遣兴之作。王初桐在序中写

到，虽然《猫乘》无关于大道，但也可以用于致知格物，因此也不妨一读。《猫

乘》就作为清代当时的儿童读物面世了。黄汉和王初桐的这本专书为后世研究关

于猫课题的学者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他基本将所有提及过猫的古籍都做了很好的

归纳，对研究这个课题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索引。

除了文化历史的学者之外，中医学的学者也曾对“猫鬼”进行研究。例如范

行准在他的《中国医学史略》中曾提出猫鬼其实是一种严重的竭斯底里症。另外，

岳胜利等人所编的《简明中医古病名辞典》中对中西病名进行了对照，而当中也

包含了猫鬼病，他将猫鬼病释义为江南一带一种名叫射工的毒虫侵入人体所致病

初得时或象伤寒（岳胜利等，1988:163）。他们对“猫鬼”进行了中医学方面的

研究，并作出了各自的结论。他们的研究也为研究隋唐猫鬼课题的学者提供了较

为科学性的解释。

（三）论文构思

这篇文章名为<隋唐政治中的“猫事件”>，以隋唐时期所发生的几起与猫有

关的历史事件作为研究对象，目的是梳理这几起猫事件的关联与猫在当中的特殊

性。因此，本文将会收集隋唐时期中载有猫的历史文献，再针对这些文献中所提

及的猫事件进行研究。本文将从《隋书》、《北史》、《旧唐书》、《新唐书》

和《资治通鉴》引出几段关于猫的历史，再梳理其中的关系。这几段历史分别是

隋朝独孤皇后和猫鬼的关联；武则天在萧淑妃死后就存在了畏猫心理；以及李后

主之子李仲宣活活被猫吓死；以及被称之为李猫的政治人物李义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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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章<猫在中国的文化概况>，本文先会梳理猫传入中国的历史，中国到

底是从什么时候有猫。猫传入中国，对于当时的人们有着怎样的功用？人们对于

猫的初始印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本文之所以探讨这些问题，是因为猫在什么

时候传入中国一直以来都备受争议，更也有一些说法指猫是在唐朝时期才传入中

国。也延伸出一些问题，如中国早期文献所出现的“猫”字并不指猫。若本文的

课题要展开，就必须解决猫究竟何时被传入中国，以及什么时候开始，文献所出

现的“猫”字，就是泛指我们所认知的猫。在这一章，本文也将会引出隋唐时期

有关猫的文学，看看当时人们如何看待这种动物。从文学中也可以大致看出猫在

当时人们心中有着怎样的形象。

上述问题得到解答之后，就进入到本文的讨论的核心，那就是隋唐所发生的

“猫事件”。第三章<隋朝“猫鬼”事件>将着重探讨“猫鬼”。在前人研究中，

卢向前将隋朝所发生的“猫鬼之狱”延伸讨论至武则天所惧的猫是猫鬼。独孤皇

后被异母之弟独孤陀以猫鬼咒之；本文将在这一章讨论猫鬼到底是一种毒、一种

蛊又或是一种病，隋朝曾经盛行的猫鬼之术，在唐代是否还存在，以及在当时候

的人们心中，猫鬼是否等同于猫，这一些都是这一章要探讨的问题。

而在第四章<唐代“禁猫”事件>则是要讨论关于唐代武则天的禁猫令，武则

天禁猫是否被隋代猫鬼事件所影响导致对猫有畏惧心理。而猫鬼是不是武则天怕

猫的原因。再有就是讨论唐代人对于猫的影响，他们的宗教信仰与猫的关系。本

文将论析李义府被称为猫的原因。李义府的形象符合猫的哪一些特点，称李义府

为猫是带贬义还是一种中性的称谓，从这些方面来看，也可以看出猫在唐代人心

中的某一方面的形象。而接下来讨论的是李仲宣之死和猫的关联，李仲宣在佛前

嬉戏被猫惊吓而死，到底是因为猫还是因为大灯落地的响声将他吓死，而这件事



7

情与前面几起猫事件有什么关联。

在最后，本文将针对本文所研究的主题，即对这些“猫事件”的关联性以及

猫在这些事件当中的特殊性与形象作出总结。

（四）研究资料/书目

要研究猫在隋唐时期的形象，就必须用到该朝代的文献，隋唐两代的正史是

必须的研究资料。《隋书》、《旧唐书》、《资治通鉴》是隋唐两代的正史，这

三部史书是具有可信度的，而这三部史书中也分别出现了不同“猫”，当中所记

载的猫大约可以反映猫在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的研究范围也涵盖了猫在隋

唐政治的形象，因此这三部正史是这个课题中不可或缺的文献。上文前人研究结

果所提到的两位学者卢向前与付婷所用的第一资料也出自这三部正史。隋唐史书

中对于猫的记载，可以说是对这个课题最直接的资料，关于猫的政治形象也必须

建立在正史的基础上才可以被探讨。

本文会处理“猫”这个字是从什么时候才稳定下来泛指我们认知的猫，以及

猫的别称的问题。因此，许慎《说文解字》也将会是本文的参考书目。本文将从

说文解字检索“猫”这个字的含义，借此弄清楚猫在中国早期呈现出的形象。猫

究竟是在什么朝代才出现在中国，如果《说文解字》检索得到“猫”这个字，而

这个字的解释与我们认知的猫相符，那么就能证明猫早在汉代就传入中国。因《诗

经》也曾出现“猫”这个字，因此本文会参考《诗经》的各个注疏，看看《诗经》

中出现的“猫”，究竟是不是现今认知的猫。此外，为了了解猫初入中国时的作

用，本文也会参考关于生物学的资料，了解猫的特性及对人类社会的作用。



8

隋唐时期盛行“猫鬼”的说法，而前人的研究也出现了争辩猫和猫鬼在隋唐

人的心里到底是不是同一种东西，可见“猫鬼”对于隋唐时期猫的形象研究有着

关键作用。“猫鬼”到底是猫还是鬼，是病还是毒一直都有不一样的说法。猫鬼

是来自羌族文化，王明珂的《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就提

到了羌族猫鬼的传说。这部书是羌族的民族史，由中华书局出版，具有一定的权

威。因此，本文会参考这部书中对于猫鬼的叙述。对于“猫鬼”曾经有人尝试找

出一种科学的解释，因此本文也将会参考范行准的《中国医学史略》，看医学上

对于“猫鬼”的科学解释，以及古人对猫鬼的应对方法。

对于武则天到底害怕是猫还是猫鬼这个问题，本文将会参考胡戟等人所编撰

的《二十世纪唐研究》，这本著述中有大量唐时期的宗教信仰的叙述，从中了解

唐代巫蛊之术是否还一如隋代那样盛行。而当时的宗教体系里，巫蛊之术算是可

怕的诅咒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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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猫在中国的文化概况

猫在古代又被称作“狸狌”或“狸奴”。汉代之前关于猫的文献非常少，以

至于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是在汉代的时候才有猫的。本文将在这一章探讨猫到底是

属于中国本土的，还是某个朝代从别处引进的。因为这样才能了解隋唐时期的猫

是否是一种普遍的动物，以及隋唐时期人们对于猫的熟悉程度。猫在中国的历史

越长，隋唐人就越了解这种动物。

在已掌握的资料当中，可以非常确定隋唐时期是已经有猫的。因为隋唐时期

提及猫的文献不在少数，例如上文所提及的隋朝“猫鬼”，武则天“畏猫说”等。

而到了宋朝时期，猫似乎变成了民间的宠物，甚至还有专门以猫为题的“咏猫诗”，

以及以猫为题的“狸奴画”，这些专门以猫为题的作品在宋以前的朝代是不多见

的。但是唐宋两代相隔不远，因此本文将在这个章节探讨养猫的风潮到底是仅存

于宋代以及宋代之后，还是早在隋唐时代就流行养猫。

（一）猫的起源

猫是一种野性的动物，它们本来并不是和人类社会一起生活的家畜。猫和人

类产生连接以及被人类驯化的原因，无论在哪一个文化中都是几乎达成一致的，

那就是为了在农业社会中扮演治鼠患的角色。例如，在古埃及农业社会刚起步时，

野猫就从沙漠迁徙到了人类社会，从而被驯化。在中国，猫更是被视为老鼠的天

敌长达数千年，虽然像蛇、鹰也以老鼠为食，但却完全无法震撼猫作为老鼠天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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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礼记·郊特牲》中就有写到“迎猫，为其食田鼠也。（钱玄等，2001：

346）”由此可看出，中国驯养猫的目的性非常明确，那就是治鼠患。

关于猫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在中国的问题，一直以来都众说纷纭。大部分学

者认为，猫是在汉代时随着丝绸之路被传入中国。而中国人是在西汉末年才将猫

驯化。日本考古学家上原虎重曾在他的著述中，也说明猫是西汉末年才被中国驯

化（转引自郑婧婧，2016：8）。另外，也有学者认为猫是唐代时才被传入中国

的，而猫当时在中国的作用是用以保护经书，宋代的罗愿在《尔雅翼》中写到“猫

乃小兽之猛者，初，中国无之，释氏因鼠啮佛经，唐三藏禅师从西方天竺国携归，

不受中国之气。（【宋】罗愿，2005：201）”但显然这个说法是根本不可靠的，

因为在唐代以前，中国就有非常多的文献是有猫的。

以上的说法大部分都认为中国本土是没有猫的，但是关于中国本土到底有没

有猫，是不能就此下定论的。外国学者认为猫的祖先是从北非和中东各古国的各

种野猫，后来才慢慢传播到世界各国。但是，在 2014 年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胡耀武等人发表了一份研究，他们证实了中国早在仰

韶时期就驯养了猫，他们从陕西泉护村出土的猫骨发现它们都摄取了一定量的栗

类农作物，这很有可能就是被人类长期喂养的（胡耀武等，2014：117-119）。

由此可证明，中国在非常早的时候就有了猫，而且是已经被人类驯养的猫。所以，

猫在唐朝才被引进的说法并不成立。

“猫”这个字最早出现于《诗经·大雅·韩奕》，“孔乐韩土，川泽訏訏，

鲂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罴，有猫有虎。”。但当时的“猫”字，所指的也

许不是我们现在认知的猫。根据高亨《诗经今注》的注解，这里的“猫”说的是

一种毛色浅淡的虎（高亨，2009:461）。这个说法是根据《毛传》的“似虎，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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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者也。”的注释。但据后人考证，其实这里的“猫”是指山猫，而不是虎（程

俊英，2004：498）。山猫是没有被人类驯养的猫，当时和老虎一样充满着野性

的习性，因此与家猫区分开，但它依然是猫的一种。

但《诗经》的猫到底是虎还是猫还是存在一定的争议性，那么我们可以从中

国汉代或汉以前的文献来看，猫也一定是在隋唐之前就存在于中国。西汉末年才

引入猫的说法也无法成立。《说文解字》中的“猫”释义为“狸属。从豸苗声。

（【汉】许慎，1963：198）”而《埤雅》中解释“鼠善害苗，而猫能捕䑕，去

苗之害，故猫之字从苗。（【宋】陸佃、娄机，2002：37）”所以，《说文》中

的猫大概就是我们现今认知的猫，较无大争议。因为它符合猫捕鼠的特征，只要

符合善于捕鼠的特征，那么“猫”字所指的猫大约就毫无争议是现今认知的猫。

更早的文献，如《庄子》里曾言“骐骥骅骝，日而驰千里，捕鼠不如狸狌（王

先谦注，1954：94）”，从其捕鼠的功能来看，其中的狸狌看起来应该是指猫。

又如东方朔的《答骠骑难》中所写，“骐骥騄駬，飞兔驎駵，天下之良马也，将

以捕鼠，不如跛猫。”意为天下良马用以捕鼠，都及不上一只跛脚猫。从中我们

可清楚地看到，猫确实在汉代以前就存在于中国。

如上文所说，中国在非常早的时候，就已经有猫了。但是，以上的证据只能

说明人们为了猫对于农业的功能性而蓄养猫。而中国开始纯粹把猫当成宠物的时

间，大约是在唐宋时期，更准确的说法是宋朝时期。根据《中国风俗通史·宋代

卷》的说法，宋代是盛行养宠物之风的，猫在宋代不再仅作为农业的工具，而是

被当作纯属娱乐的宠物（徐吉军等，2001：774）。宋代以前的人很少有养宠物

的概念，全民养宠物是宋代才开始的热潮。本文所研究的朝代范围隋唐，当时的

中国是有猫的，猫对当时人而言也并不是稀有的动物，但也还没普及为全民的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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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二）隋唐时期文化中的猫

为了能更深入了解本文要研究的课题，就必须了解猫在隋唐时期是怎样的一

种存在。要了解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看待这个动物，可以从当时的文学作品大致窥

看一二。虽然猫在隋唐文学的诗文名篇中很少出现，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出现。

所以本文将在这一节中探讨猫在隋唐文学中的形象以及其作用。

从某一些唐诗来看，唐朝仍保留迎猫习俗。关于迎猫习俗的记载，最早是在

《礼记·郊特牲》，当中写到了当时迎猫和迎虎的社会习俗，“迎猫，为其食田

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钱玄等，2001：346）。”这个迎猫的习俗在唐代

也得以保留。我们可从一些唐诗中看到迎猫的习俗在唐朝也是存在的，例如李端

的<长安感事呈卢纶>中写到“扪虱欣时泰，迎猫达岁丰。原门唯有席，井饮但加

葱（彭定求，2008：3277）。”再例如，柳宗元的<掩役夫张进骸>写到“猫虎获

迎祭，犬马有盖帷。”这两首诗里面都提到了“迎猫”，从两首诗可见唐代确实

保留着这一个习俗。根据《礼记·郊特牲》的记载，天子需要在年终之时进行蜡

祭，以祭祀八神，而这八神和农业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可以为农民防患灾祸。而

猫虎并列为八蜡神祇之一，它们有助于农民防备田鼠和山猪。因此，迎猫习俗皆

因猫可防备鼠患有助于农业，是基于猫捕鼠的功能所能对农业的贡献而衍生的习

俗。

在唐诗中，诗人也常常强调猫的捕鼠功能。在这些提及猫的唐诗中，猫一般

会和老鼠一起出现。例如，寒山的诗三百三首的其四十五“骅骝将捕鼠，不及跛

https://sou-yun.com/Query.aspx?type=allusion&id=7195&key=%e7%8a%ac%e9%a6%ac%e6%9c%89%e8%93%8b%e5%b8%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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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儿。（彭定求，2008：9069）”。骅骝是一种高级的骏马，但是用骅骝来捕鼠

的话，它还及不上一只跛脚猫。这里就看出了当时的人们对于猫的捕鼠能力的一

种认可。再有一个强调猫捕鼠功能的诗作为例子，裴谞的<又判争猫儿状>“猫儿

不识主，傍家搦老鼠。两家不须争，将来与裴谞。（彭定求，2008：9891）”这

里说的是猫不会为了一个特定的主人而捕鼠，只要有老鼠，哪怕是隔壁家的它也

会去捕捉，因此这两家邻居常常为此而争吵。这里又再次印证了猫捕鼠的能力。

再比如元稹的<江边四十韵>“停潦鱼招獭，空仓鼠敌猫。土虚烦穴蚁，柱朽畏藏

蛟。（彭定求，2008：4536）”说的是几组天敌关系，里头就包含了猫和鼠。这

些作品的共同点都是猫鼠同时出现，强调猫捕鼠的功能性。可见，唐朝时的人们

视猫为老鼠的天敌是非常普遍的。

此外，在唐传奇的志怪小说中，也有以猫作为题材或小角色出现的作品。《玄

怪录·崔绍》中略有提及在南土风俗中，他们视猫在家中产子为不祥之兆。《玄

怪录·崔绍》故事中的主角崔绍家中有雌猫产子，他因此心中不喜，就残忍杀死

了该雌猫与它诞下的二子。这一段描写就印证了南土风俗中，猫在家产子是不祥

之兆，会令人不悦。而这篇故事的后续写到，崔绍在杀死猫之后他便患上了热疾

而死。阴差就对崔绍说，崔绍病死是因为他曾经杀害过的三个冤家告发了他，那

三个冤家就是崔绍杀害的那三只猫。《玄怪录·崔绍》描写了猫的猫首人身的形

象，这添加了该小说的志怪色彩，也让猫在小说中有了志怪化的一面。《稽神录·唐

道袭》中写到“夏日在家，会大雨，其所蓄猫，戏水于檐溜下。道袭视之，稍稍

而长，俄而前足及檐。忽尔雷电大至，化为龙而去。（李昉等，2003：3584）”

这里写到了猫在雷雨天中的异变，最终猫化身为龙而离去。这段描写也显现出了

猫的志怪化的一面。

https://sou-yun.com/javascript:DisplayWord(13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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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文学中除了对于迎猫、猫捕鼠和志怪化的描写，也有一些着重描写猫的

品性的文章。例如韩愈的《相猫乳说》。这篇文章是韩愈看见马燧家中的猫事有

所启发而写。里面描写了马燧家的两只母猫同时产子，其中一只不幸死去，而另

外一只猫看了就将死去的猫的猫子叼到自己的窝一起抚养。在这篇文章可以看见

猫慈爱的一面，而韩愈也非常欣赏这种品性，以猫的这种温厚慈爱的性情借喻他

的好友马燧的品性。关于“猫相乳”的说法，除了韩愈，张鷟在《朝野佥载》中

也有类似的描写，“猫犬同时产子，取猫儿置狗窠中，狗子置猫窠内，惯食其乳，

遂以为常，殆不可以异论也（【唐】刘餗、张鷟，2008：72）。”这里所描写的

是猫不介意对一只小狗哺乳，基于母爱所以它不将狗视为异类，将狗和自己的孩

子共同哺乳。可见，“猫相乳”的说法在当时应该是人们熟知的习性，猫可以哺

乳自己孩子以外的孩子。而猫的这个习性也和当时的道德观念契合。但是，这两

篇描写“猫相乳”特性的文章，还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猫是被饲养它的人所感

化而变得仁爱，文章的目的更倾向于表扬猫的主人，他们的仁爱令到猫也被感染

而变得仁爱。

综上所述，可以看见猫在当时的文学中，是有着多面性的。由于猫捕鼠的功

能，他们对猫是尊重的，所以依然保留着迎猫的习俗。而且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

猫就是老鼠的天敌，因此猫鼠一起出现的诗作不在少数。此外，猫在小说中也有

着志怪化的一面。在唐代的文章中有描写到“猫相乳”的特性，看见了猫“仁”

的一面，但这一面是被人为所感化的。这就是从文学作品中可以看见的关于当时

人们对于猫的印象，它并非是单一的形象，而是多面性的。在了解了这一点之后，

再进入本文所要探讨的隋唐政治的“猫事件”，则会更理解那些政治人物以及人

们对于猫的感受。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8%E9%A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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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隋朝“猫鬼”事件

前文提到猫在隋唐时期的文学形象是多样化的，而其中就有志怪化的一面。

“猫鬼”是一种与猫有关的巫蛊之术，有了“猫鬼”一说，就使到猫在当时就更

具有志怪化的一面。要探讨独孤皇后“猫鬼事件”，就必须先知道猫鬼是什么。

在隋代时期，猫鬼在民间和宫廷的状况又是如何。猫鬼，是一种巫蛊之术，曾盛

行于隋朝，甚至被载入隋代的正史以及医学典籍。隋朝所发生的猫鬼事件指的是

独孤皇后被异母弟以猫鬼咒之，这件事在当时颇为轰动。这件事在隋朝的正史《隋

书》中，猫鬼被直接正面写入这件事。

（一）隋朝猫鬼文化

“猫鬼”曾经在隋朝盛行一时。“猫鬼”属于民间精怪崇拜(即万物崇拜)中

的动物崇拜行为，兼有南方巫蛊的一些特征（鄂崇荣，2012:1）。它是一种巫蛊

之术。在隋代的很多文献都有关于猫鬼的记载。有不少学者都有针对“猫鬼”作

出研究。在这些研究成果当中，基本上可以盖棺定论猫鬼是来自于羌族的文化信

仰，是邪神的一种。它是一种怪诞的存在，它既非人、非神又非鬼，但又是藏羌

彝走廊内部各民族普遍信仰的邪神之一。

这一章要探讨的是，猫鬼如何进入到隋朝，又如何影响当时的人们。事实上，

在隋代巫蛊之术是非常盛行的，而猫鬼只是众多巫蛊之术的其中之一。鲁迅在《中

国小说史略》中曾论及六朝志怪小说盛行的原因，“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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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越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

凡此，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怪志怪之书。（鲁迅，1973：

183）”中国自古就对巫术有所信仰，在隋朝这个时期，民间还是处于巫术盛行

的状态，所以当时才产生了很多的志怪小说。且自晋代至隋代，都是巫术盛行的

时代。所以，猫鬼会存在于当时社会的信仰体系里，也不足为奇了。

在隋代，巫术的盛行不仅仅存在于民间，在宫廷里也一样盛行。《隋书》曾

载几个以巫术治病的案例。隋炀帝在位时，太子杨昭得病，当时也是由精通巫术

的人为太子诊治，巫者称病因是房陵王（被废而死去的太子）作祟，这是当时怨

灵作祟的典型病例。这个案例中太子得病离不开神鬼之说，解开病因也离不开精

通巫术之人。由此能充分证明隋代民间至宫廷都对巫术存在一定的依赖，以至于

将巫术当成是治病的正规方法。

隋代医学典籍《巢氏诸病源候总论》中，记载了很多和鬼怪作祟而导致的病

痛，且写得有因有果言之凿凿。这本医学著作也可以看见，其实当时隋朝的人们

是深信鬼神作怪和巫术的作用的。猫鬼也是被记载在《巢氏诸病源候总论》的一

种病，“猫鬼者，云是老狸野物之精变为鬼蜮，而依附于人，人畜事之，犹如事

蛊。以毒害人，其病状心腹刺痛，食人府藏，吐血利血而死。”猫鬼是老狸之类

的野生动物化成的妖怪，人们需要像养蛊那样供养猫鬼。它能以毒害人，中了猫

鬼毒的人会有心腹刺痛，吐血而死的症状。从《巢氏诸病源候总论》的描述来看，

猫鬼是一种能使人中毒而死的危险蛊术。

在隋代，正处于魏晋之后五胡乱华的局面。因此，在那个时候，其他民族的

文化或信仰得以融入中国。源自羌族的猫鬼文化带到了中国也就不足为奇了。在

加上，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排斥巫术这类文化。巫术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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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张紫晨，1990：264）。周代至春

秋，关于巫术的记载是最多的，那个时期的出土文物中也有很多与巫术有关的文

物，就连甲骨文也多是记载占卜结果的文物。这种中国古代对巫术的信仰不仅仅

在周代至春秋，在汉代、唐代、宋代也有关于巫术的历史活动，他们以这些活动

为他们消灾解难，大至干旱、地震、山崩、日蚀、瘟疫，小至耳鸣、眼跳、心惊、

梦魇，无不运用巫术解之（张紫晨，1990：268）。因此，像猫鬼这样的巫蛊之

术能够流传到中国并不足为奇。

猫鬼巫术是中国古代巫术中比较有特色的一种，从类别来看，可以归为伤害

别人的黑巫术之中，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当然荒诞不经，除了猫鬼巫术之外，隋

时还有地域特征鲜明的各种蛊毒流行（赵宏勃，2010:72）。巫术，是人类建立

在信仰的基础上，幻想依靠某种力量或超自然力，对客体施加影响与控制的一种

行为（张承宗、魏向东，2006：500）。猫鬼显然是符合巫术的定义的一种巫蛊

之术。猫鬼是一种依附于人的巫蛊，有人说猫鬼是老猫的鬼魂所化成的鬼怪，因

此想要蓄养猫鬼的人必须缢死一只老猫，之后为它设七七四十九日的斋醮，那它

可以幻化成猫鬼，为猫主所用。以目前能看到的资料来看，猫鬼的作用是与金钱

有关的。人之所以会养猫鬼，是要猫鬼向别人取得钱财，而人们饲养猫鬼的目的

也多在于害人夺财，或使人致病。

而令到猫鬼在隋朝轰动一时的，大约就是独孤皇后被咒一事。

（二）独孤皇后、郑祁耶与郭沙罗“猫鬼”事件

猫鬼事件在隋朝轰动一时，在《隋书》中也曾载独孤皇后被猫鬼诅咒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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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隋书》的记载，这件事是独孤皇后的异母之弟独孤陀所造成的。

《隋书》是这么写的：

“其妻母先事猫鬼，因转入其家。上微闻而不之信也。会献皇后及杨素

妻郑氏俱有疾，召医者视之，皆曰：“此猫鬼疾也。”上以陀后之异母弟，

陀妻杨素之异母妹，由是意陀所为，阴令其兄穆以情喻之。……陀因谓阿尼

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钱也。（【唐】魏征等，1973:1790-1791）”

这一段引文大意是说独孤陀的妻母好左道，养过猫鬼。有一天，独孤陀向妻

子讨钱买酒，妻子不给。因此，独孤陀便指使婢女徐阿尼用猫鬼先后到杨素和独

孤皇后的居所得到钱财，因为这样杨素的妻子郑祁耶和独孤皇后都被咒得了病。

徐阿尼本是从独孤陀的妻母家来，因此徐阿尼懂得猫鬼之术。太医来给杨素的妻

子和独孤皇后诊治，两人都被诊断为患上了“猫鬼疾”。郑祁耶是独孤陀妻子的

异母妹，而独孤皇后是独孤陀的异母姐姐，此二人都与独孤陀有关，因此，独孤

陀很快就被怀疑，徐阿尼也招认了这件事。独孤陀因为与独孤皇后的关系，这件

事败露之后得以免于一死，但却被贬为了庶民。

这件事之后，隋朝严禁饲养猫鬼。隋文帝下令严禁饲养猫鬼和其他的巫蛊之

术，《隋书》也有所记载，“五月辛亥，诏畜猫鬼、蛊毒、厌魅、野道之家，投

于四裔（【唐】魏征等，1973:43）。”

从这件事来看，猫鬼的来历是独孤陀的妻子的母亲，是独孤陀的妻母将猫鬼

之术授予徐阿尼，所以才酿成了郑祁耶和独孤皇后被咒的祸端。然而，事实上，

独孤皇后并非隋朝历史所记载的被猫鬼诅咒的第一人。早在独孤皇后之前，独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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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的舅舅郭沙罗就为猫鬼所害。郭沙罗被猫鬼所害的事被记载于《北史》之中。

而根据《北史》的记载，用猫鬼之术害死郭沙罗的人，是独孤陀的外祖母高氏。

根据《北史》记载，“陀性好左道，其外祖母高氏先事猫鬼，已杀其舅郭沙罗，

因转入其家。上微闻而不信。会献皇后及杨素妻郑氏俱有疾，召医视之，皆曰：

‘此猫鬼疾。’（李延寿，1991：2172）”这一段描写大致与隋书相同，但当中

关于猫鬼的来历却和《隋书》中的描写有出入。

《隋书》中的猫鬼是独孤陀的妻母传授给徐阿尼的，而《北史》中却写是独

孤陀的外祖母高氏养过猫鬼，自然而然传入了独孤陀家。至于这两者关于猫鬼的

来历，谁的可信度更高？本文的立场是两者的可信度都并不高。这两者对于猫鬼

的来历都是一笔带过，缺乏了细节的描写。《隋书》中只说先养猫鬼的是独孤陀

的妻母，未提及姓名，也并未提及独孤陀的妻母为何饲养猫鬼，也没有提及饲养

猫鬼是独孤陀妻子一家的文化习俗，又或是只是独孤陀妻子母亲的个人在饲养猫

鬼。同样的，《北史》对于独孤陀外祖母养过猫鬼也没有太详细的记载，只说了

高氏用猫鬼来杀害了郭沙罗，但《北史》并没有提供再多的细节和证据去印证这

一点。

《北史》记载，郭沙罗是独孤陀的舅舅，而高氏是独孤陀的外祖母，那么按

常理来说，郭沙罗就是高氏的儿子。当然，郭沙罗和高氏是否是血缘关系上的母

子并不能就此妄下定论，因为没有历史证据能证明高氏是郭沙罗的生母，又或是

继母、小母的关系。按常理来说，如果郭沙罗是高氏的儿子，那么高氏以猫鬼杀

害自己的儿子似乎是非常不可置信的，这是有悖于常理的。因此，郭沙罗和高氏

可能是并没有血缘关系的母子，高氏以猫鬼杀害郭沙罗可能是出于家族经济纠

纷。因为前文提到猫鬼的作用其实与钱财有关，独孤陀用猫鬼咒害郑祁耶和独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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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的目的就是为了盗得钱财。但，郭沙罗到底是不是高氏以猫鬼所杀？以《北

史》一笔带过的记载来看，对此没有再多的细节描写，那高氏养猫鬼杀子就有可

能是被杜撰出来的。

当然，也有可能《北史》和《隋书》的记载都是正确的，因为高氏养猫鬼和

独孤陀妻母养猫鬼是不相互冲突的。也即本文认为这二者是有可能都有同时饲养

猫鬼，又同时与独孤陀有关，《隋书》、《北史》各取一者作为独孤陀家中猫鬼

的来历，因此两者记载看似有所出入，但实则并无冲突。在隋代，饲养猫鬼的人

可能并不少见。以上这些关于猫鬼的事件都是由正史所记载。除了《隋书》、《北

史》，《太平广记》也曾提及猫鬼。在《太平广记》的记载中，隋朝时被猫鬼所

牵累的人，高达上千家。从《太平广记》里说的这个数目，结合《隋书》和《北

史》中记载高氏和独孤陀妻母有饲养猫鬼来看，养猫鬼的人或许不在少数。但《太

平广记》一书只是一部小说，里面的故事大多带有志怪色彩，因此，关于猫鬼的

这一段描写可信度可能并不高。但是，再结合当时《隋书》所载的“五月辛亥，

诏畜猫鬼、蛊毒、厌魅、野道之家，投于四裔（【唐】魏征等，1973:43）。”

我们至少可以得知一个事实，那就是在隋代时期饲养猫鬼不仅仅是一个个案，除

了独孤陀，民间一定还有其他人也在饲养猫鬼。

对于猫鬼，在独孤皇后和郑祁耶被咒之前，隋文帝是“微闻而不信”的。这

里的微闻而不信也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读，第一，隋文帝不相信独孤陀在饲养猫

鬼；第二，隋文帝不相信猫鬼这种巫蛊之术，认为猫鬼之术纯属无稽之谈。但显

然隋文帝是前者。隋文帝在历史上是个颇为迷信的人，他迷信佛教也迷信鬼神。

所以，显然他是相信巫蛊之术的存在的。

在隋代之后，猫鬼似乎不再被人提起。但在唐代却发生了另一件与猫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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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那便是武则天禁猫事件。在下文，本文将会探讨武则天禁猫与独孤皇后猫

鬼事件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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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唐代“禁猫”事件

武则天禁猫是发生在唐代。而武则天为何禁猫，这与萧淑妃说的一句咒诅有

关。萧淑妃曾对武则天咒说：“愿阿武为老鼠，吾作猫儿，生生扼其喉！”自此，

武则天便对猫产生了恐惧，甚至下令禁止宫中饲养猫。这件事发生在独孤皇后猫

鬼事件之后，因此有学者认为武则天禁猫与隋代猫鬼事件有所关联。下文将要探

讨的便是这两起事件之间究竟有无关联。

（一）武则天畏猫与禁猫

唐代也有猫鬼事件，虽然唐代的正史没有直接写到“猫鬼”这个词，但是，

猫鬼却存在于唐律中。在《唐律义疏》卷十八中有写到：“若自造、若传畜猫鬼

之类及敎令人，并合绞罪。若同谋而造律不言皆即有首从（刘俊文，1996：1300）。”

也正因此，学者卢向前认为武则天所怕的并不是普通的猫，而是猫鬼。武则天被

萧良娣诅咒后，所下的“禁猫令”也是为了防范有人饲养猫鬼。上文提及，如要

获得猫鬼，就必须缢死一只老猫，而后作斋醮，那么老猫的鬼魂就会化为猫鬼，

为其主人所用。因此在理论上，武则天禁猫也确实能够防范有人蓄意饲养猫鬼。

禁止饲养猫鬼在隋朝是有先例的，但并未上升到连猫都不能养的地步。

隋朝独孤皇后猫鬼事件曾轰动一时，武则天与独孤皇后所在的年代相差不

远，因此武则天极有可能听闻过猫鬼。再加上，武则天和隋文帝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都是历史上非常迷信的皇帝，对佛教有着狂热的热爱，同时也迷信鬼神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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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事。因此，如果说武则天会相信猫鬼巫蛊，其实也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但武

则天禁猫和独孤皇后猫鬼事件有无关联并不能就此下结论。

有关武则天禁猫，在《资治通鉴》中是这么记载的：

淑妃骂曰：“阿武妖猾，乃至于此！愿他生我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扼

其喉。”由是宫中不畜猫。……武后数见王、萧为祟，被发沥血如死时状。

后徙居蓬莱宫，复见之，故多在洛阳，终身不归长安（【宋】司马光，1963：

6284-6295）。

后世人说武则天“畏猫”多是出自这一段记载。但是，单从这段记载的内容

来看，其实在资治通鉴中是没有直接指明武则天怕猫。上述所记录的情况是武则

天被咒骂之后，就“由是宫中不畜猫”，并没有说武则天怕猫。而之后武则天看

见萧、王二人的死状，才感到害怕，所以迁居蓬莱宫，终身不归长安。由此可见，

武则天之所以迁宫不是因为怕猫，而是因为对萧、王二人的恐怖死状产生了阴影。

文中并无记载武则天怕猫，而是记载武则天害怕王、萧的死状。因此，武则天迁

宫其实与怕猫无关。所谓的武则天怕猫，其实是后世人带主观性质的解读。宫中

不畜猫并不等同于武则天对猫有着恐惧。所以，单从这一段记载，是不能断定武

则天“畏猫”的。文中没有一个用词明确表明武则天有畏猫倾向。

关于同一件事件，《旧唐书》中关于这个事件的记载是这样的：

庶人良娣初囚，大骂曰：“愿阿武为老鼠，吾作猫儿，生生扼其喉！”

武后怒，自是宫中不畜猫（【后晋】刘昫等，1975：217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8%E6%98%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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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唐书》的这一段记录里，也是不能看出武则天有畏猫倾向的。这里面

记录了武则天下禁猫时的情绪，是“怒”，而不是“畏”。根据这段记载，与其

说武则天“畏猫”，还不如说是对萧淑妃这段话感到愤怒，于是迁怒到了猫身上，

而下了禁猫令。这一段描述无法体现武则天任何畏猫的情绪，同一个事件的描述，

《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的区别在于《旧唐书》描写了武则天“怒”的情绪。

显然的，“怒”和“畏”二字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

但，从《资治通鉴》和《旧唐书》这些正史的文字来看，没有关于武则天“畏

猫”的正面描写。甚至如果大家只看过这两部正史的话，是不会有人认为武则天

因萧淑妃的诅咒而怕猫的。因为，《资治通鉴》中还有记载另外一件武则天和猫

的事迹。以下为《资治通鉴》所记载的另一起关于武则天和猫的事件描写：

“太后习猫，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传观未遍，猫饥，搏鹦鹉食之，

太后甚惭（【宋】司马光，1963：6484）。”

这里说的是武则天训练猫和鹦鹉共处。这件事是发生在武则天老年的时候。

若她真的因为萧淑妃的诅咒而产生了阴影，从此怕猫的话，又怎么能够亲自训练

猫和鹦鹉共处呢？可见，其实武则天根本不怕猫。有学者认为武则天怕猫只是一

个短暂的时期，但本文的观点为武则天“畏猫”只是由始至终都只是一个以讹传

讹出来的讹传。而关于武则天“畏猫”谣言的出处，其实是来自于史学家的偏见

和文学人的想象，才导致了武则天畏猫的说法言之凿凿，误导了后世人武则天有

畏猫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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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作为中国罕见的女性统治者，向来是文人墨客津津乐道的创作题材，

因此武则天这个人在文人墨客的笔下往往充满了传奇性和戏剧性。而畏猫这一笔

也多是文人墨客所强加在武则天身上的戏剧标签。例如，在《新唐书》关于武则

天的记载，明显是更倾向于小说化的。《新唐书》和《旧唐书》、《资治通鉴》

的不同就在于《新唐书》加了武则天虐杀萧、王二人的情节，里面的描写是这样

的，“武后知之，促诏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酿瓮中，曰：‘令二妪骨醉！’

数日死，殊其尸。（【宋】欧阳修，2003：3474）”而《新唐书》所描绘的这段

事件，和吕雉虐杀戚夫人的情节极为相似。因此有学者认为《新唐书》是参考了

吕雉和戚夫人的故事，在这个故事的基础上再创造出武则天虐杀萧、王的情节，

增加了这个事件的戏剧性。因此，武则天对萧、王二人是否存在虐杀，一直以来

都有所争议。关于武则天的事迹中，不乏这种小说化的描写，因此，所谓“畏猫”

一说也有着被虚构的可能。

元代杨维桢《武后》诗云： “忠良斩刈若刍荛，乳虎苍鹰积满朝。可是唐

臣无杜伯，危心只忌六宫猫。”史书没有武则天畏猫的直面描写，但是这首诗却

出现了武则天“忌六宫猫”的说法。可见，武则天“畏猫”只是历来民间的谣传

带给人的错觉，她其实并不怕猫，从《史书》上的描写来看，禁猫事件中也谈不

上对猫鬼有所忌讳。因为就目前所掌握到的资料中，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指向猫在

唐代时期人们的心目中等同于猫鬼。在本文的第二章中，曾引多个文学作品为例

探究猫在唐代的形象和作用，其中哪怕猫在部分文学作品中有着志怪化的一面，

但没有任何作品指向猫等同于猫鬼这类巫蛊。文学作品能够反映出社会的情况，

从第二章所引得众多文学作品中的猫都与猫鬼无关，可见当时的人们没有将这二

者混为一谈。猫即猫，猫鬼即猫鬼，二者是不同的两样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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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的宗教信仰最大的特点就是多样化（吴玉贵，2006：552）。因此，

不排除当时确实是盛行一些所谓的巫蛊之术，也不排除猫鬼在唐代依然存在。但

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萧淑妃对武则天用了猫鬼巫蛊。因此，在这个事件当中的

“猫”指的并不是猫鬼，而是萧淑妃希望轮回转世后成为武则天的天敌或克星，

而猫恰好是鼠几千年来天敌，所以萧淑妃在这里的诅咒使用了猫鼠。而这一点也

能证明，其实当时她们是深深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对于佛教的“轮回说”深信不

疑。武则天本身是个虔诚地佛教徒，她未必相信猫鬼，但她必定相信因果轮回的

说法。萧淑妃以猫鼠咒武则天，和武则天因梦魇而迁宫是对于她们宗教信仰的反

映。而猫和唐代的宗教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在下一节本文将探讨猫与唐代宗教。

（二）从“猫事件”看猫与佛教之关联

上文提及，武则天和隋文帝、独孤皇后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对于佛

教的热爱。被猫鬼所咒害的独孤皇后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隋文帝杨坚，字那

罗延，那罗延是个充满佛教色彩的用词，是一个神尼为隋文帝所起的字。而在《北

史》中有记载独孤皇后的名字叫伽罗，而“伽罗”是佛经中常出现的梵语音译词，

可见她与佛教的关系密不可分（杜斗城、吴通，2014：55）。他们所用的名字至

少能证明他们所在的环境是充满佛教氛围的。再者，他们都是和上文所提及的“猫

事件”有所关联的人物。那么，猫和佛教之间有没有关联呢？

上文所提及的“猫事件”中，猫的形象并不那么正面。在独孤皇后猫鬼事件

中，它扮演着一个邪恶的巫蛊之术；在武则天禁猫事件中，它被萧淑妃用作一个

怨毒的诅咒；在武则天习猫与鹦鹉共处的事件中，它因饥饿残忍地将鹦鹉捕食。

这三起事件都足以见得猫的生性并不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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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到猫和佛教的关联，唐代还有另一起值得关注的猫事件。那便是李煜的

次子李仲宣被猫惊吓而死。史书对李仲宣的死是这样描述的：

“宋乾德二年，仲宣才四岁，一日戏佛像前，有大琉璃灯为猫触堕地，

哗然作声，仲宣因惊得疾，竟卒。（转引自：黄汉等，2016：77）”

李仲宣四岁时，在佛前嬉戏，当时有猫将大琉璃灯弄跌在地上，发出了极大

的声响，李仲宣便被吓死了。这起猫事件与前两段猫事件时隔较久，因此它看似

与前两段猫事件没有任何关系，但实则它和前两段猫事件仍然有一个共同点，那

便是与宗教、佛有关。

在佛教的教义里，猫这类肉食性动物是不能解脱轮回的。猫因天性就有杀性，

所以终生都无法摆脱业障，身心都永远被束缚（付婷，2012：103）。所以，佛

教的轮回说其中就有提到作恶多端的人来世就会成为猫、虎等肉食兽。因此，猫

在佛教中是一种不幸又不仁的动物。

上文所提及的所有猫事件都围绕着佛教的氛围，而猫大抵也是以不仁、不幸

的面目被呈现出来。猫鬼是被绞死的老猫鬼魂所制造的巫蛊，猫被人恶意绞死是

不幸，鬼魂无法超脱是不幸，被用于做坏事徒增业障也是不幸；成为猫鬼害人是

不仁，被武则天禁止蓄养又被训练与鹦鹉共处，最终猫无法忍受饥饿杀死鹦鹉是

不仁。李仲宣被惊吓而死也是体现了猫的不仁。这几起猫事件中的猫，都与佛教

所定义的猫相契合。

说到唐代的猫，不得不提到武则天的一个宠臣，李义府。李义府是武则天的

宠臣。在王皇后被废黜之后，李义府极力拥戴武则天当皇后，在武则天得到权力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BE%E5%BE%B7/3093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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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李义府自然而然就成为了武则天的得力爪牙。都说武则天畏猫，但她的宠

臣李义府却被人称之为李猫。李义府是唐朝著名的奸臣。按照《旧唐书》的说法，

人们之所以称他为人猫，是因为他“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后晋】刘昫

等，1975：2767）。”笑里藏刀，有着柔弱的外表，实际上却是凶残的猛兽。这

句话确实概括了猫的某一些特性。猫虽然和其他猛兽比起来，体型娇小，但它却

是个不折不扣的肉食动物，有着优秀的猎捕能力，老鼠和鸟类都逃不过它的爪子。

而猫的表情和狗比起来并没有那么丰富，人类很难用肉眼分辨它真正的喜怒，因

为它看起来无时无刻都在微笑。李义府也有着这样的特性，因此被称为“猫”。

在佛教里，也有这么一个形象的佛，那便是弥勒佛。弥勒佛在世人的印象中

就是一个大肚子笑口常开的佛。因此，有人说李义府有着一副弥勒佛般的笑脸。

同时，武则天和弥勒佛又有着密切的关系。武则天自称自己是弥勒传世，弥勒向

来被称作是未来佛，在政治中向来有着不寻常的意义，要推翻朝政的人总会打着

弥勒佛的名号。巧合的是，有着弥勒佛般笑脸的李猫就是协助武则天登位的助力

人物。

综上所述，在唐代，猫和佛教似乎有着一种微妙的关联性，在上文所提及的

猫事件中，猫的形象与佛教所说的不幸不仁之兽基本上是契合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8%E6%98%A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8%E6%98%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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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猫早在仰韶时期就存在于中国，作为能够改善鼠患的动物，从农业社会开始

就一直被人们蓄养，猫一直被视为鼠的天敌长达数千年，甚至位列八蜡被人所祭

拜。有关猫的文学作品并不多，但本文归纳了隋唐时期以猫为题材的作品，它在

这些文学作品中呈现出来的是多面性的形象，它既有志怪化的一面，又有着仁爱

的一面。

上文详叙了几起隋唐时期的猫事件。在隋代，郭沙罗、独孤皇后及郑祁耶先

后被猫鬼巫蛊所咒害，使到当时社会闻猫鬼而变色，隋文帝更是下令饲养猫鬼者

将投于四裔，《太平广记》载因此事受牵累的人高达数千家。因隋代猫鬼之事颇

为盛行，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武则天畏猫心理源自于对猫鬼的恐惧。但本文作出的

结论为武则天畏猫仅是谣传，从正史的记载来看，武则天由始至终都不曾畏猫，

因此也谈不上对猫鬼心存恐惧。武则天畏猫更多是从虚构的文学作品中讹传出来

的谣言。

但是，从上述几起猫事件中，本文发现到了这几起猫事件与佛教的关联性，

猫在佛教中是不仁又不幸动物，猫因为是天生的肉食动物，天性较残暴、冷血无

情、爱好杀生，它们不仁的天性就与佛教戒律相违背，因此它们无法摆脱业障的

束缚。猫不仁又不幸的一面在这几起猫事件中都得到了印证，而这几起猫事件发

生在佛教鼎盛时的隋唐时期，这几起猫事件的主人翁也有佛教密不可分，故猫在

这几起事件中的特殊性是佛教带来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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