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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犹太教与基督教中有关妇女的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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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犹太教的月经禁忌起源于5圣经6时代, 5利未记6对此有详细的规定 ,并禁止任何不洁之人进入

圣殿或者触摸圣物。当圣殿被毁以后,月经禁忌的侧重点则由禁止触摸圣物转为对夫妻之间性生活的严格规

范。基督教的 /安产感恩礼拜0 仪式源于犹太教, 但是中世纪的教会反复地宣称, 举行这种仪式不是为了洁

净, 而是对主的感恩和对玛利亚的追随。这种认识上的不同, 体现了两种宗教对待身体、性和婚姻的不同态

度, 是我们分析犹太妇女和基督教妇女地位异同的一个独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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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 都包含着有关妇女的

禁忌, 分别以 /经期不洁净法 0 ( N iddah)和 /安产

感恩礼拜 0( the churching of newmother)仪式的形

式表现出来。然而,两种宗教禁忌既有渊源关系,

其侧重点又有所不同,通过对这种差异的比较,我

们可以看到两种宗教对待性、婚姻和生育的不同

态度, 而这恰恰是我们透视犹太妇女和基督教妇

女在各自宗教中地位异同的独特视角。

一

在犹太教中, 经期的妇女被称为 /尼达 0

(N iddah) , 5利未记 615: 19- 33对经期妇女的行

为有详细而严格的规定:

女人行经, 必污秽七天, 凡摸她的,

必不洁净到晚上。女人在污秽之中, 凡

她所躺的物件都为不洁净; 所坐的物件

也都不洁净。凡摸她床的, 必不洁净到

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凡摸她所

坐物件的, 必不洁净到晚上, 并要洗衣

服,用水洗澡。在女人的床上,或在她坐

的物上,若有别的物件, 人一摸了, 必不

洁净到晚上。男人若与那女人同房, 染

了她的污秽,就要七天不洁净;所躺的床

也为不洁净。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

他们的污秽隔绝, 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

幕,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
[ 1] 176-177

上述繁琐的规定其实包含了以下几层含义:

妇女的经血不洁,正常的经期为 7天;倘若触摸不

洁之人或物, 会导致不洁; 与经期妇女发生性关

系,会导致男女都不洁; 而且, 如果男子与经期妇

女发生性关系而碰到经血, 他本身的不洁期也和

经期妇女一样。

在犹太教中,与月经禁忌相关联的是分娩禁

忌。分娩自然流出大量的血, 这被视为同月经一

样的不洁净,而且由于古代医疗技术之低劣,女人

死于分娩的可能性极大, 因而使得分娩一事于不

洁净之上又添加了一种强烈的恐惧。因此, 在犹

太教中,产后的妇女同样是 /尼达 0, 但是其不洁
期取决于生男生女。在 5利未记 612: 2- 5中, 耶

和华对摩西说: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 若有妇人怀孕

生男孩,她就不洁净七天, 像在月经污秽

的日子不洁净一样。第八天要给婴孩行

割礼。妇人在产血不洁之中, 要居家三

十三天。她洁净的日子未满, 不可摸圣

物,也不可进入圣所。她若生女孩,就不

洁净两个七天,像污秽的时候一样,要在

产血不洁之中,居家六十六天。
[ 1 ] 168-169

事实上,犹太教中有关 /尼达0的不洁净法有

以下两点核心内容:第一, 禁止任何不洁之人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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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殿或者触摸圣物, 行经及分娩后的妇女因此

/被禁止触摸 5托拉6经卷和进入犹太会堂进行祈

祷 0。[ 2] 103
第二,当犹太历史上的第一圣殿和第二

圣殿于公元前 586年及公元 70年先后被毁以后,

月经禁忌和分娩禁忌的侧重点也随之发生了变

化,即由圣殿转向了家庭, 由禁止触摸圣物转为对

夫妻之间性生活的规范。换言之, 男子不能与经

期妇女发生性关系成为一项严格的禁忌, 正如

5利未记 618: 19中所规定的:

女人行经不洁的时候, 不可露她的

下体,与她亲近。
[ 1] 181

这样严格的规定, 实际上为犹太人的家庭和

社会确立了行为规范。

在 5以斯拉记 6和 5以西结书 6中, /尼达 0一

词开始作为 /道德不洁 0的代名词。以斯拉试图
说服犹大的人民遣散他们的外族妻子,以保证种

族的纯洁,他提醒他们上帝警告说,他们不应该和

当地的人混居, 他们不道德的性行为玷污了这块

土地。
[ 1 ] 73
以西结也同样使用 /尼达 0这个词汇来

谴责他的人民不道德的行为。
[ 1] 1382

以西结和以斯

拉都是祭司,因此他们是从祭司的角度来看待洁

净和不洁净的问题。因为洁净法和圣殿及其仪式

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在祭司看来, 所有违反

/经期不洁净法 0的行为, 都要受到 /必从民中剪

除 0的严厉惩罚, /经期不洁净法 0在犹太教中也

因此具有了神圣的性质。

随着第二圣殿的被毁, 拉比认为他们再也不

可能通过圣殿崇拜而直接与上帝相通, /经期不

洁净法 0的侧重点于是也发生了变化, /洁净现在
是为了身体, 而不再是为了圣殿 0, [ 3] 57

洁净法这

一 /世俗化 0的转变, 使得 5密西拿 6¹ 和 5塔木

德 6º将其发展成严禁夫妻之间在经期及其后发

生性关系的禁忌。这一从洁净法到性禁忌的转

变,意味着 /经期不洁净法 0从公共的、祭祀生活

的领域转向私人生活的领域。

5密西拿 6的编撰者对 /经期不洁净法 0的关

注,首先是为了使男子保持洁净的状态以参加宗

教场所的宗教活动。男子绝不可以同处于经期的

妻子同房或同任何经期妇女发生性关系, 为此,拉

比对不洁期的规定更加严格, 他们制定了详细的

条例告诉人们如何计算妇女不洁期的开始及结

束。拉比甚至对那些不知道自己准确月经日期的

妇女制定了测试方法,包括那些聋哑妇女、低能妇

女,瞎眼妇女和智障妇女都由一位 /有能力的妇

女 0指导来进行测试和净身仪式。因此可以说,

尽管世界上许多其他的宗教也要求男子在妻子经

期时不能与其同房,以使得他们可以保持洁净的

状态来进行宗教活动, 但是, 没有哪一种宗教对

/经期不洁净法0的规定超过了犹太教。
在 5塔木德6中,不仅 /经期不洁净法0的重心

从公共的领域转向了家庭生活的领域,而且从对

不洁的恐惧和控制转变成了对性关系更加严格的

限制, /婚书篇 0 ( Kettubot) » 61a中有以下的规

定:

拉比伊萨克 #本 #哈尼纳进一步以

拉比休纳的名义说: 所有妻子应该为丈

夫做的事情,经期妇女也应该为丈夫做,

但是倒茶、铺床、洗脸、手和脚例外。
[ 4 ] 159

上面这段文字不仅勾勒出了一个经期妇女对

丈夫应尽的家务职责,而且还具有象征性的涵义,

其中铺床暗示了婚姻中的性生活。正因为如此,

经期妇女可以为丈夫做其他的一切家务, 但是铺

床、洗手、脸和脚等这些象征性生活的家务则停止

了,这暗示着在妇女经期严禁夫妻之间的性生活。

根据已有资料, 我们发现, 在中世纪, 拉比对

于 /经期不洁净法 0的关注更多地集中在经期妇
女是否可以进入犹太会堂, 对此问题主要有两种

截然不同的态度。一则对 5创世记 6评注的拉比

文献 ( Genesis R abbah17: 8)反映了极端反对派的

观点, 其中认为, 月经是对第一个女人不服从上帝

的惩罚, /为什么要让她有月经? 是因为她导致

了亚当的死,流了他的血, 因此她要有月经 0。[ 5 ] 133

他们坚持5密西拿 6的观点, 认为不遵从 /经期不

洁净法 0的妇女在生孩子的时候会死亡, 这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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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密西拿 6是公元 3世纪初年 (约公元 200- 210年间 )完成

的犹太教口传律法总集。该总集共 6序列 63篇。其中第三序列

5纳西姆 6,希伯来文原意为 "妇女 ",共 7篇,内容为关于订婚、结

婚、离婚、誓约等有关婚姻的律法。参见徐新、凌继尧主编: 5犹太
百科全书 6,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第 618页。

5塔木德 6是犹太教的口传律法总集, 是仅次于犹太教5托
拉 6的主要经典,也被称为 "口传5托拉 6"。公元 3世纪初年,犹

太教口传律法集 5密西拿 6编成,以后在犹太人生活的实际应用

上,出现了一些条例需要有更明确的诠释与补充,巴勒斯坦和一

些外地的犹太拉比编成了另外一部释义汇编,成为5革马拉 6。公
元 4世纪中叶,用希伯来文写成的5密西拿 6和用阿拉米文写成的
5革马拉 6合在一起,两部分在书页上左右并列,成为一部更大的

巨著,这就是5塔木德 6。这部 5塔木德 6也称为5巴勒斯坦塔木
德 6或5耶路撒冷塔木德6。公元 5世纪末, 巴比伦的犹太拉比完

成了5巴比伦塔木德 6。5巴比伦塔木德 6比5巴勒斯坦塔木德 6更
加充实完备。参见徐新、凌继尧主编: 5犹太百科全书 6,第 621
页。

Ketub ot是5密西拿 6第三序列 5纳西姆 6中的 "婚书篇 "论

述嫁妆及婚姻问题的处理,包含 13章。5耶路撒冷塔木德 6和
5巴比伦塔木德 6均有论。



其不遵守律法的惩罚。持该派观点的拉比还认

为:

经期妇女不能涂眼影、戴首饰,不能

为其丈夫做饭,因为处于不洁净的状态,

她会将这种不洁净因此而传染给别人。

她在行净身礼之前不能够进入犹太会

堂。经期妇女若与丈夫发生性关系, 她

们的孩子会得麻风病, 甚至会持续 20

代。
[ 6] 133

这种极端的态度是 5密西拿 6思想的一个延

续,而且拉比这种极端的态度在中世纪犹太妇女

本身也有反映,比如 12世纪法国的一则文献资料

显示, /当时的犹太妇女在经期内自觉地不进入

犹太会堂,不去触摸圣书0。[ 8] 134
尽管妇女这样做,

有多大程度是出于自愿, 又有多大程度是男子对

她们的要求,我们无法知道,因为我们能看到的有

关中世纪犹太妇女的史料主要都是男子写的, 我

们不知道犹太妇女如何看待自己的生理特征及其

对自己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但是,一般认为,拉比

的极端的态度在十字军东征以前的阿什肯纳兹更

流行。

在中世纪的欧洲, 持相反态度的拉比以拉

希 ¹为代表。在拉希看来, 对于经期的犹太妇女

并没有任何禁忌不允许她们进入犹太会堂。其理

由是, 5塔木德6认为 /经期不洁净法 0的意义体现

在两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仪式洁净问题,在妇女

进行净身仪式之前,她既不能进耶路撒冷的圣殿,

也不能触摸任何神圣之物。然而, 既然圣殿在公

元 70年已经被毁掉了,那么这一点自然也应该被

废除。事实上,正是在以色列以外的犹太社团中,

月经禁忌由先前的侧重仪式上的洁净转而强调对

夫妻之间性生活的规范, 而没有任何理由再将经

期妇女排除在犹太会堂之外。因此,中世纪时期

对于经期妇女进入犹太会堂的限制宽松了许多。

中世纪尤其是 12) 13世纪欧洲的犹太妇女可以

经常地走进犹太会堂进行公共祈祷以及听布道,

就是一个证明º。

可以说, /经期不洁净法 0对犹太人的生活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月经本是妇女一种正常的生理

现象, 但是在犹太教中, 它被认为是不洁的, 并由

此产生了月经禁忌及分娩禁忌, 这首先体现了犹

太教对女性生理特征的偏见, 更体现了由男子占

主导地位的犹太教文化对女性身体本身特质的一

种恐惧感。女性同男性身体及生理上的差异, 是

导致犹太妇女被排除在公共祈祷、圣典学习之外

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由于身体上、仪式上的不洁

净导致同上帝的分离, 5圣经6和后5圣经6时代的

犹太教甚至将仪式上的洁净视为一种宗教理想。

早期的犹太教不允许妇女担任高级神职, 限制妇

女在圣殿及犹太会堂中的活动, 可以说都与犹太

教对于女性生理特征的偏见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必须承认, 尽管犹太教中的 /经期不洁

净法0从其起源来看, 虽然是保护男性和各种神

圣事物不受不洁秽物的玷污, 但是对于男权社会

的妇女本身也同样产生了一定的保护作用。性生

活本是个人的私生活领域,但是,当性行为通过各

种社会制度和规范来定义的时候, /人类的性关

系就不再是一件个人的事情 0, [ 6] 89
犹太教中的

/经期不洁净法 0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它对于犹

太妇女来说是一项宗教戒律, 对于犹太男子来说

是一项禁忌,对于犹太社会来说,则是规范犹太人

生活的一种性伦理。它以律法的形式要求男子不

得同经期妇女同房,这不仅极大地保护了女性的

身体健康,而且还保护了女性的生殖力。因为犹

太教的 /经期不洁净法 0规定: /在月经期间及其

之后的 7天内, 夫妻不能过性生活,在 7天之后,

妻子在浸礼池 ( m ikveh)中行过净身礼才能恢复

彼此之间身体的接触。0 [ 7] 296-297
而这个时间恰巧是

受孕的佳期。犹太教强调 /生育是繁荣机制的核

心内容 0, [ 8] 166
这在5巴比伦塔木德 6的 /经期不洁

净法0篇中有所反映:拉比梅厄说, /每一个妇女
的经血都是非常伟大的, 她将生养众多 0。[ 9] 25

从

这个意义上说, /经期不洁净法 0尽管限制了妇女
的公共宗教生活, 但是它又以律法的形式保护了

妇女的生殖力和妇女的健康, 遵守这一诫命无疑

还会增进夫妻之间的爱和相互尊重。

二

中世纪欧洲的犹太人生活在基督教世界长达

一千多年的时间, 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尽管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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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希 ( Rash ,i 1040- 1105) ,中世纪著名5圣经 6及5塔木德 6
评注家。他是第一位对整部5托拉 6进行系统评注的欧洲犹太学
者。他的解经法不仅影响法德地区犹太学者, 而且影 响 基督教

学者。他撰写的5塔木德 6评注, 对以后的 5塔木德 6研究树立了
典范。拉希还是一位解答犹太人在散居生活中面临一系列问题

的权威人士。他所撰写的 359余篇 "答问 ",从犹太律法的角度回

答了各犹太社团在各自不同生活环境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这些
带有指导意义的回答对规范中世纪犹太人的生活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参见徐新,凌继尧主编: 5犹太百科全书 6,第 467页。

参见拙文 /论中世纪欧洲犹太妇女在犹太会堂中的地位和
作用 0, 5妇女研究论丛6, 2007年第 3期。



着敌视和不信任,但是彼此之间依然相互有所影

响,两个社会尤其 /在仪式方面有很多共同的元

素 0。[ 10] 225
在犹太教的传统中, 月经和生育使得妇

女被置于洁净或不洁净的律法框架之内, 这一传

统在基督教中继续存在。但是, 基督教更多地强

调分娩禁忌, /安产感恩礼拜 0仪式就是一个证

明。

/安产感恩礼拜 0仪式是在基督教妇女分娩
4) 6周之后对新母亲的一种宗教净化仪式, 藉此

以使得妇女可以重返教堂。这种仪式的经典依据

出自5利未记 6中对产后妇女详细而严格的规定。

而如前所述,这样的规定同以色列特定的政治和

宗教文化背景有直接的联系,因为犹太教认为,经

期妇女和产后妇女都是不洁的, 而对经期和产后

妇女作严格的限制,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男

子不受玷污,从而保护男子的神圣和洁净。

基督教的 /安产感恩礼拜仪式 0源于犹太教,

但是又和犹太教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尽管在中世

纪,从 600) 1200年之间很多的忏悔书中都提及

月经期的妇女及产后的妇女在仪式上是不洁净

的,因此不可以进入教堂, 因为人们认为 /流血会

吸引魔鬼 0。[ 11] 119
但是, 基督教更多强调的不是

/不洁0的观念, 而是 /感恩 0, 比如, 在 5路加福

音 62: 22- 24中, 作为犹太妇女, /耶稣的母亲玛

利亚就在诞下耶稣之后举行了献祭仪式0。[ 1] 103
在

基督教看来,圣母玛利亚在生产之后并没有变得

不洁, 甚至她还依然保持着处女之身, 她接受 /安

产感恩礼拜 0仪式只不过是对教会忠贞的一个标

志。因此,基督教妇女在生产以后举行 /安产感
恩礼拜 0仪式, 不再是因为妇女在生产之后变得

不洁, 而是 /对玛利亚忠诚的纪念和产后的一种

感恩0。[ 12] 146

现存资料表明,在德国,对产后妇女的祝福仪

式 /最早出现于 11世纪,而且教士是到妇女的家

中为产妇举行这种仪式 0。[ 11] 124
产妇在产后第 8

天在床上接受这种祝福。将产妇带回教堂的仪式

也是在 11世纪的文献中出现的。在西方的教会

中, /安产感恩礼拜 0仪式最初是一种习俗, 到了

中世纪的晚期,在德国,这种习俗已经根深蒂固从

而成为一种宗教义务。而且在中世纪,教会反复

地宣称,举行这种仪式不是为了洁净,而是对主的

一种感恩和对忠诚的玛利亚的一种追随。13世

纪以后丰富的史料表明, 教会对产后妇女是否应

该被允许进入教堂及死于难产的妇女应否被埋在

教堂的墓地也不再严格如初, 比如教皇英诺森三

世在 1198年写给大主教阿马 ( A rmagh)的信中

称: /利未法不再对产后的妇女具有约束力, 她们

不再被禁止进入教堂。0 [ 11] 124
通常来说, 如果一个

妇女死于难产, 她不能被埋在教堂的墓地, 但是,

1074年的鲁昂大会和 1279年的科隆大会取消了

这一规定。摩西律法之所以不再适用于基督教妇

女,是因为它已经被5新约 6所取代。

三

在所有的文化和所有的历史时期, 都存在着

禁忌。可以说, 对犹太教和基督教妇女在月经禁

忌和分娩禁忌方面的比较, 是在这一大的文化背

景之下的比较,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杰罗

姆说: /没有什么比经期妇女更不洁、更污秽的
了;她触摸到的任何东西都变得不洁净 0, [ 13 ] 97

但

是总的来说,基督教对月经禁忌谈得少,对生育禁

忌谈得多。在基督教中, 对妇女经血的态度融入

了医学知识,而犹太教对经期妇女的规范不是出

于医学的原因,而首先是基于宗教上的考虑。犹

太教中的月经禁忌和分娩禁忌, 不仅和洁净及神

圣性有关, 而且还约束着夫妻之间的性生活, 因

此,犹太教的月经禁忌又有了社会意义。事实上,

/经期不洁净法 0和 /安产感恩礼拜0仪式侧重点

的不同,体现了两种宗教对待身体、性和婚姻不同

的态度,对这种差异的比较,恰恰是我们分析犹太

妇女和基督教妇女地位异同的一个独特视角。

首先,两种宗教对待 /性0持不同的态度。犹

太教认为,夫妻之间在适当的时间, 以正确的方式

进行性行为时, 这种行为是纯洁的、神圣的,因为

性是正常的、美好的事情,但是应该有所节制, 因

此有了 /经期不洁净法0;而且, 在圣殿被毁以后,

/经期不洁净法 0的核心是规范夫妻之间的性生
活。在中世纪早期,基督教会也有如下类似的规

定: /在妇女经期、怀孕期和哺乳期、在礼拜日和

斋戒日,禁止性生活。0 [ 14] 51
但是, 总的来说, /经

期不洁净法 0在基督教中并没有得到过多的强
调,这主要是因为基督教和犹太教对待性的态度

是截然不同的。

基督教奉行禁欲主义, 强调处女情结, 换言

之,没有过性生活的妇女在基督教中占据着非常

重要的地位。中世纪早期的神学家和教父们热烈

地鼓吹禁欲主义,这些人宣称, 人类始祖亚当和夏

娃的堕落决定了人类性关系的丑恶性质。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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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哲学家哲罗姆说: /没有结婚的女人关注
上帝的一切, 她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是圣洁的,

(而 )结了婚的女人只关注尘世间的事, 只关心如

何才能取悦丈夫。0 [ 15] 106
在 11世纪, 教会把女人

分为三等: /上等为处女, 中等为妻, 下等为

妾。0 [ 15] 107
基督教认为性是正常的,但同时它也是

万恶之源。所以教父们认为, 基督教徒的婚姻应

该以童贞女玛丽亚和圣约瑟的婚姻为榜样, 以精

神结合为上,以肉体结合为下。基督教对禁欲主

义的崇尚, 对贞节和独身的赞美, 导致童贞 ( vir-

ginity)被男人和女人同时视为积极的宗教理想。

所以, 与犹太社会截然不同的是,在中世纪的基督

教社会中,出现了修女这样一个特殊的妇女群体。

犹太教视人为肉体和精神的结合,但是,犹太

教不是更多地谈论精神, 犹太教是一个更为实际

的宗教,人们谈论的是他们能看到、闻到和触摸到

的东西;基督教将肉体和精神分开,人们谈论的是

他们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这就是上帝和精神。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它们是截然不同的。在

犹太教中,性生活不是为了生育,而首先是为了愉

悦。基督教教会人士虽然相信妇女即使在以生育

为主要目的性生活中依然会得到愉悦的感觉, 但

他们总是喋喋不休地强调愉悦不是婚姻中性生活

的主要目的。基督教认为, /只有没有愉悦的性

行为才是好的 0, [ 16] 126
婚姻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是

有合法的孩子。

对待性的不同态度, 直接导致了两种宗教对

待婚姻持不同的态度。对于犹太教来说,男子如

果不结婚,便不能担当犹太社团的拉比; 但是, 在

基督教中,教士则不允许结婚。基督教认为结婚

最重要的目的是生育, 生育的目的是为了使家族

的财产得到有效的继承。而且, 在罗马天主教的

传统看来,弥撒是纪念耶稣的身体和血,是罗马天

主教圣事的一个中心的内容。人们认为耶稣为了

拯救世人, 贡献了他的身体和血, 因此在弥撒礼

中,这一神圣的意义被信徒们通过圣事活动反复

地强调。为了能够主持这样的圣事,对教士最终

的要求是他们自己要远离女人的身体和血, 罗马

天主教会教士既不能拥有妇女的身体,也不能触

摸妇女的身体,他们必须是单身汉。

基督教认为,妇女最理想的生活是处女生活,

但是它也承认婚姻是人类繁衍和避免罪恶所必需

的,因此,婚姻虽不应受到鼓励,但是可以容忍的。

对于做不到独身的信众来说, 婚姻不失为一种不

得已而求其次的选择。对于犹太教来说,婚姻生

活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受到赞许的,德

国的虔诚派尤其赞同和鼓励男子与自己志同道合

的妇女结为夫妻。但同时,由于性别的原因,妇女

也被认为容易对男子造成潜在的性诱惑, 所以,该

派认为 /和自己的妻子保持太大的距离同样会导

致犯罪,幸福的夫妻生活是抵制外界诱惑的最重

要的屏障0。[ 17] 3
沃姆斯的埃利泽拉比认为, /男子

不应该看其他的妇女,而要以极大的热情和自己

的妻子过性生活, 因为她保护自己不犯罪 0, 而

且, /既然她是自己最亲密的伙伴, 男子应该表达

自己对她的感情和爱 0。
[ 3] 78

5虔诚者之书 6还建
议, /要在婚姻以内的性生活上花时间和精力, 以

使得男子不会转向别的女人0。[ 17 ] 2-4

再次,两种宗教对待生育也持不同的态度。

在中世纪的圣徒纪念堂中, 一群圣女 (她们通常

是处女 )处于尊贵的位置。她们年轻漂亮, 但是

都没有结婚。她们被视为处女殉道者, /这在中

世纪晚期的英国文化中是非常流行的0。[ 18] 1
但是

在犹太教中,处女情结是不被崇尚和追求的,女孩

必须结婚生育。如果妇女结婚 10年后没有生育,

还可能成为离婚的一个理由。

中世纪欧洲基督教对妇女再生产职能的态度

是不清晰的。贞节 ( chastity)被认为更符合基督

教的生活方式。那些选择终生侍奉上帝的教士、

修士和修女放弃了家庭生活。圣奥古斯丁认为:

/婚姻有三种好处:生育、圣礼和忠诚。0 [ 19] 123
在这

里,生育被看成是因夏娃的过失而对妇女进行的

惩罚。不过对于世俗社会来说, 基督教人口的繁

衍和财产的有序继承才是婚姻的直接目的。在

12世纪,格列西昂的婚姻法最终把生育确定为女

性结婚的唯一目的。在基督教中, 虽然生育是结

婚的三种理由之一,不生育的妇女通常会受到谴

责,但不生育不是婚姻解体的正当理由。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 犹太教对性和婚姻

持更加积极并符合人性的态度, 这使得犹太妇女

被赋予了一定的人性化待遇。比如犹太教有一个

重要的理念,认为没有妻子的男子是不完整的,犹

太妇女因此被认为是男子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

分;犹太男子要热情地对待自己的妻子,尽管其初

衷是为了避免男子受婚外的性诱惑。同时, 犹太

教认为女孩必须结婚生育, 并且如果妇女在婚后

10年还不生育的话,还可能构成丈夫与其离婚的

一个理由,这又体现了犹太妇女在家庭中的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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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 即作为妻子, 她最重要的义务之一,是为夫

家传宗接代。她没有选择, 更不能像基督教修女

那样彻底逃避婚姻生活。但是从根本上来说,

/经期不洁净法0及 /安产感恩礼拜 0仪式无论侧

重点有何不同,它们都限制了妇女在宗教场所、社

会和家庭的活动,从而对妇女的地位产生了直接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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