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晴雯、襲人一看〈紅樓夢〉裡的反封建思想

徐浩祥

提要：

面對中國千年來的封建制度，曹雪芹運用其筆下的人物發出聲音，在〈紅樓夢〉

這個天地裡，或正或反地頌揚或揭露在這千年包袱中、對抗與承受的諸般典型。表面上，

統治階級乃是此一制度的中樞，掌撞著所有的權利而無需負擔任何義務，然實則，默默

支持著封建體制不使其崩壤瓦解的，卻是供這些統治階級使役的奴隸們。

在曹雪芹〈紅樓夢〉裡的女兒園中，這被統治的一群開始有了自己的面貌，他們

的行動是超越小說的世界、而可以投射到任一時空中的任一奴隸身上，代表著封建與反

封建的精神。晴雯、襲人，從作者掌下這幾個形象鮮明的奴隸角色，或將能夠閱讀出曹

氏面對封建制度時的不滿、悲憫與沉重，同時亦歌頌贊揚了勇於面對階級的奴隸典型，

以此直截地傳達作者的心聲。

關鍵字：紅樓夢 封建 晴雯 襲人



一、前言

歷來討論〈紅樓夢〉裡的反封建思想，多是著重於賈寶玉個性行事與當時封建階級

應當有的樣子之格格不入，認為這是一種思想上的反叛﹔或是從寶玉與黛玉、寶釵之間

的關係，從婚姻的不自由切入，如余平伯在其〈〈紅樓夢〉的思想性與藝術性〉一文中
所述：〈紅樓夢〉揭露出一個封建家庭的罪惡，更尤其強調婚姻的不自由是封建的罪惡

之一。 1

歷史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必然是同時登場的，然而在紀錄的筆下，卻往往習價於

對統治階級的歌功頌德、而自然地忽略重些被統治的一群。在曹雪芹的紅樓夢裡，創造

出多少生動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形象：在賈府的主子群中，選擇了一個想從統治階級中

掙扎脫離的背叛者賈寶玉﹔而奴僕的角色中，亦對於那些雖為奴僕而叉勇於面對主子、

表現其不甘屆服的反抗者們，寄予深刻的同情與支持。在主人翁寶玉與奴僕中如晴雯、

襲人等等的人格態度中，或可察見曹雪芹對於中國千年來階級制度的抗拒之用心。

曹雪芹所創造的人物是有著各種類型的，基本上劃分出統治與被統治的階級界

限，表現出那些人物所從屬的階級性格。對於人物的出生、歷史、生活環境的敘述、描

寫，都具體而明確，刻劃出他們有血有肉的精神面貌，或更寫出他們在生活中的思想傾

向和變化過程，我們將可以從人物的不同態度認識作者自身的立場與觀點。曹雪芹的思

想意識有一定的程度是當時某一社會階層反抗意識的反映，代表了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識

份子、新生的青年男女不滿現實制度要求改變現狀的精神。這些人物爭鬥的集中點，是

反對傳統的禮教束縛，作者從自己的生活感受接受了時代思想約影響，寫出以反抗為主

的人物和故事，批判了封建統治集團的腐敗與無能。

一個作家在其作品中，往往會忠實反映出自己對於現實社會所採取的態度，曹雪

芹不例外地在其作品裡、自覺或不自覺地讓自己與其筆下的人物們，共同參與了屬於他

們那個時代的社會鬥爭﹔因此作者必然會表現出那些人物是其所同情贊成而那些是其所

反對的，因為這是作者生命與社會現實的轉化與重現。曹氏所同情的奴隸角色如晴雯，

這是他心目中的正面人物，所以頌揚﹔反之則鞭搓、諷刺或側面暴露，如襲人﹔更為準

確的說，乃是藉由這些不同的典型、來對抗其所欲批鬥的封建陋習，是對事而不對人的。

二、晴雯與襲人

在〈紅樓夢〉裡’晴雯被列於金陸十二釵叉副冊的首頁。這代表著一個很顯耍的

位置，正如正冊的首頁必為黛玉莫屬一樣。與此相映照的，是叉副冊次頁所列的襲人。

我們知道，關於十二釵的判詞乃是打開〈紅樓夢〉總體思想的鑰匙， 是最能夠體現曹雪
芹當初對某一人物在總體群象中的地位、命運和最終歸宿的設計。就判詞言，在頭人與

l 俞平伯〈﹛紅樓夢﹜的思想性與藝衛性〉〈俞平伯論紅樓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P.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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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雯之間，作者更欣賞喜愛晴雯，然而，聽人在生活中畢竟是恰紅院裡的首席Y環，是

僅約組子寶玉的、必須經常拋頭露面的位置﹔而晴雯雖被即令緊隨襲人之後，但終究

是屬次Y摯的位置。從現實世界的角度同理《紅樓夢〉裡的生活，則襲人於小說中登場

的次數自然遠多於晴雯，然而有趣的是，著墨較少的次Y囊晴雯，其所代表的獨特典型

意義，並不亞於襲人此一角色的典型塑造，這或許便尉，乍者將自己所創作傾向的表達、

與對筆下人物愛憎褒貶的一種態度的表明。

晴雯在曹雪芹的筆下，乃是一個直接面對封建的角色，作為反抗者的形象而從不

把傳統道德加予女子的精神枷鎖勵令心上，這與始終溫柔和服的襲人恰恰相對，他勇於

反抗主子的欺凌，亦敢藐視主子賞賜的富貴與榮耀，叉心高氣傲、絕不因地位低下而乞

憐於人，光明磊落，嫉惡如仇，這樣的生命態度之不合時宜，自然引導著其走向被時宜

消滅的命運，畢竟勢單而力薄﹔青春頭落地位卑下的晴雯固然如此，即使身為統治階級

的一群，也難免終有被封建之腐敗壓垮的一天﹔從晴雯之悲劇典型所創造出巨大的影

響，可說是一種對封建制度的憎惡與無奈、一種對勇者的同情、支持與喜愛。

一個不為封建階級所容的晴雯若是曹雪芹正面攻擊，那麼其筆下自始至終溫柔和

順、在封建秩序中被稱為「俊J 與「賢J 的襲人，則或可謂之曹氏挑戰封建的一支伏兵。

越是大量的表現襲人的好處，則越是傷痛封建給人格及思想的壓迫與賊響。襲人為什麼

正是與晴雯針鋒相對的性格？因為晴雯若是奴僕群中明白堅定的反奴性典型，那麼襲人

便恰好是奴僕群中委曲婉轉以媚主求榮的代表。總避免衝突、總顧全大局、總為了主子

們防範控制寶玉的形象，當然也是為了自己未來的地位，一再地強調與突顯，則越是鄙

視這個角色的「奴性」。作者對襲人表面上讀其賢俊，事實上隱藏的是諷刺，而更為深

沉的部分、卻仍然是一種同情憐憫﹔曹雪芹刻劃襲人時，並不是為了諷刺一個小丑的失

敗，所謂奴性的描寫，目的是為了彰顯封建制度的各個方面都是那樣的可惡，它的叛逆

者反對者如晴雯，固然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它的忠誠者篤信者如頭人，亦未能得到一

個圓滿的結局。曹雪芹寫的是一個悲劇，一個在封建制度中無人會說已離的痛苦的命運。

（一）從晴雯事見反封建思想：

晴雯是一個無家世可考的女孩子。在他十歲那年，被賈府的大管家賴大買了做Y

頭，是「奴僕的奴僕」。後因賈母見了喜歡，晴雯便給「孝敬J 了老太太，升格成了「主

子的奴僕J 。之後叉賞給了寶玉，在怡紅院中雖和其主寶玉很接近，卻不像襲人被內定

為寶玉將來的侍妾，她的身份始終是一個Y壤。

而晴雯究竟是個怎麼樣個性的人呢？《紅樓夢〉第五回〈遊幻境指迷十二釵飲

仙膠曲演紅樓夢 〉 中出現的金陵十二釵叉副冊裡，有這麼一段判詞 ：

賽月難逢 ，彩雲易散。心比天高，身為下賤。風流靈巧迪人怨﹒壽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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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毀謗生，多情公子室牽念。（第五回） 2 

既明白點出其身份心性，也暗示了此一性格所引領而來的悲劇結局。所謂「心比天高，

身為下賤。」’即直指晴雯雖身為奴僕然卻無奴僕的質氣，這當然是一種反叛，面對封

建制度中嚴格的階級意識，晴雯並不以身份的卑下而忘記自尊與人格，雖為奴隸而無奴

性媚骨，於是更顯得鋒芒畢露。他不像襲人那樣控制寶玉、順應環境、內收羽翼、外結

奧援﹔叉不屑於像小紅那樣奔競鑽營、不遺餘力。對於別人幹的些鬼祟勾當，一看就穿，

而且常脫口而出地揭露。一次在園子裡遇到正在為鑽鳳姐門路而興奮的小紅，晴雯迎頭

便是一陣搶白：

「怪道呢！原來爬上高技兒去了，把我們不放在眼襄。不知說了一句

話半句話，名兒娃兒知道了不曾呃，就把他典的這模！這一邊半遭兒

的算不得什麼，過了後兒還得聽呵！有本事從今兒出了這圈子，長長

遠遠的在高技兒上才算得。」（二十七回） 3 

晴雯的搶白顯露出一種雖身為奴黨卻叉不僅僅是被用來使役利用的，這份自尊使得他輕

視拋棄尊嚴，為了主子而無所不為，只為成為被主子欣賞的「高等奴隸f 晴雯的判斷

標準不是從階級上、而是從人的角度出發，於是在他的眼中，小紅的行為是應當被諷刺

的。叉一次，寶玉的另一個Y頭：秋紋，偶然得到了王夫人賞賜了兩件舊衣服，正揚揚

得意，晴雯卻想起王夫人會把好衣服賞賜過襲人的事，他說：

「呸！沒見世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給了人，挑剩下的才給你，你

還充有按呢！ J ......「要是我，我就不要。若是給別人剩下的給我，

也罷了。一樣這屋衷的人，難道誰又比誰高貴些？把好的給他，剩下

的才給我，我寧可不耍，街撞了太太，我也不受這口軟氣！」〈三十七

回） 4 

若諷刺小紅為鑽鳳姐門路的行動是一種自尊的顯露，那麼賞賜舊衣之事就是晴雯「饑不

食睦來之食」的骨氣，這個「骨氣」也就是晴雯自始至終表現著被監且在封建統治下反

抗者的本質。「一樣這屋裹的人，難道誰叉比誰高貴些？ J ，不以階級為人格的標準’更

不在階級之中還分出階級，這樣平等的視野，自然不是一個落後的封建秩序所能接受容

忍的。奴隸的身分卻有一個不屈服於階級的意識，在不被統治者視為人的階級裡當人，

或許便預言了晴雯最終的結局。從一次晴雯與寶玉間的衝突，我們可再見其個性的端倪：

2 第五回（遊幻境指迷十二釵飲仙膠曲演紅樓夢〉﹛彩畫本紅樓夢校注﹜（台北 ，里仁書局 j

1984 ），頁 86
3 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楊妃戲彩蝶埋香塚飛燕泣殘紅〉頁 423

4 第三十七回〈秋爽齋偶結海棠社薔蕪苑夜擬菊花題〉頁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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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雯冷笑道：「二爺近來氣大的根，行動就給蠍子礁﹒前兒連襲人

都打了，今兒又來尋我們的不是。要踢要打通爺去。就是跌了扇子，

也是平常的事。先時連那麼樣的就璃缸、瑪竭碗不知弄壞了多少，也

沒見個大氣兒。這會子一把扇子就這麼著了。何苦來！要嫌我們就打

發我們，再挑好的使。好離好散的，倒不好？」

．．．襲人．．．．．．向寶玉道： r ......可是我說的：「一時我不到，就有事故

兒。」』晴雯聽了冷笑道：「姐姐既會說，就該早來，也省了爺生氣。

自古以來，就是你一個人伏侍爺的，我們原沒伏侍過。因為你仗侍的

好，昨日才挨窩心腳﹔我們不會伏侍的，到明兒還不知是個什麼罪呢！」

襲人聽了這話，又是惱，又是愧﹔待要說幾句，又見寶玉已經氣的費

了胺，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道：「好妹妹，你出＊逛逛兒，原是我們的

不是。」晴雯聽他說『我們』兩字，．．．．．．冷笑幾聲道： r我倒不知到，

你們是誰？別叫我替你們害躁了！你們鬼鬼祟祟幹的那些事，也瞞不

過我去。不是我說：正經明公正道的，連個姑娘還沒掙上去呃，也不

過和我似的，那里就稱起「我們」來了！』襲人羞得腹紫漲起來．．．．．．

（三十一回） 5 

覺得委屈的晴雯絕不似襲人那般一切逆來順受，在他的內心裡從來不承認自己是一個聽

任主子奴役、侮辱或踐踏的奴僕﹔他所珍惜的是做為一個「人J ’所應該存有的互相尊

重與真誠對待，既然同樣為人，就不應該從封建或階級去忽略混淆各自獨立的尊嚴，因

此即使是面對寶玉，他的自尊心也不允許受到任何損傷，這是一種可貴的「人」的品質，

是《紅樓夢〉世界裡奴顏牌膝、媚主求榮的奴僕們所缺乏的。

跌折了扇子的晴雯讓寶玉氣黃了臉，這一場意外的衝突卻也有一場意外的結局，

當夜氣著的寶玉喝了酒回來，在院子裡遇到納涼的晴雯，於是有了後績的情節：

晴雯笑道：「我慌張的很，連扇子都跌折了，那襄還配打發吃呆子，倘

或再打破了盤子，那更了不得了！」寶玉笑道：「你愛打就打，這些東

西原不過是借人所用，你愛這樣，我愛那樣，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

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著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氣時拿他出氣。

就如杯盤 ，原是盛東西的，你喜聽那一聲響，就故意碎了也可以使得

的...... J 晴雯聽了，笑道：「既這麼說，你就拿了扇子來我撕。我最喜

歡撕的。 」寶玉聽了，使笑著遞與他。晴雯果然接過來， 嗤的一聲，

5 第三十一回〈撕屬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自首雙星〉頁 484 向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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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了兩半。接著嗤嗤又聽幾聲，寶玉在旁笑著說：「撕的好，再撕響些！」

正說著，只見屠月走過來，．．．．．．寶玉趕上來，一把將他手裹的扇子也

奪了遞與晴雯。晴雯接了，也撕了幾半子，二人都大笑。（三十一回） 6 

這是第三十一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因麒麟伏白首雙星〉的晴雯撕扇一事，作

者用晴雯與寶玉間的衝突，反映出寶玉對晴雯一向沒有採取過主子對奴僕的態度。晴雯

跌折了一把扇子，寶玉從人重物輕的角度、由怒到喜，事件的始末竟也從跌扇子轉變為

撕扇子，在寶玉的眼中，人的喜怒是重要過物的。而正是因為有這樣一個主子，晴雯的

特質才更能夠突顯，一個Y鬢敢於向主予以任性的姿態來繼續他的反抗，一個主子竟也

以此為樂，這是一種格性上本質的互通，更表現出曹雪芹對晴雯叛逆性的支持，對封建

制度以千金一笑的結局做了調侃。

再由大掃蕩見晴雯之反抗：

王善保家的．．．．．．於是先就到怡紅院中，喝命閥門。．．．．．．王善保家的尊

搜了一田，．．．．．．到晴雯的箱子，因問：「﹔是誰的？怎不開了讓搜？」襲

人等方欲代晴雯闖峙，只見晴雯挽著頭髮闖進來，豁一聲將箱子掀開，

兩手捉著底子，朝天往地下盡情一倒，將所有之物畫都倒出。王善保

家的也覺沒趣．．．．．．。（七十四回） 7 

多麼暢快淋漓，給封建制度中狗仗人勢的奴才們多麼難堪的一擊。統治者及其走狗威風

凜凜地向他咆嚀時，他便毫不妥協，以自己所能夠採取的方式給階級一個最大程度的回

應，讓王家人紫漲了臉。作為地位低下的Y頭，晴雯沒有奴顏媚骨而多一種膽識與傲氣，

於是展現了不同於尋常的心志與魄力。

像晴雯之藐視邪惡、拒絕薰染，既美麗叉有才能，必然為統治階級所難容，試看王

善保家那最猖狂蠻橫的狗腿子鼓動王夫人搜檢大觀園時是怎樣說的，或就可知道晴雯在

屬於統治階層的那一群人眼中，有多麼的危險及恐怖了：

「別的都還罷了，太太不知道，一個寶玉屋裡的晴雯，那丫頭仗著他生

的模樣兒比別人標致些，又生了一張巧嘴，夭夭打扮的像個西施的樣

子，在人跟前能說慣道，指尖要強，一句話不投機，他就立起兩個層

眼睛來萬人，妖妖趟趟，大不成體統。」（七十四回） 8 

晴雯的美麗是一種罪惡，而這個罪惡叉根源自於他的關又性、他的勇敢、他的嫉惡如仇，

大觀園裡那麼多模樣兒標緻的女孩，卻沒有相同的罪惡，正因為使晴雯無辜遭難的標

6 第三十一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自首雙星〉頁 487 向488

7 第七十四回（惑奸讀抄被大觀園矢孤介杜絕寧國府〉頁 1159

省第七十四回〈惑奸讀抄檢大觀園 矢孤介杜絕寧國府）頁 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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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是建立在一個不合理的環境之上，在斗固錯誤的制度下訂立出錯謝甘規則，去處罰

傷害一個沒有錯誤的人﹔一伸佳誓就得利益、階級，或是更多可笑理由被破壞、剝奪的

封建服膺者，揮舞著權力鞭答一個孤獨的、不自覺地反抗了封建制度的晴雯，只因為他

想做一個有尊嚴的「人」，而非一個逆來順受的「奴隸y

（二）枉自溫柔和順一襲人

相對於晴雯的自尊，襲人的全身上下裡裡外外，似乎都是為了別人而安排而打造

的﹔如果說晴雯是天生的生錯了時代、不適合作奴隸的個性，那麼對襲人的描寫大概可

以說是天命之所歸，要不是歷史中有那麼一段封建統治的時代，要不是有階級、有主子

與奴隸，襲人可能還不暸解生命是怎麼一回事兒﹔這麼說難道是襲人毫無自尊鳴，我想、

更大的原因是襲人將所謂的自尊也通過封建的角度去定義了，或許定義在溫柔和順之

上，或許定義在階級地位的追求之上，於是對封建制度而言襲人既俊且賢，但根本上襲

人無錯，不去討論曹雪芹賦予他的if.i'機與手段，他只是在封建裡做一個忠僕並抱持著希

望，錯的仍是制度，與吞噬掉晴雯的，是同樣的東西。

〈紅樓夢〉一開頭這樣介紹襲人：

原來這襲人亦是賈母之蟬，本名珍珠。賈母國溺愛寶玉，生恐寶玉之

蟬無竭力盡忠之人，素喜襲人心地純良，克盡職任，這與了寶玉。．．．．．

這襲人亦有些痴處，伏侍賈母時，心中眼中只有一個賈母﹔如今伏侍

寶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個寶玉。只因寶玉性情乖僻，心中著實憂鬱。

（第三回） 9 

心中眼中只有一個寶玉，確實是襲人這忠心耿耿的Y頭行動的準則。襲人自認為自己是

賈母給了寶玉的人，即使和寶玉有什麼關係’也算不得非禮。他只有待寶玉越發盡責，

要使賈母、王夫人更加信賴，使上上下下都說他好，使寶玉在日常生活中更少不得他。

這樣一個心性建立在封建制度的基礎上，襲人是有其抱負的，他的一千個心心，一萬種

涵養，事事求其妥貼，人人求其和好，都是為了自己將能夠得到的最理想命運：成為寶

玉「姨奶奶」的地位。也正因為是身處階級之中，這樣永遠的溫柔和順，這樣在封建社

會裡被稱俊稱賢的襲人，其力爭上游的行動與所謂的奴顏媚骨，自此畫上了等號。看起

來，「溫柔和順」、「似桂如蘭」’正是他在那樣的社會裡平步青雲的好條件。

有一次，寶玉為王夫人打了金訓，叉因癡看齡官蠹薔而淋了一身雨，跑回怡紅院，

竟把襲人當作小Y頭踢了一腳，踢傷了吐血，使襲人把自己平日的「爭榮誇耀之心，盡
皆灰了，眼中不覺的流下淚來。」。這個淚水，流的是痛心自己煞費心機所得到的回答，

9 第三回〈賈雨村貧緯復舊職林黛玉拋父進京都〉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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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他一時對自己前途失去信心的悲哀，但是，襲人非但不埋怨寶玉，甚至勸寶玉不可

聲張以免驚動別人。多麼的委曲求全皆只為了一個目的，那就是掌握住寶玉的心。然而

只掌握住寶玉仍不足以確保自己的未來，於是襲人更努力迎合更上層人的心意，只看賈

母、鳳姐乃至於薛姨媽總是稱讚襲人的好，就可想見其平素是如何博得他們的信賴與歡

心﹔同時亦能想見，在這些逢迎討好、溫柔和順中，襲人是怎麼樣的一副嘴臉。

寶玉因金對︱︱投井與私交蔣玉函之事，挨了父親毒打之後，王夫人找襲人來問話，

襲人說出了一番道理讓玉夫人感愛萬分，念襲人想約周全，索性把寶玉都託給他保全了：

襲人道：「論理，我們二爺也須得老爺教會，，兩頓。若老爺再不管，將來

不知做出什麼事來呢。 j ......王夫人．．．．．．忙拉了襲人的手問道：「寶玉

難道和誰作怪的不成？」襲人連忙回道：「太太別多心，並沒有這話。

這不過是我的小見識。如今二爺也大了，襄頭始娘們也大了，況且林

姑娘寶姑娘又是兩姨始表姐妹，雖說是姐妹們，到底是男女之分，日

在一處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應心。．．．．．．二爺將來倘或有人說好，

不過大家車過沒事﹔﹔若叫人說出一個不好字來，我們不用說，粉身碎

骨，罪有萬重，都是平常小事，但後來二爺一生的聲名品行豈不完

T ......。」（三十四回）”

襲人總想的周全，還是因為他站在一個奴隸的位子為主子打算，甚至可以為了主

子而粉身碎骨，而粉身碎骨竟然還算是尋常小事。叉一次，王夫人和鳳蟬備到Y頭們

月例銀子的問題，王夫人自願句出自己的一部分銀子給襲人，甚至還含淚說到：

你們那裡知道襲人那接子的好處？比我的寶五強十倍！寶玉果然是有

造化的，能夠得他長長遠遠的伏侍他一輩子，也就罷了。（三十六回）“

襲人的「好處J ，只有王夫人才特別知道，甚至於感激到含淚而言，足見襲人是多麼順

從遵照著主子的希望來對待寶玉和各個方面，竟使主子們感激如斯。也從此，襲人更擁

有了一種特卿9身份，月銀之外，更重要的是長久伏侍寶玉的一個恩寵。後來襲人母親

死了，回家守喪，臨行時鳳姐派人派車照護，一切也都是姨奶奶的架勢。

曹雪芹運用深曲精細的筆墨，描繪著這個在封建制度中的大Y饗讀人的種種特

點，叫人總感受到他的溫順與顧全大局，然而其本質終不能不昭然暴露在讀者眼前，到

了晴雯遭繭，作者就明寫寶玉對襲人的懷疑與反感：

10 第三十四回〈情中情囚情感妹妹錯襄錯以錯勸哥哥〉頁 522 ”523

II 第三十六回〈繡鴛鴦夢兆緯芸軒識分定情悟梨香院〉頁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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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玉道：「怎麼人人的不是太太都知道，單不挑出你和廳月秋紋來。」

襲人聽了這話，心內一動．．．．．．寶玉笑道：「你是頭一個出了名的至善至

賢之人，他兩個又是你陶冶教育的，焉得還有孟浪該罰之處！．．．．．．」

（七十七回） 12 

賈府的統治者要寶玉降服就範，因而派遣、培養一個可靠的心腹Y養在寶玉的身邊日夜

監護﹔奴僕群中既然有如晴雯一般立場之人，自然也會有顧意充當統治者所使用的面貌

和順的鷹犬。事實上，襲人並沒有出賣過倒可人，只是他所善於運用、所篤信的封建禮

教保全了自己的生命而吃掉了晴雯，即使如此，頭人所失去的卻不比任何一個還來的

少，他犧牲了許多，包括作為人的尊嚴，也都拋棄殆盡了。

把晴雯與襲人兩相對照，還不是曹雪芹面對封建所哭出的聲音嗎？襲人的奴性不

是與生具來的，而是在封建之中莫可奈何的培養與運用，作者所控甜甘不是刊固放棄尊

嚴的人，而是逼迫人們放棄尊嚴的現實。

三、命運的轉折與處置

從理論上說奴隸的主要敵人應該是統治階級，因為奴隸們主要的痛苦便是來自於被

統治者限制住而喪失的人身自由。但在賈府中卻不是如此，傻大姐拾到了繡春囊，引發

了王夫人抄檢大觀園的動機，而面對王夫人的盛怒，這些被視為妖精、狐狸的奴隸們所

要道圓的，竟是「揮出去」、「不要身價」等等得以重擅自由的處置，對這些奴隸來說，

自由竟成為了一種處罰﹔而更明顯的例子就發生在讀人的身上，襲人的哥哥鑽嫂要贖回

襲人，竟使他哭紅了眼，甚至到後來還成為一種控制主子交換條件的手段。

大觀園裡的這些丫鬢雖為奴隸，但是身在貴族階級的生活環境之中，或多或少都能

分享主子們的體面、權勢，甚至更直接地得以享用物質生活樹9種種優灌，吃穿的是玉

食錦衣、住的是畫棟雕梁，他們多少己介入了見識了喜愛了原只屬於主子們的上層社

會、統治者的生活方式，而所有這些環境與方式，這些體面、權勢與享用，都是處在下

層社會的市井小民們所無緣嘗試、體會與無法想倒甘，自由的意義與美好在此根本無法

望之其項背﹔在主子的身邊，得到主子的寵愛與信賴，甚至如襲人追求一個未來的身分，

這樣的前景遠勝於離關統治者尋求自己的自由，諂畫層意義上，自由與吃苦受窮似乎是

畫上等號的。悲劇至此，給一個終生貧困的自由的女孩說說大觀園裡的故事，或許他寧

願選擇這樣一種不自由也未可知。

但是，即便是同樣分享了主子的體面與權力，在身為奴隸的態度上晴雯與襲人也實
在有相當極端的差異，從前面二人面對階級時的種種舉動可知。我們可以說，曹雪芹創

12 第七十七回〈俏Y頭抱屈夭風流美優伶斬情歸水月〉頁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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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人物的性格甚至於形象，似乎有意地使晴雯、齡官等人、屬於黛玉一型，或使他們有

某些近似之處﹔而襲人的為人處事，則實在屬於寶釵那個類型。作者使讀者從頭人更認

識寶釵’從晴雯更理解黛玉，而同時，襲人與晴雯他們自己所擁有的性格、形象、故事

也都還獨立存在著。當面臨著命運的轉折點，這裡我視襲人贖身與晴雯遭揮二事為兩個

角色生命的轉折，從襲人與晴雯所選擇所處置的差別，接著討論曹雪芹面對封建制度所

採取的態度與感受。

（一）襲人贖身

對封建統治集團所一致讚美的薛寶釵’作者刻畫自j出他儼然是一個完整無缺的正統閏

闊少女的典型，但也指出他維護封建利益、圖謀個人地位而缺乏真實的人性。寶釵太淨

化了，襲人與之間類卻叉更為真實，由於初試雲雨情、由於挨了寶玉的窩心腳、由於常

被晴雯嘲弄挖苦，襲人的俊與賢在於維護封建傳統，而襲人的醜陋也正在其傳統思想觀
念的陳腐，當然也包含了其人格上的缺陷，但更大的因素卻是勸令每一個身處那個時代

的人們的背後，逐漸腐敗的封建社會。

襲人以自己要走為要脅規勸寶玉，這段情節讀來之所以會令人產生些許感慨之感，

或許就在於那份奴性的被突顯，從理論上來說，最維護奴隸制度的人應該是統治階級的

一群，身為奴隸，面對著自身的不自由，應當對限制自我的奴隸制度感到深惡痛絕，而

有所反抗、甚至於破驗畫個制度。然而，在〈紅樓夢〉中，享盡一切封建階級奴隸制度

的好處，佔有著奴隸們的一切包括情感與身體的賈寶玉，卻偏偏對維護這樣一個制度毫

無興趣、毫無責任心，甚至毫無利害相關的意識﹔反而是既俊且賢的奴隸襲人，在這個

明明是不斷賊害自身人格、尊嚴的制度之內，柔順且凶狠地捍衛著現在屬於主子、未來

可能也能屬於自己的封建地位。

優握可以使人解放也可以使人腐敗，貧困能夠使人反抗、卻也可能使人厚顏無恥的

攀附。襲人真誠地教育著寶玉，襲人比寶玉更具有承繼家業的責任感，聽人認為寶玉對
賈府這一大家族的繼續興盛負有著重大的使命﹔而襲人所追求的未來，一朝能成為寶玉

「房裡的人J ’使他自認為自己對這個家庭的免遭災惡亦負有重大的責任，龔人沒有發

現，他本來可以做一個封建制度裡的邊緣人，若是他選擇了離開賈府這條路，便無須順

從或者抵抗，沒有使命或者責任，可以保有人的尊嚴，而無須在封建的核心之中作奴隸。

表面上是既有的優漫的物質生活、身為奴隸而叉不僅是奴隸，因為與統治階級的關

係襲人有其特出的地位﹔潛在的是對未來的期盼與追求，使得讀人選擇了富裕的不自由

而厭棄了窮困的自由，更或者說，在賈府為奴更使襲人感到自由自在，這樣慾望導向的

人性，是封建之毒將人的醜惡引發膨脹出來的，襲人錯在看不清封建的不合理，曹雪芹

將襲人刻畫的如此賢俊而合理封建，用一個在封建制度中做什麼都「對」的「奴隸」’
以正面而反面的描寫，來哀痛這個選擇全然錯誤的社會與時代。

IO 



（二）晴雯遭揮

作者寫襲人有自己的意圖，可是晴雯的意識中心是什麼？他自始至終表現著被壓迫

在封建統治下反抗的本質，這個本質簡單而言就是一種骨氣﹔小姐裡林黛玉是有骨氣

的，但是晴雯只是一個丫環，出身是貧民、是孤兒，晴雯個性中最明顯突出的特徵’便

是身居奴隸的地位卻堅決反對奴隸們諂媚主子、出賣自己的卑劣晶質，如前所述，就是

一種反奴性的流露。

作者把晴雯寫成與襲人對立的典型，自始至終晴雯都是在鄙視聽人、與之對抗，而

和襲人對抗不就等於是和王夫人對抗﹔與王夫人對抗不也就等於是在對抗著整個時代陰

影下的封建制度嗎？晴雯大膽而尖銳地指摘譏刺襲人、聽月、秋紋、小紅等人的各種各

樣的奴性，一面反對著別人的奴性，一面也捍衛著自己、反對別人奴視自己，一直到最

後，面對著無理的搜查、憑空的誣陷，佰強鄉艘，始終是堅決而不屈服，或者我們還

能將晴雯最後的舉動，在情感之外，對封建制度最後的微小抵抗。

這段文字是這麼寫的，遭攪後晴雯在病楊上對寶玉最後的言語：

r ......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的：我雖生的比別人略好些，並沒有私

情密意勾引你怎樣，如何一口死咬定了我是個狐狸精！我太不服。今

兒既已搶了虛名，而且臨死，不是我說一句後悔的話，早知如此，我

當日也另有個道理。...... J （七十七回）的

高潔自尊的晴雯自不屑於幹那些鬼祟下流的勾當，但是他心底並非沒有情感，反而更為

熾熱更為深沉，不是慘遭迫害，命在垂危，晴雯或許還無法察覺，到了死別吞聲的那一

剎那，他才猛然省覺，而咬下了自己的指甲、脫下了貼身的小樓，遺留給自己心愛的人。

說晴雯咬下指甲、脫下小樓留與寶玉的舉動是最後的對封建的反抗，實在是非常

的不浪漫，但是若不是封建的陳腐，無辜的人叉為何會遭受排擠，面臨被鏟除的命運﹔
真摯純潔的情誼叉為何會被曲解成一種勾引一種誘惑﹔勇敢地保護自己的尊嚴叉為何會

換來統治者的驚慌與憤怒。晴雯最終還是自由了，雖然這個自由因為懲罰而來，但在這

命運的轉折點上，晴雯依舊沒有屈服，他沒有為了能繼續留在賈府而喪失自我，不在乎

核心或是邊緣，晴雯遭揮了，甚至從封建的邊緣被流放，流放到超越封建階級的境地。

曹雪芹費盡，L機流盡眼淚，寫下了屬於晴雯的結局，藉寶玉弔祭晴雯的《芙蓉諒〉

把晴雯比作被朝廷排斥的賈誼，比作因美貌遭忌的昭君，寶玉對那些中傷陷害晴雯的奴

才們的伸張討伐，同時也就是曹雪芹對封建制度的可惡，所做的一種絕死的抗議，一面

哀悼著晴雯之死 ，一面控訴著毀滅人性的階級餘毒。

IJ 第七十七回〈俏丫頭抱屈夭風流美優伶斬情歸水月〉頁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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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封建社會裡尊卑長幼的順序是絕對嚴格的，犯上作亂是不可能被允許的，但與此同

時，上與下的關係自然也不可能只是單向的你令我行、我令你從的狀況，任何關係都是

雙向的，即使表面上只有單向顯露於外。正如主子寶玉與丫釁晴雯、襲人之間的關係。

晴雯是奴牌，但他不單單鄙夷秋稍等賞兩件舊衣便喜形於色的庸俗﹔也不單蔑視

襲人為了巴結主子而幹的那些無恥勾當。他不但憎惡、墜兒的行竊﹔還嘲弄爬了高枝的小

紅。他甜令正面指責寶玉的「主子J面色﹔還蜘令沖撞掌握他生殺大權的王夫人的尊嚴。

他是奴牌，但他不認奴姆受奴役的奴姆命，而大膽地追求做為「人J 的平等與自尊。純

真而叉鋒利的性格，剛直、潑辣而叉嫉惡如仇，帶著未馴的野性、與不容侮辱的剛潔之

風。

襲人是奴牌，他溫柔和順，一切唯主命是從﹔他顧全大局，可以默默承受一切現

實上的傷害﹔窩心腳或許蜴盡了他爭榮的心思，卻仍沒幫助他憶起作為人的尊嚴﹔他是

王夫人的指望，一個值得託付寶玉的賢人。但是，終究「枉自溫柔和順，空云似桂如藺」
14 ，他是封建裡的大眾面相，曹雪芹筆下背負最多諷刺的角色之一。

晴雯以對抗者的身分正面攻擊，而襲人則以順從者的角色背負反諷，這樣兩個相

對的奴隸典型，所要傳達的，都是曹雪芹對封建制度深惡痛絕的心聲。

”襲人9月j詞，第五回〈遊幻境指迷十二釵飲仙醇曲演紅樓夢〉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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