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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樓夢與女神神話傳說－－秦可卿篇 

    神話情節在《紅樓夢》1書中的運用雖不多，然其重要性早已為多數評者認

定無疑2。即以第 1、5 回為例，女媧神話事關書中主角賈寶玉誕生入世與覺悟回

歸的課題，絳珠草因神瑛侍者溉以甘露而化為仙子的神話則象徵著女男之間情愛

付出與償還的糾葛，而太虛幻境神話則一方面充滿對世人（主要是男性）追求虛

妄的嘲弄，另一方面又發出對女性普遍薄命的同情，並以此嘲弄與同情啟迪著賈

寶玉的性靈，遂造就其一生獨特之生命內容。換言之，《紅樓夢》裡少數的神話

情節卻影響著全書的布局，包括主題、結構、主要人物、風格等等皆由此定調。

樂蘅軍亦曾說明太虛幻境神話在書中的作用：「當我們欣賞、愛悅、感受這些人

的故事之餘，如果還沒有忘掉太虛幻境那裡傳來的密碼消息，那麼，所有故事在

我們警戒意識下都將被蒙上一層懷疑陰影。那時我們看故事裡的景象固然依舊是

光鮮華麗，可是不免像水中倒映樓閣，幌動不定。這就是《紅樓夢》最先出現的

神話情節在全書中的映照作用。這映照作用在使神話指出『真』與『假』之間的

混淆，『好』與『了』之間的牽連；這個矛盾論便是荒謬感的來源。這也就是神

話向人間世傳佈的一個重要主旨。」3可見此神話空間與書中主要描寫之現實時

空產生了對比、映照，大部份它是超世俗與越時空的清音，所以凌駕於現實世界

之上；但曹雪芹又名之曰：「太虛幻境」，顯然又以其為虛幻之構設。此外，這兩

個世界未嘗不是互相滲入，或彼此互喻，在如此交互作用的情形下，《紅樓夢》

「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第 1 回太虛幻境對聯）的主題即可得到

充分的鋪展與深化之描寫。 
    不論是女媧、絳珠仙子、或太虛幻境中的警幻仙子姊妹，《紅樓夢》裡的神

話情節皆與女神神話傳說有關，主因得歸於作者擁有濃厚的「重女輕男」思想，

也可以說他對於以競爭為原則而導致因權力紛爭而薄情寡義之父權社會（書中呼

為「濁世」）有很深的不滿，所以想要回歸到前歷史（pre-history）的母系社會（母

系社會向來不致成為母「權」社會），一種以合作、平等為原則而彼此能夠以情

相處之情境（書裡稱為「清靜女兒之境」）。此外，歷來神話傳說中的女神總是被

描述得綺縠紛披，更且情思深重多曲、意態譎迷難測，對於此書以言情與女性故

事為主（楔子裡說曹雪芹將此書題曰《金陵十二釵》）的內容總有所啟發與借逕。

                                                 
1 本文所引用的是以庚辰本為主的《紅樓夢校注》（臺北：里仁，1984），不另注。 
2 例如樂蘅軍說：「運用成功的神話情節，應該是作者創作的一部份，因此它和別的情節一樣，

必須反映作品的主題意念，必須傳達作者特有的意見，而不是機械地重複傳統故說，去宣說宗教

思想或道德訓誨。⋯紅樓夢的神話寓意，因為故事本身意念的繁富，而也就譬喻不止一端；從不

同的角度都有它相應的詮釋。」見氏著〈從荒謬到超越〉，收於氏著《古典小說散論》（臺北：純

文學，1982），頁 261、263。龔鵬程則說：「紅樓夢一書較此尤甚，神話在書中的地位異常重要，

譬如寶玉口中啣的就是女媧補天石，林黛玉本人則是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一顆絳珠草。⋯⋯這

一切神話原材，經作者變造後，即成為一種全新的神話結構，作者對人生宇宙的體悟和他所欲傳

達的全部意旨，均藉此神話結構來表現；敘述中又常夾入神話情節（如寶玉夢遊太虛幻境等），

以達成神話結構所欲點出的題旨。」見氏著〈中國文學裡神話與幻想的世界〉，收入於與張火慶

合著之《中國小說史論叢》（臺北：學生，1984），頁 41。 
3 見〈從荒謬到超越〉，《古典小說散論》，頁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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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作者對人生的理解與感思常常是無可言詮的，除了透過荒唐謬悠的神

話語言與情節之外，似乎尋求不到更適當的方法，「它的『言』只是『言無言』，

是有所言，而未嘗言，未嘗言，而又未嘗不言的，這矛盾並存的弔詭，這混淆是

非的意趣，就是《紅樓夢》神話，在一切意義之上，所投入的超越境界。」4與

其用明確而有著固定意義的語言，不如用妄誕虛幻的神話才能「逼近」人生矛盾

混淆、超越一切可解的真境。有關此書中女媧、絳珠仙子的神話既已分析並論述

過5，太虛幻境與警幻仙子姊妹之討論豈能錯失？本文試圖將秦可卿（即警幻姊

妹）的形象和與先前女神神話傳說作比較，包括〈離騷〉、〈大招〉、〈高唐賦〉、〈神

女賦〉等辭賦中的女神，而仙子所在之太虛幻境與先前的仙境傳說也可對照參看。 

                             一 

《紅樓夢》的女媧神話與賈寶玉有密切關係，作為大母神（the Great Goddess）

女媧所煉眾石之一，賈寶玉可說是「女媧之子」，其生命即以延續大母之慈悲博

愛為要6；而絳珠草即書中林黛玉，其前世由賈寶玉的另一分身，也就是太虛幻

境赤瑕宮的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而修煉成為仙子，所以絳珠仙子在此世需還

報無盡的情淚，也因此造就二玉之間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7。由此幾乎可以斷言：

《紅樓夢》書中愈重要的人物，其神話色彩愈濃厚。警幻仙子姊妹在書中對應的

人物即秦可卿，第 5 回賈寶玉在她的臥室裡午歇，又由可卿帶領他夢遊太虛幻

境，並與警幻之妹（乳名兼美字「可卿」）幽會。換言之，警幻姊妹即賈寶玉所

「邂逅」之「女神」，而「邂逅女神」（Encountering the Goddess）是極重要之神

話原型，西方神話學者坎伯（Joseph Campbell）說： 
在神話的圖象語言中，女人代表的是能被認識的全體。英雄則是去認識的

人。隨著人生緩慢啟蒙過程中的逐漸進展，女神的形象也為他而經歷一連串

的變形：她絕不會比他偉大，但她總是能不斷給予超過他所能了解的事物。

她引誘、嚮導並命令他掙脫自己的腳鐐。如果他能符合她的心意，則認識者

與被認識者兩造，就能從所有的局限中解放出來了。女人是帶領達到感官歷

險崇高頂蜂的嚮導。她被眼光淺薄的人貶低到次等的地位；她被無知的邪惡

之眼詛咒為陳腐和醜陋。但她在有識之士的眼中得到了補償。凡是能以她本

來的面貌接受她，不過激並擁有她要求之仁慈與自信的英雄。就有可能成為

她所創世界中的君王，亦即神的肉身8 
從女神兼具引誘與嚮導（或勸導）的作用而言，警幻仙子姊妹可視為同一人（反

過來說，女神原本即可化身為不同的女性），亦即秦可卿，李惠儀說：「（警幻仙

子）使讀者聯想到秦可卿、元春、甚或王熙鳳－－警幻可說是揉合了與寶玉關係

                                                 
4 同前註，頁 264。 
5 見〈紅樓夢與女媧神話〉，《婦女與兩性學刊》12 期（2001 年 6 月），與〈紅樓夢與女神神話傳

說－－林黛玉篇〉，《清華學報》新 31 卷 1、2 期合刊（2002 年 4 月）。 
6 可參考〈紅樓夢與女媧神話〉。 
7 可參考〈紅樓夢與女神神話傳說－－林黛玉篇〉。 
8 見氏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臺北：立緒，1997），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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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幾位較『年長』女子。」9與元春或王熙鳳相較，秦可卿最具神秘氣息，

且其名與「情可輕」（她被眼光淺薄的人貶低到次等的地位；她被無知的邪惡之

眼詛咒為陳腐和醜陋）、「情可親」（凡是能以她本來的面貌接受她，不過激並擁

有她要求之仁慈與自信的英雄。就有可能成為她所創世界中的君王，亦即神的肉

身）、「情可欽（她在有識之士的眼中得到了補償）」諧音10，正可表現「情」的

幾種不同面向與評價，換言之，秦可卿此女性角色非常能夠表現曹雪芹對於「情」

的想法。水晶認為作者「盡量將秦氏一家抽象化、象徵化。可卿是養生堂裡抱來

的，她代表慾情。⋯⋯她的弟弟猶如維納斯的愛子邱比特（又名愛洛司 Eros），

因為他的大名秦鐘，亦可讀成情種。⋯⋯領養她的父親秦業，名字更充滿了曖昧

玄機──秦業者，情孽也。⋯⋯張愛玲曾經將警幻仙子取名東方的愛神；這位愛

神，曹雪芹告訴我們，有一令妹──乳名兼美，表字可卿，在夢中教導我們的男

主角從孩童走向成人，我們還能峻拒秦氏職守是慾神大司命嗎？」11不論是慾神

或愛神，曹雪芹有意將秦可卿的描寫神格化是無可置疑的，其造型甚至可謂集女

神神話傳說之大成。 
    首先，警幻仙子是否算得上是大母神女媧的分身？在古典記載中女媧不但創

造出世界與人類，連諸神也是由祂產生的12；人類學家和宗教史學家原本即認為，

大母神是後代一切女神或神的終極原型，換言之，即從最初形態之單一女神崇

拜，再逐漸分化和派生出職能各異的眾女神及男神13。當然，由一位無配偶的大

母神獨立地生育出世界、諸神和人類的說法，必定先于以男性為中心的父系社會

兒而存在，此種單性生殖觀念反映著知母不知父的母系氏族社會。至於女媧與伏

羲為配偶神的說法已屬後來14，由大母神到配偶神，代表著人類社會自母系到父

系的發展。而不論是大母神或或作為配偶神中的母神，女媧都是人類誕生的源

頭，所以在一些傳說中，祂也是媒神或者說是婚姻之神： 

     女媧禱祠神，祈而為女媒，因置昏姻。（路史後紀二注引風俗通） 

以其載媒，是以後世有國，是祀為高禖之神。（路史後紀二） 

如果說配偶相交才能生產後代，為何配偶神裡的伏羲沒有成為高禖之神？所以還

是母系社會的遺跡。而中國神話裡出現的像夏始祖塗山氏，殷始祖簡狄，周始祖

姜嫄這種高禖女神，可以說都是女媧的分身。《紅樓夢》第 5 回警幻仙子自謂：「司

人間之風情月債，掌塵世之女怨男癡。因近來風流冤孽，纏綿於此處，是以前來

                                                 
9 見氏著〈警幻與以情悟道〉，《中外文學》第 22 期 2 期（1993），頁 47。 
10 「秦」、「情」在南方音裡是相同的。 
11 見氏著〈秦可卿的爭議〉，收錄於其《私語紅樓夢》（臺北：九歌，2002），頁 69-70。 
12 見《說文》第二卷：「媧，古之神聖女，化萬物者也。」《太平御覽》卷七十八引風俗通：「俗

說天地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摶黃土作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於恒泥中，舉以為人；故富貴

者，黃土人也；貧賤凡庸者，恒人也。」《山海經˙大荒西經》：「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或作

腹）化為神，處栗廣之野。」《淮南子》說林篇：「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

媧所以七十化也。」 
13 見蕭兵、葉舒憲著《老子的文化解讀》（武漢：湖北人民，1997 年 3 刷），頁 172。 
14 盧仝與馬異〈結交詩〉曰：「女媧本是伏羲婦」。 高誘注《淮南子》〈覽冥篇〉：「女媧，陰帝， 

佐虙戲（伏羲）治者也。」近世出土的漢石刻與帛畫，女媧伏羲腰身以上皆作人形，腰身以下皆

作蛇尾並纏縛相交，更足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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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察機會，布散相思。」稱之為「愛神」、「慾神」都很恰切，就其根本性質而言，

未嘗不是「高禖之神」。 

    賈寶玉夢中遇見警幻仙子是在秦可卿的臥房，從第 5 回的描寫來看，等於由

秦氏邀請進入，因為先前她替「寶叔」收拾下房子，後來又滿口應承，全無推託

地表示願意安置15；而且她似乎預知寶玉不會待在「縱然室宇精美，鋪陳華麗」，

卻掛有「燃藜圖」（象徵「努力勤勉、追求有用」的世俗價值）、寫有「世事洞明

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對聯的房間（代表理性、世故、男性的世界），或者

說秦氏原本以此種代表攫取之人生傾向來考驗賈寶玉，在寶玉表示不快而「斷斷

不肯在這裡」時，她極力主張：「不然往我屋裡去吧。」並反駁一個嬤嬤提出的

叔叔怎能睡在姪兒房間的理（倫理禁忌）：「他能多大呢，就忌諱這些個！上月你

沒看見我那個兄弟來了，雖然與寶叔同年，兩個若站在一處，只怕那個還高些呢。」

言下之意，自己在現實界雖是寶叔的姪媳婦，但在太虛幻境「情」的世界中卻是

姊姊，此所以寶玉隨其夢入幻境後，遇警幻隨即呼之為「神仙姊姊」的原因。寶

玉一進入秦氏的臥房，先有甜香襲來，後來看見「案上設著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

的寶鏡，一邊擺著飛燕立著舞過的金盤，盤內盛著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

瓜。上面設著壽昌公主於含章殿下臥的榻，懸的是同昌公主製的聯珠帳。」寶玉

當下說好之後，秦氏笑道：「我這屋子大約神仙也可以住得了。」暗示此房乃一

神仙空間，而且是個女性世界，所以寶玉看到的是一個個歷史上有名的風騷女人

用過的寢具；其實寶玉也不是真正看到，而是「眼餳骨軟」地，在半迷醉的狀態，

由此過渡空間再進入到太虛幻境中。從秦氏的立場來看，她在意識層面未必知道

自己是仙子16，但她下意識裡未嘗不引導著、考驗著、誘惑著寶玉，最能證明其

具法術力量的是將自己臥房點染成香豔異常的神仙世界，讓寶玉完全陷入其中。 

寶玉剛睡去，「猶似秦氏在前，遂悠悠蕩蕩，隨了秦氏，至一所在。」此豈

非引導？遇見警幻仙姑，「便忘了秦氏在何處，竟隨了仙姑，至一所在。」秦氏

在太虛幻境中換置（displace）成仙姑，連描述的語言結構都極為類似。警幻給

寶玉看女子過去未來的簿冊，又「令其再歷飲饌聲色之幻」，此非考驗而何？最

後警幻道：「是以特引前來，醉以靈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將吾妹一人，

乳名兼美字可卿者，許配於汝。」此豈非引誘？總不好以姊姊身份與之，遂派一

個分身妹妹來執行任務。警幻甚至明言自己刻意將寶玉引來歷經種種，目的是希

望他「改悟前情，留意於孔孟之間，委身於經濟之道。」可卿似乎期盼寶玉離開

自己香豔的臥室，而回到掛有「燃藜圖」、寫有世事與人情對聯的房間。試看秦

可卿與警幻的作為，縱有夢外夢裡之別，其實即同一人。然則，寶玉是否會通過

                                                 
15 民初評點家王伯沆也說：「（可卿）乘願而來，故無謙讓，他日自知。」見《王伯沆紅樓夢批

語滙錄》（江蘇古籍：1985），頁 64。 
16 就像她自己未必確知自己已成寶玉夢中邂逅對象，試看寶玉驚醒後，「嚇得襲人輩眾ㄚ鬟忙上

來摟住」，「卻說秦氏正在房外⋯⋯」房外的可卿縱使與房內的寶玉彼此皆有嚮往之意，在貼身眾

ㄚ鬟襲人輩的環繞之中，如何像清初評點家王希廉所說（第 6 回評：「秦氏房中，是寶玉初試雲

雨，與襲人偷試，卻是重演，讀者勿被瞞過。」「按著秦氏房中之夢，便寫與襲人試演，可見寶

玉一生淫亂，皆從秦氏房中一睡而起。」兩人是真雲雨？王說見馮其庸纂校訂定《八家評批紅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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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驗，在醒後一心追求「燃藜圖」所象徵的世俗價值，步入通情達理的男性（成

人）的世界？ 
「紐曼指出，大母神原型是人類深層心理中的重要作用力量，它在構成兒童

心理發展之基礎的原型世界中占據著核心的位置。兒童個體在發展其自我人格的

過程中，大母神原型必然會同以男性、父親為中心的現實世界發生衝突，也就是

同整個男性中心文化的價值常規和社會意識發生衝突。一般而言，大多數人在接

受文化教育的過程中逐漸放棄母性原型世界，同父親原型相妥協、相認同，變成

循規蹈矩的父權社會中的一成員，現存秩序的維護者。但是，極少數創造性強烈

的個人往往不會放棄母性原型世界，因而也不易同現實環境相妥協。他們就好比

神話中的英雄，站在父親世界的對立面，成為敏感而痛苦的異己者。這樣，孤獨

感就成了天才思想家、藝術家們與生俱來的不幸。」17寶玉與警幻相遇的過程等

於是兒童的「成年禮」（initiation），他到底有沒有通過成考驗？如果通過考驗指

的是放棄母性原型世界而與父親原型妥協並認同（是否通過原本即有不同甚至相

反的標準），變成循規蹈矩的父權社會中一員，現存秩序之維護者，顯然寶玉不

算通過18；然而依照所引，寶玉確實又是少數突出者、創造性極強的英雄、孤獨

的思想家與藝術家。所以沒有通過考驗者到底是因軟弱無能力而消極地被淘汰？

還是積極地有所抉擇，堅定地傾向母性原型世界而捨棄父親原型世界？ 

從夢遊結尾來看，寶玉與可卿難分難解，「因二人攜手出去遊頑之時，忽至

一個所在」，此處又出現類似的語言結構，果然在此荊榛遍地處，可卿又被換置

成警幻，向寶玉提出「快休前進，作速回頭要緊！」的警告，但寶玉已走到迷津，

在來不及思索之際，被其中許多夜叉海鬼拖將下去，最後寶玉喊的是「可卿救

我！」（應該是「仙姑救我！」可見秦、警實同一人。）表面上，寶玉是身不由

己，但也可以說他至死都願意與可卿在一起，就像 33、34 回他因蔣玉菡與金釧

事件而被父親（代表理性與秩序）嚴加笞撻之後，他向黛玉說：「就便為這些人

死了，也是情願的！」毫無悔意，可見其對自己所選擇者堅定不搖。再倒回去看，

如果寶玉選擇母性而捨棄父親原型世界，其實就不能說他沒通過考驗，醒後的寶

玉成為意淫者而不流於皮膚淫濫，等於通過了警幻仙子的洗禮。而且被迷津中夜

叉海鬼拖將下去不一定是「墮落」，也可以解釋為具有「我不入地獄而誰入」之

悲願。所以寶玉的太虛幻境之旅，就父權社會角度來說是失敗的，然而從與女性

原型世界連繫而言，他卻收穫豐盛。 

寶玉通過測試所獲得的是愛的終極能力，同時也是一種悲憫之情。坎伯曾經

說：「與女神（化身為每一位女性）相會，是英雄贏得愛【即慈悲，命運之愛（amor 
fati）】之恩賜的終極能力測試，而這愛就是令人愉悅、包藏永恆的生命本身。」

                                                                                                                                            
夢》（北京：文化藝術，1991），頁 165。 
17 見蕭兵˙葉舒憲《老子的文化解讀》，頁 192。 
18 33 回賈政認為寶玉：「在外流蕩優伶，表贈私物，在家荒疏學業，淫辱母婢。」這個指責縱使

不符合實情（「強姦金釧不遂」之語是賈環誇大其辭地誣陷），但可以看到賈政非常願意相信自己

兒子是不循規蹈矩的，以後甚至極有可能「弒君弒父」；由此亦可見寶玉站在父親世界的對立面，

其嚴重性早已超過其與生身父親之間應該有的濃厚血緣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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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張淑香曾說明「邂逅女神」的原型神話中英雄所接受的贈禮：「從獸性的慾望與

恐懼中清滌，接受女神的贈禮，英雄獲得『仁慈』的心（gentle  heart），認識了

『慈悲』（compassion）的恩賜，是生命永恆的寶藏。」20如果從女媧此大母神創

造人類與世界的深情來看，「女媧之子」賈寶玉在與女神（即大母神之分身）相

會之後，並非另外獲致，而是喚醒與堅定其原有的，直接來自於大母神的情感與

力量。所以警幻在夢中向寶玉說：「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癡情，吾輩推之為『意

淫』21。『意淫』二字，惟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可語達。汝今獨得此二字，

在閨閣中，固可為良友，然於世道中未免迂闊怪誕，百口嘲謗，萬目睚眥。今既

遇令祖寧榮二公剖腹深囑，吾不忍君獨為我閨閣增光，見棄於世道。」廖咸浩曾

加以解釋：「寶玉的『意淫』又與一般人的『癡』不同。他對女性的意淫不只是

對『個別』女子之情，而是對每一個未婚的女子，也就是整個『女人世界』的情。

所以警幻說，如此淫人可為『閨閣中良友』；因為他懂得女性，知道女性的命運，

而且還願與女性同甘共苦、長相廝守，甚至自己恨不能為女兒身。」22此情來自

天生23，不假外求，也不一定只針對未婚的女子，41 回建議妙玉將成窯杯子送給

劉姥姥，44 回為平兒（賈璉之妾）理妝，62 回提醒香菱（薛蟠之妾）換裙皆是

一種無功利目的的普遍同情24。警幻嘉許寶玉的癡情，並為寶玉將因此而與以男

性、父親為中心的現實世界發生對立，甚至受到輕視棄絕而深深不忍。其實「寧

榮二公剖腹深囑」只是警幻引幻之藉口，因為縱使寶玉願意「入於正路」，「無奈

吾家（賈家）運數合終」。換言之，警幻並不真的要寶玉留意孔孟、走上經濟之

道，她主要是提醒寶玉應發揮天生具有的慈悲精神，而不要成為像賈府其他的富

貴公子如赦、璉、珍、蓉之屬，他們是「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

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盡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淫濫之蠢物

耳。」那才是真正的「墮落」。寶玉由此啟發而形成的人生哲學是：與其變成父

權社會的一員，亦即喪失掉真我而無法挽救家運，不如堅持原我、稟持天賦而對

萬物眾生用情，「或冀將來一悟，亦未可知也。」等於為寶玉最後能夠「以情悟

道」作了預言。25 

                                                 
19 見《千面英雄》，頁 125。 
20 見氏著〈邂逅女神──解《老殘遊記二編》逸雲說法〉《語文、情性、義理──中國文學的多

層面探讨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臺大中文系，1996），頁 440。 
21 此處脂硯齋評曰：「按寶玉一生心性，只不過是體貼二字，故曰意淫。」本文脂評皆見於陳慶

浩所編《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臺北：聯經，1979），不另註。「意淫」二字極容易受到

誤解，其實是一種普遍的同情心，可參考陳萬益〈說賈寶玉的「意淫」和「情不情」〉，收錄於《曹

雪芹與紅樓夢》（台北：里仁，1985）。 
22 見氏著〈說淫：《紅樓夢》「悲劇」的後現代沉思〉《中外文學》第 22 卷第 2 期（1993），頁 88。 
23 《紅樓夢》第 9 回回文：「寶玉又是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性情體貼，話語纏綿。」

脂硯齋在此處評曰：「凡四語十六字，上用天生成三字，真正寫盡古今情種人也。」 
24 清末民初的評點家洪秋蕃說：「寶玉又趕出來叫道：『你別怕，我是不告訴人的。』是即菩薩

心腸、真人本量。」（19 回總評）「如此多情真是佛，惜乎齡官不得知。」（30 回總評），見《八

家評批紅樓夢》。 
25 樂蘅君說：「太虛幻境那一番遊歷，對寶玉來說，不是浪費掉了的旅程，而是他到達一個長途

遠程的悟之前，早時內在的意識蘊釀。」見《古典小說散論》，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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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幻（可卿）引寶玉入幻，目的之一是貞定寶玉用情的信念，另一方面又疼

惜寶玉因實踐癡情而遭受父權社會痛毀極詆的可能，此種心態與作為顯示其本身

也是多情的，脂硯齋於「警幻忙攜住寶玉的手。」處評曰：「妙，警幻自是個多

情種子。」（第 5 回）26陳萬益說：「『警幻』既是仙姑，自然有其靈視，能知人所

不知言人所不能言，何況，從某一觀點說來，她是認同寶玉而同情寶玉的。認同

的基礎在於警幻和寶玉一樣，在本質上也是『多情種子』。雖說一個是神靈，一

個是世間人，他們的差別只不過是前者已經翻過筋斗，悟了道。悟道之後，或者

為僧、道，或者為仙姑；執迷不悟，則為賈寶玉、為甄士隱。從這個角度來說，

全部《紅樓夢》只不過寫出賈寶玉如何由後者變成前者，也就是由陷溺迷津的『個

中人』覺悟而為『過來人』，所以脂評說寶玉和警幻『二人乃通部大綱』。《蒙府

本》第五回回目說：警幻『多情』秘垂淫訓，也頗能道出警幻垂訓時，不同於前

述諸人的悲憫心，菩提願，而此一精神則為作者創作《紅樓夢》的本旨。」27脂

硯確實在本回有關秦可卿的曲文：「宿孽總因情」底下評說：「是作者具菩薩之心，

秉刀斧之筆，撰成此書，一字不可更，一語不可少。」由此可見作者將警幻與可

卿寫成慈悲女神一分為二（天上與人間）的用意，後者將前者多情之性質加以發

揮，結果也與寶玉同樣遭受「百口嘲謗，萬目睚眥」之待遇28，等於陪同寶玉並

為其分謗。試想如果警幻仙子不是秦可卿，脂硯就不會說：「此二人乃通部大綱。」

（第 5 回評）警幻主要不過出現於第 5 回，怎會如此重要？除了揭示寶玉以情悟

道的人生，或是十二釵的命運之外，她也預告了賈府「雖歷百年，奈運終數盡，

不可挽回」的家運，此言於秦可卿死前托夢於鳳姐的話語中再次拈出，並提示預

防之道：「趁今日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田莊房舍地畝，以備祭祀供給之費皆出

自此處，將家塾亦設於此。⋯⋯便敗落下來，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個退步，

祭祀又可永繼。」此亦源自可卿之深情所表現出一種慈悲為懷的菩薩道精神。 

原先托夢的情節是寫給元春的，吳世昌最早發現此點29。第 5 回元春的判詞

是：「故向爹娘夢裡相尋告：兒命已入黃泉，天倫呵，須要退步抽身早。」可見

她死前曾托夢給父母，交代趁盛時多置田地以準備家敗後，子孫退隱可過樸實的

耕讀生活。後來將夢中相告之事改給秦可卿，讓她死時托夢給鳳姐提出忠告。吳

認為本來元春在封妃後不久即死30，忠告改給秦可卿之後，元春之死就不那麼意

味深長了，於是被推到八十回後。其實元春之忠告改給秦可卿並不錯，宋淇說：

「無非讓秦可卿立功，對賈家也算有了貢獻。否則秦可卿實在沒有資格躋身於正

十二釵之列，雖然名居最末，正副等名位的排列固然同身份、容貌、才學等有關，

                                                 
26 本文脂評皆見於陳慶浩所編《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臺北：聯經，1979），不另註。 
27 見氏著〈說賈寶玉的「意淫」和「情不情」〉，頁 210。 
28 秦可卿不只在書中受到「扒灰」醜聞之譏，甚至在一些保守的紅學家眼中也是個道德敗壞的

女性人物，例如太愚說：「這哪是文藝的描寫？這實在是象徵的說明。武則天、趙飛燕、楊貴妃

等等是些什麼人物，誰不知道？這是作者公然對可卿的品格加以貶持斥。」見《紅樓夢人物論》，

收錄於《紅樓夢藝術論》（臺北：里仁，1984），頁 3。其實這只是從世俗的眼光來看，而曹雪芹

向來是反世俗的。 
29 見氏著《紅樓夢探源》（北京：華藝，1998），頁 562。 
30 因為 22 回她作出一個謎底是炮竹的謎語，脂評說：「纔得僥倖，奈壽不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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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品行也有關。」31提高可卿形象更可能的原因是將「情」的意義加以擴大，不

止限於男女情色。試看可卿亡後：「那長一輩的想他素日孝順，平一輩的想他素

日和睦親密，下一輩的想他素日慈愛，以及家中僕從老小想他素日憐貧惜賤、慈

老愛幼之恩，莫不悲嚎痛哭者。」（13 回）民初評點家王伯沆對於可卿為賈府未

來籌劃的話語評說：「看官試想，此種識見何等廣遠，何等親切，而猶以『淫』

字歸罪可卿，豈非瞎漢！」而對於秦死後賈府上下莫不悲嚎痛哭的情況評曰：「是

能於世間行佛事也。宛然佛滅時人天悲悼。」32與其將可卿比同佛陀，不如說是

「有情」的菩薩。 
王伯沆又說秦可卿：「模樣是女菩薩化身，性情是氤氳大使。」「來歷已見寶

玉夢中。警幻又云受榮寧二公之托，先導以情欲之事，使歸於正，則可卿之至賈

府是當機而來，非無因而來也。唐時有鎖骨菩薩現淫女身而說法。又《西廂》云：

『我是散相思的五瘟使。』豈得以世俗貞淫論可卿哉？現有『心願未了』四字，

明係入世說法，一片慈心，故有『後悔無益』之警惕也。」33較王稍早的洪秋蕃

也說：「開寶玉之淫者警幻也，不塞之而反開之，是以開為塞也。《龜臺琬琰》載：

馬郎婦於金沙灘施一切人淫，凡與交者永絕淫念，是以淫止淫也。天上固有此種

仙人，仙家亦有此種妙術。然寶玉與可卿交而不絕淫念，豈法力遜于馬郎婦耶？

非也。」34根據胡萬川的分析，鎖骨菩薩即馬郎婦觀音，或其他記載中魚籃觀音

故事的源頭：「（唐《續玄怪錄》中鎖骨菩薩故事講的是）一個來歷不明的美少婦，

與眾多年青人隨意狎昵交好，死後經高僧證明，原來是鎖骨菩薩下凡濟度眾生。」

「這一個（馬郎婦）故事，很明顯的是由延州婦人故事而來，但已稍有改變，就

是加上了『凡與交者，永絕其淫』的情節。這樣一來便特顯出『以欲止欲』的主

題。雖然如此，而『賢女⋯⋯施一切淫』的觀念，畢竟，仍不大合乎多數顯派佛

家的理想，於是後來的有心人再將它修改，務必使這一有名的故事成為教示『以

欲勾牽，令入佛智』的典型，才終於定型為如上引觀音感應傳所記的形態。」35而

所謂顯派佛家的理想典型是指魚籃觀音故事中，拿著魚籃餵魚的女子雖以美貌現

示人間，且答應可與人為婚（所以當馬郎通過念誦佛經三次考驗後，女子只得允

婚）。然而剛入門，女即死（沒有交合），死即糜爛立盡。他日，有和尚打開馬氏

子所藏女遺骨，也是鎖狀，遂斷言為：「觀音示現」。36 
有關秦可卿死後賈府上下悲痛的情節還另有一種來源。〈韋氏子〉故事亦出

自《續玄怪錄》，大意是說韋氏子自幼宗儒，不信佛法。有二女。長女適相里氏。

相里氏與岳丈同，以釋氏為胡法；幼女所適胡氏，篤信佛教。韋氏子死後除服未

久，幼女亦亡。訃聞送到長女處，相里氏因為妻子臥病不忍告知。然而幼女魂魄

來與姊姊說死後所見，謂父親平生謗佛，受苦彌切；以此勸姊夫並世人。長女告

                                                 
31 見氏著〈論大觀園〉，《明報月刊》（1972 年 9 月），頁 6。 
32 見氏著《王伯沆紅樓夢批語滙錄》，頁 146、147。 
33 見《王伯沆紅樓夢批語滙錄》，頁 123、145。 
34 見《八家評批紅樓夢》，頁 147。 
35 見氏著〈延州婦人－鎖骨菩薩故事之研究〉《中外文學》第 15 卷第 5 期，頁 110、124。 
36 同前註，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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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丈夫自己死後當化為烏，言訖未久，其夕遂卒。「（長女）其為婦也，奉上敬、

事夫順，為長慈、處下謙，故合門憐之。憫其芳年而變異物，無幼無長，泣以俟

烏。」37不論是鎖骨菩薩或韋氏子故事，都與佛教有關；如此，是否代表秦可卿

（警幻）想要給寶玉的啟發乃佛教「空」之智慧？張淑香說：「大體而言，在中

國文學傳統中，訴諸邂逅女神原型主題所形成的情色啟蒙的論述，其發展梗概，

可以歸納為下面三種模式：由『情色』歸於『禮義』；由『情色』歸於『空悟』；

由『情色』歸於『慈悲』。⋯⋯到了《紅樓夢》，才由情色悟入空幻。只是遁入空

門，終究是消極棄世的意味居多，超越的意味嫌少。」38寶玉醒後，至少不流於

皮膚淫濫；更重要的是他回到自己「情癡」的本來性情，積極發揮大母神慈悲之

精神。換言之，秦可卿（警幻）讓他「以情統欲（由情出發，即可避免縱欲），

以情救淫（以情充實淫的內涵，如「意淫」）」39，如果寶玉夢醒後之完全「止淫」

其實未必符合人性的實際（反證曹雪芹不完全同意佛教「空」或道家「無」的思

想），讓慈悲之「情」超越「禮義」與「情色」（「禮義」加上「情色」即等於現

實界），甚至以「情」統合現實界與「空」「無」的形上界，最後悟道（寶玉悟道

之後仍為「情僧」，觀第 1 回可知）才是可卿（警幻）所啟發之人生道路。樂蘅

軍也說：「太虛幻境之後，和襲人的關係並不曾放縱到不可收拾，而且從不曾氾

濫到周遭的人，這是很值得深思的。其實何止於此，寶玉整個人格的特性，就是

建立在面對荒謬世相上的醒覺和徹悟，這一種的人類嘲弄、自我掊擊，便是太虛

幻境神話所設定的大義微言。」40有所悟的內涵未必是特定宗教或哲學的，追求

超越浮生紅塵的精神恆居可能每個人都不一樣，對於曹雪芹來說，來自於大母神

的慈悲是人類與世界誕生之根本理由，此理由早已為以爭奪攘權為運作原則的父

權社會所棄絕或換置，然而在人類潛意識深處是無法真正忘懷或擺脫的，大母神

隨時以女神的姿態出現在夢幻中，給人以恆久的啟示。 

                             二 

寶玉於初入太虛幻境時所見警幻之籠統形象為「蹁躚裊娜」（第 5 回），並

有一段仿曹子建〈洛神賦〉的描寫；秦可卿在幻境中的造型固然兼有黛玉之「風

流裊娜」，於紅塵世界中，她未嘗不是「生的裊娜纖巧」（第 5 回）、「生的形容裊

娜」（第 8 回），身形柔美細長、行步搖擺輕盈，正是典型美女丰姿。至於賦的仿

寫，「曹植的文句，在這裡常常只是稍加變幻，比如一個說『雲髻峨蛾』，一個就

說『雲髻堆翠』；一個說『飄飄兮若流風之回雪』，一個就說『纖腰之楚楚兮，回

風舞雪』；一個說『若將飛而未翔』，一個就說『若飛若揚』；一個說『含辭未吐』，

一個就說『將言而未語』；一個說『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

                                                 
37 見《太平廣記》（二）（臺北：文史哲，1981），頁 676-677。 
38 見〈邂逅女神──解《老殘遊記二編》逸雲說法〉，頁 24。 
39 見筆者所著〈紅樓夢中的情欲與禮教－－紅樓夢與明清思想〉，《情欲明清－遂欲篇》（臺北：

麥田，2004），頁 188。 
40 見〈從荒謬到超越〉，《古典小說散論》，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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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就說『待止而欲行』。」41所以警幻的形象描寫直接取自洛水女神，或者說所

有女神都有類似的文學造型。而在《紅樓夢》43 回裡「寶玉道：『這水仙庵裡面

因供的是洛神，故名水仙庵，殊不知古來並沒有個洛神，那原是曹子建的謊話，

誰知這起愚人就塑了像供著。今兒卻合我的心事，故借他一用。』⋯⋯寶玉進去，

也不拜洛神之像，卻只管賞鑑。雖是泥塑的，卻真有『翩若驚鴻，婉若游龍』之

態，『荷出綠波，日映朝霞』之姿。寶玉不覺滴下淚來。」自古以來洛神雖未必

可信，然而在曹子建筆下，洛神儼然成為美感的象徵。泥塑的洛神雖為假，卻又

將〈洛神賦〉中半矇矓而抽象的姿態具體化，也足夠成為賞鑑的對象了，尤其此

刻寶玉心中充滿對已逝之美麗女孩金釧的痛惜之情，心誠意懇，所以主客觀兩下

湊泊，「假」的女神卻引發無數「真」的淚水來。言下之意，曹雪芹在理智上未

必不知種種女神神話傳說之虛妄，然而在情感上，這些女神（不論是用文字還是

用泥土塑的）卻頗能引起美感與悲情。而文學作品最重要的仍是感情，而表現情

感最好的方式是化為一種僅可感觸而不能言詮的氣氛。因為一落言詮，便成概

念，而與他原始朦朧複雜矛盾的感情不相應。歌德也認為文學作品，越不可測，

越難用知性去理解，便越是好的42，此實為作者描寫秦可卿的基本筆法。  

由〈洛神賦〉往上溯源，再從大母神女媧往下探索派流，有關追尋女神的情

節得從〈離騷〉說起。《紅樓夢》第 1 回脂評：「開卷第一篇立意，真打破歷來小

說窠臼。閱其筆則是《莊子》、〈離騷〉之亞。」78 回寶玉撰寫〈芙蓉女兒誄〉

前說：「我又不希罕那功名，不為世人觀閱欣賞，何必不遠師楚人之〈大言〉、〈招

魂〉、〈離騷〉、〈九辯〉、〈枯樹〉、〈問難〉、〈秋水〉、〈大人先生傳〉等法，……喜

則以文為戲，悲則以言志痛，辭達意盡為止。」於此篇誄文中，果然出現了「素

女」、「虙妃」、「弄玉」、「寒簧」、「嵩獄之妃」、「驪山之姥」等等騷賦中常見的女

神。至於《莊子‧逍遙遊》中也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

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的姑射神女43。總而言之，曹雪芹

最喜模擬的文章即莊、騷，尤其是〈離騷〉所引領的騷賦傳統，其中許多女神「情

狀若即若離，如真似幻，極盡迷離恍惚，惝桄惆悵的情調，美麗而哀愁。」44或

者說他最嚮往那無法達致的女神，女神雖無法達致卻可追尋，而在追尋的過程

中，作品思想自然能夠超俗遠舉，造成既悲哀又風流，既深情又飄忽的迷人情味。

所以脂評認為警幻（可卿）與寶玉「此二人乃通部大綱。」若就全書若隱若現、

如真似幻的風格而言，確是一種通盤的詮釋。 

    〈離騷〉一方面描寫追尋女神的情態，另一方面也表現了現實界美人的命

運。錢鍾書曾批評屈原此作，敘述者前半是女性，而後半部卻變成男性，「撲朔

迷離，自違失照」。45說不定這正是屈原的心境或是他想表達的風格？在前半部

裡，屈原取各類香草內服外飾，又說：「眾女嫉余之娥眉兮，謠喙謂余以善淫。」

                                                 
41 見蔡義江〈論紅樓夢中的詩詞曲賦〉，收錄於《紅樓夢藝術論》，頁 351。 
42 見徐復觀《中國文學論集》（臺北：學生，1982），頁 136。 
43 可參考筆者所著〈紅樓夢與女神神話傳說－－林黛玉篇〉。 
44 見張淑香〈邂逅女神──解《老殘遊記二編》逸雲說法〉，頁 5。 
45 見《管錐篇》補訂重排本（北京：三聯，2001），頁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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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描述可以解釋為屈原以美人香草自比或喻楚王，希冀君臣都能修成美德46；

也能從宗教的角度，認為屈原兼具巫師身份，所以香草與入幻巫術有關47。或者

從性別觀點說臣道即妾婦之道，甚至從文化上來講楚地原本崇尚陰性之美。如果

從感情的角度而言，美麗女人原本容易招致嫉妒敵視與謠言毀謗，其處境之艱難

與傷苦往往無可言喻。至於後半部，他三次到神話世界中求女不成，也可以解讀

成：對於男性來說，追求理想女性未果是人生最大的挫敗，其悲痛往往逾越有限

生命所能承擔的負荷。換言之，屈原變女變男是想表現自己正處於人生最痛苦的

無底深淵裡，此種情境鶩亂迷離，幾近心神俱喪之地步。深一層來說，即不止於

文學上的比喻或象徵而已，不論是化身為女性或以男性身份騰昇進入神話世界，

都可以解釋為「變形」（transform），一是形體之變，一是空間之變；對於屈原

而言，可能都是一種心理的寫實。此種寫法對於寶玉願意化身為女孩或身為男性

而一生想要追求「兼美」（秦可卿）之理想女性而兩者皆不可得之生命悲劇自然

有關；對於秦可卿而言，雖「其鮮豔嫵媚，有似乎寶釵，風流裊娜，則又如黛玉。」

非但美麗至極也才德兼備，是所有男性夢寐以求的女性（在夢境中），然而一生

卻為「淫」之謠諑誶詬所困（在現實界中），甚至可能因此自盡，其受屈被辱之

命運與屈原未必無關。 

    秦可卿在現實界的命運與歷史上諸多美女是相同的，由其臥房鋪設楊貴妃、

趙飛燕使用過之物品即可知，這些美女既獲致君王寵愛，但寵愛到底能維持多

久？或色衰愛弛，或喜新厭舊，縱使唐玄宗對玉環有著真感情，但馬嵬坡下，一

代紅顏仍然為君自絕。不只如此，這些被父權社會當成犧牲品的美麗女性，非但

在彼時受到同列的嫉妒，另一方面也會遭受迷惑君王等輿論諸多攻擊；更可怕的

是她們在歷史上將被妖魔化、污名化，紅顏必是禍水，終究會留下「淫穢精怪」

的萬年罵名。女性如果在父權社會中並無主體性而始終作為男性欲望或情感的客

體，她們被迫在男性訂定的遊戲規則下，使盡媚力或手段與其他女性競逐一位男

性已夠可悲了，好不容易爭取到某位男性之垂青，以男性為主體的社會與的歷史

又要以「淫」嚴苛地責備她，更讓女性去承擔男性在道德與政治上失敗的責任，

這是一個如何殘忍而無情的現實世界！屈原固然要「溘埃風余上征」而離此溷濁

之世，對於恨不得身為女性的賈寶玉或多情的秦可卿而言，現實世界也不是真正

的家，試看寶玉初入太虛幻境時的反應：「這個去處有去，我就在這裡過一生，

縱然失了家也願意，強如天天被父母師父打呢。」而幻境中幾位羽衣飄舞的仙子

也向警幻說：「姊姊曾說今日今時必有絳珠妹子的生魂前來遊玩，故我等久待。

何故反引這濁物來污染這清淨女兒之境？」太虛幻境如果是女兒的清淨之地，即

反襯現實界是溷濁的男性世界，或者說女性在父權社會中往往只是沒有主體性的

物而已，太虛幻境才是她們真正的家。 

                                                 
46 王逸〈離騷經序〉說：「〈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

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於君；虙妃佚女，以譬賢臣；虯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

雲霓，以為小人。」 
47 可參考楊儒賓〈離體遠遊與永恆的回歸－－屈原作品反應出的思想型態〉《國立編譯館館刊》

第 22 卷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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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騷〉中雖出現了神話傳說中的女神：虙妃、簡狄與二姚，但敘述者追尋

她們皆不成，只好再回到現實世界。當然有可能是他並不願真正放棄這個溷濁的

男性世界，或者說他徬徨困惑、徘徊於現實與幻境之間，所以女神都不能如其意？

或者他的標準太高，連女神在他眼中都有缺點，例如虙妃是「保厥美以驕傲兮，

日康娛以淫遊」（美女必淫）？由此可知〈離騷〉中所描述的「邂逅女神」是一

種變調，「『騷』更強調文人個人的抒情，它意味著君子鬱鬱不得志的幽怨和憤懣，

它突出了詩人的人格與現實的衝突。」48換言之，神話傳說中的女神與相會的情

節被拆解成不滿而非滿足的符碼，屈原以之發抒個人怨懟的感情。比較典型的「邂

逅女神」情節保留在〈離騷〉之後的〈高唐賦〉中，此賦之序所描述的是楚懷王

夢見巫山女神，而女神自薦枕席之旖旎故事，可是賦文中只見巫山的山川奇險與

特異之動植物，充滿恐懼肅殺之氣。如何解釋此種落差？一是從政治的涵意加以

解讀，意思是此賦乃提醒楚懷王對女神所在的巫山加以留意，此軍事險地正關係

著楚國存亡49。一是從文學的比喻來看，山水將女神自然化，「自然的奇麗與偉怖，

既誘人，又使人敬畏，呼應著女神的雙重面相。」50再者乃由「聖婚」（The sacred 

marriage）之角度來詮釋，「利用先王遠赴高唐、與神女行聖婚之儀以祈國富民豐

之事蹟來諷勸襄王以家國為重，可能才是宋玉寫作此賦的背景及目的吧！」51  

    〈高唐賦〉確實比〈離騷〉保留了較多的宗教意涵，聞一多認為高唐神女是

楚之高禖與先妣：「先妣也就是高禖。齊國祀高禖有『ㄕ女』的儀式，〈月令〉所

載高禖的祀點也有『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一節，而在民間，則《周禮˙禖

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與夫〈桑中〉、〈溱洧〉等詩所昭示的風俗，也都

是祀高禖的故事。這些事實可以證明這祀典確乎是十足的代表著那以生殖機能為

宗教的原始時代的一種禮俗。文明的進步把羞恥心培植出來了，虔誠一變而為淫

慾，驚畏一變而為玩狎，於是那以先妣而兼高禖的高唐，在宋玉的賦中，便不能

不墮落成一個奔女了。」52如果男女結合（包括君王和女神之結合）的儀式是流

傳甚久，中西皆有的原始祭典，或者說生殖力是母系社會最重視的價值，其實都

不好用後代的道德標準加以批評；假若是母系社會的遺留，則女方主動是很自然

的，聞一多舉了許多記載，例如《詩經˙候人》三、四章曰：「維鵜在梁，不濡

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饑。」是

說一少女派人去迎接戀人，結果戀人未至而成不了歡，少女只得饑渴著。而《楚

辭˙天問》：「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於台桑？閔妃

匹合，厥身是繼，胡維嗜不同味，而快朝飽（飼）。」塗山氏令其妾去候禹，而

且兩人未婚之前即「通」，又以「朝食」（「性交」另一種比較典雅的說法，就好

                                                 
48 見康正果《風騷與豔情－－中國古典詩詞的女性研究》（臺北：雲龍，1991），頁 86。 
49 見袁珂〈宋玉神女賦的訂訛和高唐神女故事的寓意〉，收錄於氏著《神話論文集》（臺北：漢

京，1987），頁 152。 
50 見張淑香〈邂逅女神──解《老殘遊記二編》逸雲說法〉，頁 5。 
51 見黃奕珍〈從「聖婚」觀點看楚懷王與巫山神女的關係〉，《中國文學研究》第 8 期，頁 206。  
52 見氏著〈高唐神女傳說之分析〉（最早刊於《清華學報》10 卷 4 期，1935），收錄於《聞一多

全集》（臺北：里仁，2000 ）第一冊《神話與詩》，頁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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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詩經˙候人》說：「季女斯饑」一樣，也可證明「食色，性也。」兩者可以

互喻）為快，屈原的意思乃質問禹為何不大正經；《呂氏春秋˙當務篇》也說：「禹

有淫湎之意」。聞一多又反駁道：「據《呂氏春秋˙音初篇》，本是塗山氏追求禹，

所以我想淫湎的罪名與其加在禹身上，不如加在塗山氏身上為較公允。」其實不

論是屈原或聞一多都過於執著於父權社會的禮法了，婚禮只是個儀式而已，塗山

氏不如此還不能成為夏之先妣，屈原在〈離騷〉中追求的簡狄豈不是商之先妣？

「淫湎」不論加在禹或塗山氏身上都不公平，因為以淫湎為罪是後來父權社會的

事，「文明」一定是「進步」的嗎53？在性的需要上有所羞恥是先天抑後設的？

在母系社會中，男女之淫可能是件極自然的事情，是誰將「虔誠一變而為淫慾，

驚畏一變而為玩狎」？又視先妣而兼高禖的高唐為墮落的奔女？也未必是宋玉，

因為〈高唐賦〉賦文是嚴肅的，其序文從祭祀先妣高禖的觀點也完全解釋得通。 
    張軍說：「在遠古時代，淫蕩是一種美德，是靈與肉的崇高的奉獻，淫蕩與

活潑，與旺盛的生命力，與美好，均是同義詞。此種觀念與習俗，在先秦及其以

下雖然日漸消褪，但在漢語語彙中卻存活了很長一段時間。如《廣雅˙釋詁》曰：

『夸、蒸、通、媱、窈、劮、婸、報，淫也。」《九歌˙禮魂》云：『姱女倡兮容

與』。王逸注云：『姱，好貌。謂使童稚好女先倡而舞，則進退容與而有節度也。』

姱與夸同音，乃夸之後起字，而夸又與淫（媱）同義，可見淫在早先並不是貶義

詞，而是褒義詞。在母系氏族社會，女子的情人或性交伙伴越多，她的地位也就

越尊貴，氏族傳述的始祖妣、聖母或聖女，往往也就是這種『好淫』的女子。」
54在母系社會中「淫」未必有褒義，但至少沒有貶義，更可能只是無關褒貶的自

然而已；合則來，不合則去，既是女方（體力比較柔弱但社會地位高）主動，男

方（體力比較剛強而社會地位低）不往亦不感覺有壓力；男女之間既無優勢劣勢

之權力對立（或者說得到平衡與協調，此即母系社會所代表之智慧），「淫」自然

是兩情相悅才會發生的好事。只有在父權社會之下，男方因挾著體力與地位的雙

重優勢，在男女之事上才會衍生「過度」的問題；男女之事也有情的層面，縱使

「過度」也未必全是壞事，清末評點家洪秋蕃即如此解釋警幻所許以寶玉之「意

淫」：「蓋淫之一字匪惟色慾之稱，舉不善皆淫，如《書》之『福善禍淫』，『無即

慆淫』，《左傳》之『賞善刑淫』，『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之類是也。又非但不美

之稱，其美處亦淫，如皇甫謐、劉峻皆號書淫，孟東野詩『寖淫忽漢氏』之類是

也。意者，含而未申之謂也。故凡藏於中而不顯著於外者，皆得謂之意淫。」55情

                                                 
53 家漢學家李約瑟在介紹「陰柔的，寬恕的，忍讓的，曲成的，退守的，神秘的」道家思想時，

曾引述生物學家艾佛萊恩˙赫奇農（G. Evelyn Hutchinon）的話來批判「陽性的，有為的，僵硬

的，控制的，侵略的，理性的」現實界文化：「我們的文化中那種過份陽性的，虐待狂的，操縱

欲的態度是非常危險的，除非有一天我們接受類似 Arapesh 土人的思想而有所改變，否則我們大

多數的發明，都會變更毀滅自己的工具。這並不是發明家存心不良，也不是因為他們的發明自來

就是摧毀性的，而是因為現代人類思想不健全，所以看見刀子就想用來殺人。」見氏著《中國古

代科學思想史》（江西：江西人民，1990），頁 71、72。 
54 見氏著〈高唐神女的原型與類型〉，收錄於氏著《楚國神話原型研究》（臺北：文津，1994），

頁 33。 
55 見《八家評批紅樓夢》，〈總評〉，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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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過多總比虛情假意好吧？所以《紅樓夢》第 5 回警幻稱讚寶玉為「天下古今第

一淫人」，可謂冒犯了父權社會之大諱，怪不得寶玉初聽之後，嚇唬得趕忙答辯。

警幻隨即說明「淫」有兩種形態，除了「意淫」之外，另一種即調笑無厭、雲雨

無時的「世之好淫者」（此皆皮膚淫濫之蠢物）；後一種顯然與父權社會裡男性因

挾著種種優勢而將女性物化，只當成供其消遣或洩慾的對象有關，「『好色』是『想

像』一般性的運作，即是未能把人當作人看待，而只視同一般歷史物件；也就是

只著重外表的顏色，而不在意內心的互動。故這種淫是重皮相的『皮膚濫淫』，

也就是書中所謂『恨不能盡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知情』則待人為人甚

至待物如人－－即脂批對寶玉意淫之描述：『凡世間之無知無識，彼俱有一癡情

去體貼。』」56其實，「無厭」「無時」也可解為男性無法在調笑與雲雨中得到真

正滿足，所以他們一直不斷追求？人與人應該是一種互動的關係，當男性將女性

當成玩狎之物時，他們同時使自己墮落成沒有情意之「蠢物」，所以寶玉若沒經

警幻之提醒，縱然天份中生成一段癡情，在父權社會的薰染之下，怎能保證他不

會成為像賈府其他富貴公子般只是一個不斷追逐「皮膚濫淫」的「濁物」？ 
    寶玉的「意淫」由警幻在太虛幻境此女兒國中親自傳授，所以母系社會中的

「淫」應該是一種基於情意、兩廂「情」願才會發生的、雙方都能得到滿足、也

不至於過度之美事？東歐哲學家瓦西列夫認為真正的愛情是男女「他們彼此之間

雙方同時是愛情的主體，又是愛情的客體。⋯⋯婦女作為社會成員，和男人親暱

感情的對象，所應有的、真正的人性價值，長期受到惡意的損害、破壞和貶低。」
57所以從父權的角度來看高唐或塗山氏、簡狄等先妣女神，不免將其具有主動性

之情形貶低為「好淫」（可以反證在父權社會之下，女性只能被動地等待），甚至

是敗德的奔女。秦可卿不止於以情癡啟發或引導寶玉成為有情之男性58，她還以

女兒國「神仙姊姊」之的身份親自下凡示範理想的兩性關係（女性亦能主動），

非但如此，她更想展現的是女性也應擁有的真正的人性價值；可惜除了賈寶玉能

認識她之外，她最後竟殉身於父權社會之下被扭曲的「淫」之污名。至於後代男

性讀者大部份也無法了解她，像洪秋蕃雖能贊賞寶玉的「意淫」，卻批評秦可卿

的「淫」（不知二者同源）：「一己賢，與物無忤，則雖有不賢者，亦與我式好無

尤矣。秦氏殆操此術歟！惜犯『淫』字，有乖婦道，縱有令德，未足蓋愆。」（11
回評）「女中秦可卿，男中秦鯨卿，皆濫情而淫，皆首先授命。言情之書，深寓

戒淫之意。善哉書乎！」59（16 回評）此評已經比其他評點家稍稍客觀，但寶玉

的「意淫」既得自秦可卿之啟發，怎知後者之「淫」非「意淫」也？可見洪秋蕃

所持實不免為雙重標準。最值得玩味的是他在 72 回的評：「司棋聽說又安逃走，

又氣又急又傷心，想道：『縱然鬧出來，也該死在一處。真真男人沒情意，就走

了！』不意青衣中有此俠烈肝腸，斯真奇矣。推斯量也，為忠臣為孝子為節婦，

                                                 
56 見廖咸浩〈說淫：《紅樓夢》「悲劇」的後現代沉思〉，頁 87。 
57 見瓦西列夫著，趙永穆、陳行慧譯《愛情論》（臺北：聯合文學，1988），頁 35。 
58 試看秦可卿死訊傳至時，寶玉的反應：「只覺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忍，哇的一聲，直奔出一口

血來。」所謂「多情」即「不忍」之意。 
59 以上評語皆見《八家評批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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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本此心而茁長也，安得以淫婢目之。」只要有真情意且勇於承擔，縱使私通也

算烈女，不能以「淫婢」貶之，怎知秦可卿並非如此？何況秦可卿到底死因為何

（病死？淫喪？畏於可怕之謠言？）她與賈珍之間是否真有亂倫情事，作者並未

提供明確的答案，真是玄之又玄，誰能猜中謎底？既不解其中味，何來貶秦之說？  
    同樣是宋玉的作品，〈高唐賦〉之後的〈神女賦〉已擺脫宗教背景，最明顯

的證據即夢見女神者是文學侍臣宋玉而非楚襄王60，而且〈高唐賦〉裡楚王必須

齋戒之後才能前往巫山會見女神，〈神女賦〉中宋玉似乎可以一夢再夢，假若真

是夢豈能如此召喚即至？很可能是宋玉見襄王一心嚮往，所以依據〈高唐賦序〉

之情節為其虛構與女神會面之描寫。〈神女賦〉開始對女神的形態作了細部描繪，

例如「眉聯娟以蛾揚兮，朱脣的其若丹」；像〈離騷〉與〈高唐賦〉都缺乏類似

的鋪寫61。對女性作細部描繪的辭賦可以說源自《楚辭˙大招》，然而其所寫為

宮廷歌女或舞女，以此是否可以反證〈神女賦〉中的神女是以現實界的美女為模

型？〈洛神賦〉未嘗不是，只是〈神〉、〈洛〉兩篇皆添加將止若行、將來復旋類

似高唐女神神秘難測之舉止而已。《紅樓夢》中秦可卿在紅塵中的形象並無仔細

描繪，而警幻仙子卻有細部鋪寫，此是否為曹雪芹一種參差的筆法？在紅塵中有

超俗的意味，而在於太虛幻境裡反而有如在眼前的人間親切感？細部描寫所造成

的效果自然是一種誘引，就〈神女賦〉而言，君臣一傾聽一描繪，同心共理地沉

入「好色」的文字幻境中。至於曲終奏雅、勸諫止淫，可以說是合理化或是遮掩

的藉口，「展覽美色反而獲得了檢驗品德的意義。」62許多描述情色的賦文中，

美麗的女性固然專門誘惑男性，可是男性願意被挑逗之後，終究以堅決的意志拒

絕了63；〈神女賦〉中還由神女主動「以禮自防」，可見男性未必有相當的把握，

乾脆將道德的責任投射在女神身上，反正是一個虛幻的影子，美麗又能明禮義才

是理想的文學形象，〈洛神賦〉中的洛神未嘗不「習禮明詩」。不論是引誘或止於

禮義，〈神女賦〉此種對女性的描寫可視為男性普遍的白日夢，女性只能成為男

性情欲的客體，一切皆任憑想像與雕塑。曹雪芹是反對此種心理的，警幻說：「自

古來多少輕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為飾，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飾掩

醜之語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會，雲雨之歡，皆由既悅其色、復

戀其情所致也。」只要從「好色」出發的男女關係，縱使後來發展出若干感情，

都是一種將女性視為物的「皮膚淫濫」，因為色衰愛弛，若干感情亦容易煙消雲

散，筆者於另文中說：「試看書中賈璉即是範例，婚外情一樁接一樁，看似對尤

二姐有情，但沒多久就喜新厭舊而與秋桐難解難分，此種人永不滿足，也不可能

真正享悅情欲之美。賈寶玉的『意淫』則是一開始即從『情』出發，即如前一節

所言，這類人生在公侯富貴之家，必為情癡情種；他寧願化為甘露和風，藹然溉

及四海，此正是『意淫』之確解。這種只有同情而無侵犯的情意唯有女性了解，

                                                 
60 可參考袁珂〈宋玉神女賦的訂訛和高唐神女故事的寓意〉一文。 
61 對高唐女神描繪最多的〈襄陽耆舊傳〉，也不過說是「西施之形」。見《渚宮舊事》卷三所引。 
62 見康正果《風騷與豔情－－中國古典詩詞的女性研究》，頁 93。 
63 如宋玉〈登徒子好色賦〉〈風賦〉，相傳為司馬相如所作之〈美人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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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受到女性的歡迎而使他成為閨閣良友。」64痴情正是警幻給他的啟示，完全不

同於〈神女賦〉等只是誘惑或禮義的搬演而已65。 

                                   三 
    除了賦之外，「邂逅女神」的情節主要保留在仙鄉故事中，例如魏晉六朝小

說中的〈袁相根碩〉、〈黃原〉、〈劉晨阮肇〉等等。日人小川環樹歸納仙鄉故事的

共通要點：山中或者海上、洞穴、仙藥和食物、美女與婚姻、道術與贈物、懷鄉

與勸鄉、時間、再歸與不能回歸。當然，「並不是所有的故事都具備這些要素」66；

此外，有些普遍的因素也沒有被列舉出來，例如所進入的仙鄉都是女子，可謂「女

兒國」是也。若將寶玉夢遊太虛幻境與魏晉六朝仙鄉故事加以比較，可以發現差

異其實不小。首先，魏晉六朝小說中皆由一般人進入仙鄉，或打獵入迷，或入山

取穀皮而迷；寶玉雖可以說是一般人，但出身畢竟不凡，其前世既是女媧煉石補

天所遺之石，也是赤瑕宮神瑛侍者，所以他進入太虛幻境有歸屬感，即如前引寶

玉所言他縱然失了家也願意在彼處過一生。第 1 回甄士隱因為在午覺中去過太虛

幻境，所以後來得悟而能夠注解好了歌，其中有一句是：「反認他鄉是故鄉」；一

般人都認為現實界是故鄉，而超脫塵世的虛幻世界則視為「他鄉」、「他界」，所

以魏晉六朝故事中進入仙鄉者最後都不免懷鄉、勸鄉，回到這個瞬息萬變，其實

是更加虛幻的紅塵裡，而且他們大都不能再返回仙鄉，如陶淵明〈桃花源記〉中

漁人一般「尋向所誌，不復得焉」；如此一來，這些平凡人入仙鄉的經歷難道只

是向世人證明自己去過仙鄉，仙鄉是可以相信的一種存在而已（頗似佛教宣揚地

獄觀念之手法，難道仙鄉故事為道教宣教的一種方式）？寶玉進入太虛幻境有歸

屬感，等於反用了仙鄉故事之模式，然而此時他只是因為怕天天被父母師父打才

願意失家，一直到經歷世間種種無情之事，造歷幻緣之後，他才真正了解父母所

在未必是家而出家，並在若干年後回到當初下凡落塵之處；相較之下，寶玉幻境

之旅所帶回的人生啟示與最後的回歸，意義深刻得多。 

其次，仙鄉故事中凡人經歷仙鄉的是一種遂願的過程，不論是仙藥和食物、

美女與婚姻、道術與贈物，都代表著入鄉者在現實世界裡的匱乏以及想望，即如

李豐楙所言，在魏晉門第森嚴的社會中，仙鄉小說中平凡的誤入者，居然可以在

仙鄉中與美女成婚，「為中下層社會未能高攀貴門者的一種補償」67；不止如此，

仙鄉中的食物也奇異非常，「對於食物的本能欲望，在尋常粗茶淡飯的人家不僅

可以滿足口腹的生存需求，更期望能夠進一步有豪奢豐盛的享受」68，飲食男女，

確實是本能層面的滿足。至於仙藥或道術，自然也是一種對長生不死或坐擁法力

                                                 
64 見筆者所著〈紅樓夢中的情慾與禮教－－紅樓夢與明清思想〉，頁 183。  
65 漢代楊雄批評賦作往往是「勸百而諷一」，且「辭人之賦麗以淫」；寫賦的作家所持即「淫」

之心理，不論是極盡之鋪排，或極盡描繪女色的內容。 
66 見氏著˙張桐生譯〈中國魏晉以後（三世紀以降）的仙鄉故事〉，收錄於《中國古典小說論集》

第一輯。 
67 見氏著〈魏晉神女傳說與道教神女降真傳說〉，收錄於氏著《誤入與謫降：六朝隋唐道教文學

論集》（臺北：學生，1996），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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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嚮往，像〈袁相根碩〉裡的贈物是一個好似蓮花，中有小青鳥的腕囊，也算一

種道術，是否暗示根碩將在田中耕作時蟬蛻成仙？根碩既然在仙鄉中可得滿足，

又能不死，為何「思歸」？可能是準備登仙的條件與心理（仍認為現實界是故鄉）

皆不足，另一方面代表登仙之前，必得經歷辛勞作田的艱難，現實生活是個不能

避免的過程。這點倒是跟寶玉頗為相像，只是這位樂不思蜀的公子完全沒有思歸

之念，他是被迷津裡頭的夜叉海鬼拖將下去；不真正在紅塵裡歷練過怎能越渡迷

津而回歸永恆之境？寶玉在幻境中固然與秦可卿成姻，可是卻不能算是願望的滿

足而已，警幻曾申明其用意：「不過令汝領略仙閨幻境之風光尚且如此，何況塵

境之情景哉？」意思是嘗過滋味後，不至過度沉迷；但警幻到底認為是塵境抑且

仙鄉的兩性情景更加風光？是否因為春夢再美，總是迷迷濛濛；而現實中的兩性

關係，不論是靈是肉，總是活色生香？所以寶玉醒後「遂強襲人同領警幻所訓雲

雨之事」（第 6 回），可見夢中婚姻並不能真正滿足他。而其現實界之兩性關係最

主要對象即寶釵與黛玉，一個是「活色」（49 回寶玉說：「成日家只說寶姐姐是

絕色的人物」），一個是「生香」（19 回回目曰：「意綿綿靜日玉生香」，寫寶玉聞

到黛玉袖中發出醉魂酥骨之幽香），不能「兼美」，所以他在紅塵生活始終是「美

中不足，好事多磨」（與黛玉情深意合，卻以娶寶釵終局，「究竟是到頭一夢，萬

境歸空」），這正是一僧一道早已為其指出的真理（第 1 回），可惜性靈的寶玉彼

時並不相信，非得落塵受苦才能徹底了悟！  

不論是漢賦或仙鄉故事中，男性所邂逅的女神通常是極樂與完美的化身，用

神話原型的觀念來看：「她是所有美人佳麗中的佼佼者，是所有人夢寐以求的真

實，是所有英雄世俗與超俗世追求的恩賜目標。她是母親、姐妹、情人和新娘。

這世上凡是具誘惑力，凡是能給人帶來喜悅的事物，都已預見了她的存在－－如

果不是在世間的城鎮和森林中，便是在深沉的睡夢中。」69 表面上來看，秦可卿

於太虛幻境中名曰「兼美」，有寶釵之鮮豔嫵媚，又如黛玉般風流裊娜；更與寶

玉柔情繾綣，難解難分，似乎是寶玉的理想情人與新娘了；然而在現實中，可卿

是寶玉的姪媳婦，兩人的夢裏情緣實已觸及現實世界「亂倫」之禁忌，所以理想

與現實之間永遠有差距而且愈來愈遙遠？可卿在臥房中安頓好寶玉之後，「便吩

咐小ㄚ鬟們，好生在廊檐下看著貓兒狗兒打架。」隨即寶玉即進入太虛幻境中，

翻閱簿冊、品茗飲酒、聞樂聽曲，與可卿成婚並至次日，隨即樂極生悲，被迷津

裡頭的夜叉海鬼拖將下去，在他失聲喊叫：「可卿救我！」嚇醒之後，「卻說秦氏

正在房外囑咐小ㄚ頭們好生看著貓兒狗兒打架」，可見寶玉夢中多時，在現實世

界不過一瞬而已。如此與〈劉晨阮肇〉入境者在仙鄉不過半年，返家問訊已得七

世孫的時間轉換剛好相反；卻跟〈楊林〉、〈枕中記〉故事系列相同，所謂「枕內

歷年載，而實俄忽之間矣。」此或許因仙鄉故事所著重的是幻想仙鄉為一長生不

老之境，而〈楊林〉故事所感慨的卻是現實界生活如夢似幻：「（〈枕中記〉裡）

呂翁讓盧生由夢中所悟的道即是：一個人即使實現了各種理想，還是不免一死，

                                                                                                                                            
68 同前註，頁 157。 
69 見坎伯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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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面對死亡這件事實時，各種寵辱窮達、各種欲望的滿足，都將如夢幻一般的

不真實。」70一是「不死」之祈願，一為「必死」之認識，寶玉墜入迷津也可以

象徵其必須要經歷「人非物換」與「必死」之時間洗禮方能超越現實世界，比起

〈枕中記〉盧生只經黃梁未熟一夢，醒即盡知死生之理的情節應更有說服力。 
〈枕中記〉最後盧生向呂翁道謝：「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可見此故事系列

確實不脫「以欲止欲」之模式，與警幻「以淫止淫」訓示寶玉使其有所節制相似，

所以寶玉在幻境中並非真正與最後的滿足，它只具工具性的意義，其終極目標為

「止欲」「止淫」。「止欲」指寶玉一生都不會去追求如第 1 回「好了歌」所顯示

的「功名」、「金銀」、「姣妻」、「兒孫」之世俗欲望與價值，「止淫」則是說他一

輩子都會避免一般男性將女性視為物的「皮膚淫濫」之心態與行為，這就是警幻

（即秦可卿）給他最好的贈禮－－超俗的智慧。仔細再觀察寶玉在太虛幻境中如

何翻閱簿冊、品茗、飲酒、聞樂聽曲等等，都是一種表面歡樂，其實佈滿悲涼之

霧的活動。這些描寫大都前有所承，然而在曹雪芹筆下也都是化樂為悲，是一種

氣氛與意義全然不同的換置。以簿冊而言，唐杜光庭《墉城集仙錄》曾記載著西

王母的職司是「母養群品，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所隸焉。」
71龔鵬程則說：「莊子以此（道）統攝一切神話，後代也由此觀念去掌握古神話之

精神，譬如王母娘娘，《集仙錄》就說她和東王公共理陰陽二氣，調成天地萬物，

凡天上地下，女子之登仙者都歸她統領。仙有籍、鬼有簿，正象徵著宇宙秩序森

嚴遍布。」72依照道家與古宗教的關係73，「女媧既是大母神，是一切神的終極原

型，所以道家思想中，為『天下母』與『萬物母』的『道』可說是將女媧哲學化

的講法。」74而西王母與東王公顯然為配偶神，其出現當在世界由一位無配偶的

大母神獨立地生育說法之後75；其實中國最早的配偶神正是女媧與伏羲76，可見西

王母即道教化了的女媧。本文第一節既已闡述警幻仙子即女媧的分身，所以太虛

幻境自然也是個類似墉城的仙境；至於女仙降真如杜蘭香的故事，身為西王母之

女的蘭香亦於贈歌中言：「阿母處靈嶽，時遊雲霄際。眾女侍羽儀，不出墉宮外。」
77比較之下，墉宮裡西王母既「生養」也「統領」著眾女78，而警幻（秦可卿）與

                                                 
70 見黃景進〈枕中記的結構世界〉，《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集 4》（臺北：聯經，1982），頁 103。 
71 見《墉城集仙錄˙金母元君》（四庫存目叢書冊二五八）（臺南：莊嚴，1995），頁 333。 
72 見氏著〈中國文學裡神話與幻想的世界〉，《中國小說史論叢》，頁 48。 
73 聞一多說：「我常疑心這哲學或玄學的道家思想必有一個前身，而這個前身很可能是某種富有

神秘思想的原始宗教，或者更具體講是一種巫教。」見氏著〈道教的精神〉，《聞一多全集》第一

冊，頁 143。 
74 見筆者所著〈紅樓夢與女媧神話〉，《婦女與兩性學刊》，頁 48。 
75 坎伯分析西方創世神話的四個發展階段：「一、世界由無配偶的女神創生。二、世界由女神受

孕於配偶而創生。三、世界由一男性戰神自一女神身體上打造而成。四、世界由一男神獨力創造。」

見氏著《神的面具》（THE MASKS OF GOD；OCCIDENTAL  MYTHOLOGY）（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64），p.86. 引自廖咸浩所著〈「雙性同體」之夢：「紅樓夢」與「荒野之狼」 中

「雙性同體」象徵的運用〉，《中外文學》，第 15 卷第 4 期，頁 125。 
76 盧仝與馬異結交詩曰：「女媧本是伏羲婦」。高誘注《淮南子》〈覽冥篇〉曰：「女媧，陰帝， 佐

虙戲（伏羲）治者也。」近世出土的漢石刻與帛畫，女媧伏羲腰身以上皆作人形，腰身以下皆作

蛇尾並纏縛相交，更足證明。 
77 見《搜神記》（四川：四川人民，1997）卷一，頁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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絳珠仙子（林黛玉）等則是以「姐妹」相稱，可見太虛幻境是一個超越倫理與政

治（「統領」與「被統領」一定有某種程度的對立）之仙境，其中仙子間的地位

是平等的，此種精神也反映在大觀園裡，寶玉對待ㄚ鬟（包括侍妾）小姐、姊姊

妹妹皆一視同仁，此種無分別心亦警幻贈禮之一部份。 

    在仙鄉或女神降真的故事中往往也伴隨著芳香異常，有時可得美酒品嚐，有

時又仙樂飄飄處處聞，例如《搜神記》卷一〈弦超與智瓊〉一則，女神來時「芬

香達於室宇」，《幽明錄》〈黃原〉裡的仙境：「皆女子，姿容妍媚，衣裳鮮麗；或

撫琴瑟，或執博奕。」同樣出自《幽明錄》的〈劉晨阮肇〉也有「酒酣作樂」「集

會作樂」之語。《拾遺記》卷十〈洞庭山〉則記載著山裡靈洞「中有異香芬馥，

泉石明朗。采藥石之人入中，如行十里，迥然天清霞耀，花芳柳暗，丹樓瓊宇，

宮觀異常。乃見眾女，霓裳冰顏，豔質與世人殊別。來邀採藥之人，飲以瓊漿金

液，延入璇室，奏以蕭管絲桐。餞令還家，贈之丹醴之訣。」《太平廣記》卷一

四八〈梁四公記〉載錄嵩高山大穴中，「二人對坐圍棋79，局下有一杯白飲。⋯⋯

墜者飲之，氣力十倍。⋯⋯墜者隨井而行，井中物如青泥而香美，食之，了不復

飢。⋯⋯華曰：『此仙館大夫，所飲者玉漿也；所食者，龍穴石髓也。』」相較於

《紅樓夢》第 5 回，警幻所居乃「離」恨天、灌「愁」海、「放春山遣香洞」，一

樣有洞穴意象80，卻是一個與「離騷」意義相同，為遭際愁思之所在，為何有許

多愁？乃因其為遣放春情、散佈香意之女兒國。在此國度中「仙花馥郁，異草芬

芳」，寶玉所聞之幽香乃「係名山勝境內初生異卉之精，合各種寶林珠樹之油所

製，名『群芳髓』」；所喝之茶「出在放春山遣香洞，又以仙花靈葉上所帶之宿露

而烹」，名之為「千紅一窟（哭）」；所飲瓊漿玉液更是「以百花之蕊，萬木之汁，

加以麟髓之醅、鳳乳之麴釀成」，名為「萬豔同杯（悲）」。書中以女兒與花草互

喻，早已形成一個結構完密之象徵系統81，而其動力即發諸太虛幻境此女兒國；

雖然之前敘事傳統裡的仙鄉大部份也只有女子，然而其與芳香、歌曲、美酒、佳

餚並列，同為入境者（大都為男性）享受感官極樂經驗之一部份，此類視女性為

淫樂對象的態度是曹雪芹透過警幻仙子最為反對的，所以世間女性一生哭悲之命

運的訊息皆隱藏在簿冊、茶酒與樂曲中，使寶玉在醉迷的表象背後有所警覺。張

淑香說：「這些遇仙的作歌張樂，或者為了鋪揚顯明仙界天樂的妙異殊美，非人

間所有；如涉及仙凡之戀，則旨在催情助興使人迷醉銷魂，樂而忘返。⋯⋯然而

《老殘遊記》在追步仙鄉歌樂的傳規之際，顯然也效法《紅樓夢》，改弦易轍，

將仙鄉歌樂的作用由迷醉改為警醒。」82 

                                                                                                                                            
78 除杜蘭香之外，高唐女神瑤姬在《墉城集仙錄》中變成西王母之女雲華夫人，還助禹治水。 
79 仙境裡的棋弈活動有其深刻之意涵，可參考李豐楙〈六朝道教洞天說與遊歷仙境小說〉，《誤

入與謫降：六朝隋唐道教文學論集》，頁 113。 
80 「洞穴乃自然天成，不假人文，和道家化歸自然之理相合，而且洞穴中自成天地，與現實界

往往只有一狹隘之路可通，這正象徵仙鄉與現實界別異但能互通的意義。」見筆者所著《聊齋誌

異的幻夢世界》（臺北：學生，1985），頁 101。 
81 從 23 回的「落紅成陣」「如花美眷，似水流年」、27 回〈葬花詞〉，一直到 63 回的抽花籤。 
82 見氏著〈山中傳奇－《老殘遊記》的女性敘寫〉，收錄於《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

術》（臺北：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2001），頁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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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神故事中女神往往有預言能力，但大都是對入境者有利之預告，而且往往

成真，具有宿命論色彩。警幻所示簿冊、寶玉所聞歌曲中，所預言的並非是他這

個入境者的命運，此種差別所代表的義義頗大，暗示寶玉對與其關係密切的十二

金釵命運的關切遠勝於對自己未來的好奇，且其能終究一悟之關鍵即在於深刻感

受到這些女子一生皆任人擺佈的悲哀，洪秋蕃說：「處此幽微靈秀之地，各不遂

其終身仰望之忱，斯真無可奈何之天耳。故壁上對聯云：『幽微靈秀地，無可奈

何天。』」（第 5 回評）既然書中女子不論貴賤妍蚩83，一律歸於「薄命司」，那

就不是宿命論，而是傾訴在父權社會之下，女性一生都無法作自己命運主人的悲

哀。一旦沒有主體性，則其情意、才華、德性、精神都不能真正發揮，全然失去

作為一個人的價值。明末以來早有「光岳氣分，磊落英偉，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

人。」84的說法，明明為靈秀所鍾，卻一輩子被男性視為客體而無可奈何，翻身

不得，不是「薄命」又為何？ 

    秦可卿是曹雪芹將舊稿《風月寶鑑》加入後才有的人物85，後來一再刪改增

添，終究形成現今所見如女神般神秘莫測，如夢似幻之模樣。孰因孰果其實很難

講，原本即有意視其為女神，只是初稿不符故一改再改？抑或在修改過程中無意

造成一種美麗女神的朦朧效果？從第 5 回簿冊裡的圖畫、判詞與「紅樓夢」歌曲

來看，「畫著高樓大廈，有一美人懸梁自縊。其判云：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

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榮出，造衅開端實在寧。」「畫梁春盡落香塵。擅風情，

稟月貌，便是敗家的根本。箕裘頹墮皆從敬，家事消亡首罪寧。宿孽總因情。」

其懸梁自盡的結局並導致家敗的主因此處描繪頗為確定，只是原來發生的時間可

能在書中結尾部份，因為可卿列名十二金釵最末，另一方面家敗之後自然全書完

結86。後來敗家的原因改成榮府獲罪87，可卿香消玉殞的時間即往前挪移，且「秦

可卿淫喪天香樓」的回目也不見得合適，所以改成「秦可卿死封龍禁衛」；此時

曹雪芹雖然有意將其「淫」之聲名（從世俗眼光來看）稍事洗刷，但並不打算改

變其真正死因，所以留下許多「不寫之寫」88；至於生病之情節是最後加上去的
89。從現在的文本來看，確實不能完全肯定她是病死，抑或照原來的「淫喪」；

                                                 
83 試看縱使貴為皇帝妃子的賈元春在 17、18 回省親時也是悲傷哭啼，不斷抹淚。 
84 馮夢龍說：「豪傑憔悴風塵中，鬚眉男子不能識，而女子能識之。其或窘迫急難之時，富貴有

力者不能急，而女子能急之。至於名節關係之際，平昔聖賢自命者，不能周全，而女子能周全之。

豈謝希孟所云：『光岳氣分，磊落英偉，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者邪？」見《情史》卷 4，〈情

俠類〉卷末總評，頁 368-369。 
85 可參考筆者所著〈紅樓夢魘與紅學〉，收於《張愛玲學－－張愛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

麥田，1999），頁 64。 
86 戴不凡根據寶玉的年齡大小與 13 回後仍出現多次「賈蓉之妻」，也判斷舊稿中可卿死亡時間

靠後許多。見〈秦可卿晚死考〉，《文藝研究》第 1 期（1979）。 
87 可參考〈紅樓夢魘與紅學〉，頁 72。 
88 如「彼時合家皆知，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賈珍哭得淚人一般」、「如何料理，不過盡我

所有罷了」、「另設一壇於天香樓上」、「此時賈珍恨不能代秦氏之死，這話如何肯聽」等等。此外，

兩人私通，為二婢窺破，可卿羞憤自縊。死後，一婢殉之，一婢披麻做孝女，表示不會洩露醜聞。 
89 曹雪芹是否讓可卿因病而死，有人以為其病勢之形容甚重，第 10 回張太醫甚至說：「人病到

這個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候，⋯⋯」而肯定可卿必病死無疑；持淫喪說者以為可卿由病而亡，

中間隔著賈瑞之事，時間是一年，所以可卿於次年春分病癒之後，在冬天自盡，但《紅樓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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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她都超越負面或正面的評價，換言之，她在歷史褒貶評價之外，她已

被作者抽象化、象徵化而以文學幻術變成一位女神。 

可卿與賈珍是否有「爬灰」之事？從判詞歌曲、焦大之言與「不寫之寫」的

內容來判斷似乎導向確定，但第 5 回裡連元春死前托夢給父母的判詞歌曲都已改

給可卿，其可信度是否稍減？而焦大所說「爬灰」與「養小叔子」的話又能相信

多少？一般富貴人家的奴僕最喜議論主人隱私（第 9 回：「寧府人多口雜，那些

不得志的奴僕們，專能造言誹謗主人，因此不知又有什麼小人詬誶謠諑之詞」），

何況焦大自恃對賈府有功，所以認為有權力斥罵賈珍？當後代讀者紛紛在猜是誰

養小叔子（鳳姐與賈容？與寶玉？與賈瑞？）時，等於坐實可卿與賈珍「爬灰」

之事。縱使可卿真的在天香樓自縊，原因到底是被二婢撞見？還是因為淫穢的謠

言四起，根本無從辯白？在父權社會要判一位出身不高卻嫁入豪門的美麗少婦之

死刑豈是難事（又怎知不是嫉妒）？「美女必善淫」的謠諑從〈離騷〉開始就不

斷在男性的歷史（his-story）上傳得沸沸揚揚，其殺傷力甚於刀劍凶器。此種為

流言所困、生不如死之窘境未嘗不能作為可卿生病之緣由，她的婆婆尤氏不是

說：「（可卿）雖則見了人有說有笑，會行事兒，他可心細，心又重，不拘聽見個

什麼話兒，都要度量個三日五夜才罷。這病就是打這個稟性上頭思慮出來的。」

（第 10 回）如果可卿因此病死也是亡於「人言可畏」，這就是從世俗與歷史眼光

來看「情」的「可輕」層面，即如前引坎伯所言，女神往往被眼光淺薄的人貶低，

她被無知與邪惡之眼詛咒。 

至於賈珍在可卿死後痛苦無比的描寫也不一定要解釋成與可卿有不倫關係，

也可以反過來質疑：如真有其事，怎敢明目張膽、盛其喪禮？可卿之死賈府上下

何人不傷痛？賈母原即視其為「重孫媳婦中第一個得意之人」（第 5 回），尤氏說：

「『這麼個模樣兒，這麼個性情的人兒，打著燈籠也沒地方找去。』她這為人行

事，那個親戚，那個一家的長輩不喜歡她？」（第 10 回）賈珍則說：「合家大小，

遠近親友，誰不知我這媳婦比兒子還強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見這長房內絕滅

無人了。」而人緣不佳、只顧討好賈母的鳳姐也跟可卿厚密，兩人「低低的說了

許多衷腸話兒。」（第 11 回）連可卿自己都說賈府中人「從無不疼我的，也無不

和我好的。」（第 11 回）此種做人圓滿周到（寶釵似之），而且稟性真誠無欺（與

黛玉相似）的「理想女性」，本是世間所無只應天上才有的女神。其實也可以說

就因為她是「情」的化身，所以善於待人，而別人也樂於親近。假使賈珍想與她

好也不是意外之事，她是否會因為「不忍」而難以拒絕90？或者說她因拒絕而承

受絕大之情感壓力？如果她主動對賈珍有情（如母系社會之女性），來自於父權

社會的倫理壓力更會大到致命91？無論如何，這是寫「情」之「可親」層面。 

                                                                                                                                            
的時間安排真的如此精確嗎？。 
90 洪秋蕃說：「間嘗論之，秦氏秀外慧中，上和下睦，若守婦道，自是可兒。無如濫情而淫，不

審所處，牆茨莫掃，貽中冓之羞；戚施是從，冒新臺之醜。蓋由裊娜纖巧，既類冶容；而又溫柔

和平，不為峻拒：遂使一時豔質，墮為千古罪人，不亦重可惜乎？雖然，縱慾瀆倫，固為閨闈之

辱，而因而投繯殞命，尚有羞惡之良，核其情罪，似可輕於乃翁，故曰秦可卿。」（13 回評） 
91 筆者曾說：「秦可卿的不倫之戀，表現出來的諷刺都針對賈珍，可見其同情女性之立場（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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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說到「情」之「可欽」層面。第一節已言秦可卿可比之於菩薩，其降

世可能抱持類似地藏王「我不入地獄而誰入」之悲願。坎伯說：「菩薩代表慈悲，

有了它的幫助，生命才有可能。生命是痛苦的，但是慈悲是生命可能繼續的原因。

菩薩是已了悟無生境界的人，但卻自願再回來參與這個痛苦的世界。自願參與這

個世界與被生在生在這個俗世上，是非常不同的。」92慈悲之情無遠弗屆，彌貫

天地古今，絕非父權社會之倫理秩序可以範囿或評斷是非；不論可卿在夢中與寶

玉，或假使真與賈珍（在現實界）有不倫之戀93，也是以身示法，不能用凡眼看

待。至於效果，試觀寶玉果然停住皮膚淫濫之可能而轉向普遍同情之「意淫」，

而賈珍雖看到自己喜愛的美女在很短的時間內，病得奇怪，甚至「雖未甚添病，

但是那臉上身上的肉全瘦乾了」（11 回），幾乎變成乾屍的迅速委化（可比魚籃

觀音的「糜爛立盡」），卻不能產生震動而有所覺悟（其實賈府除了寶玉之外，誰

都不能，包括鳳姐），所以還得看被渡化者是否有靈性而定。可卿既乘願而來，

生病或死亡可以看成她的有意離世；她曾向鳳姐說：「任憑神仙也罷，治得病治

不得命。」（11 回）她的棺槨價值非凡，賈政謂「非常人可享者」（13 回），可解

為其「本非常人，所以可享。」9413 回回目曰：「秦可卿死封龍禁衛」，也可解為

「『封』係尊之之詞，不可不知。」95北靜王水溶親自致祭，且說：「逝者已登仙

界，非碌碌你我塵寰中之人也。小王雖上叨天恩，虛邀郡襲，豈可越仙輀而進也？」

（15 回）若說秦可卿非天上地下，令眾生群仙仰慕之女神，誰又能相信呢？ 

結                 語 

秦可卿以「情與美」之女神形象悄然降世，其出身不明，死因亦求索無蹤。

對男性人物而言，她同時帶來誘惑與考驗，能夠以情悟道者如寶玉，雖顛簸於處

處色美之人生視景，畢竟把穩情癡之方向而回歸大女神之懷抱；不能悟而一直甘

為淫魔色鬼者如賈珍，終究摧枯拉朽地將原本即已逐漸潰爛之家族帶向敗亡之結

果。至於她本身所化為的金陵十二釵之一，美色與才德兼備，是最理想的女人，

然而在父權社會中，她的情欲無從發揮，她的美麗只能成為男性發洩淫欲之客

體，不管是否有亂倫情事，最後她以身殉於「淫」名，為或情或癡、或才或德之

眾釵，卻「皆生非其地」（第 5 回脂評）的薄脆淒涼命運寫下最美也最短暫、最

燦爛也最悲慘之一章。 

                                                                                                                                            
是同情多情者的立場，秦因為有感情而有所爭扎，最後甚至送命；賈珍完全從好色出發，縱使有

情也像賈璉對尤二姐一般，經不起考驗）。」見〈紅樓夢中的情欲與禮教－－紅樓夢與明清思想〉，

《情欲明清－遂欲篇》，頁 181。 
92 見氏著˙朱侃如譯《神話》（臺北：立緒，1995），頁 194。 
93 第 7 回脂評：「一段借醉奴口角閒閒補出寧榮往事近故，特為天下世家一嘆。」似乎確認曹家

中曾發生類似「爬灰」、「養小叔子」之事，但雪芹年紀比較小，對於家族醜聞是否終究只是聽到

而已？且縱有其事，依其「名士」性格只會更同情秦可卿？ 
94 見《王伯沆紅樓夢批語滙錄》，頁 149。 
95 同前註，頁 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