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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與魏晉名士思想

郭 玉 雯＊

摘 要

本文試圖比較以阮籍、嵇康為主的魏晉名士，與曹雪芹或透過賈寶玉在

《紅樓夢》中所表現的觀念思想、生活態度的異同。第二節「反禮教與反君

權」，嵇康早有「越名教而任自然」之主張，魏晉名士所反對者乃徒具形式，

或異化成統治者殺人工具之禮教，阮籍甚至提出「無君論」，由此可知反君權

是反禮教中重要一環。曹雪芹則更徹底地反對任何尊卑之別。第三節「崇

情、尚氣與審美」，阮籍有深情之表現，至於賈寶玉，其用情對象則擴及萬

物。除了情之外，魏晉名士對人的自然之性大抵順氣而言，故能開出才性與

審美主體。《紅樓夢》亦論及性與氣，同樣要確立此種主體價值。第四節

「嘆逝、回憶與園林生活」，嘆逝為阮籍詠懷詩之基調。魏晉名士以召喚過去、

捉住回憶的書寫來抵拒時間與死亡，此亦構成《紅樓夢》之主題與創作動

機。

關鍵詞：紅樓夢、魏晉、名士、名教、自然

一、前　言

《紅樓夢》屬言情小說，其思想雖不能說是體大思精，但至少是自成一

格的。除了摘取書中描述參禪悟道、讀莊仿莊的文字來證明其具有佛道思想

之外，是否找得到一個切入點，以便較完整的說明其自成一格的思想？包括

對宇宙、人生、自然、社會的看法，甚至是很實際的待人接物與生活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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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據其好友張宜泉的記述，《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字「夢阮」， 1余英時

就說：「現在讓我們從思想的內涵方面考察曹雪芹何以特別接近阮籍與莊

子。事實上，曹雪芹的反傳統思想基本上屬於魏晉一型，尤其是竹林七賢那

種任情不羈的風流。⋯⋯『夢阮』之『夢』即孔子夢周公之夢，絕不可等閒

視之。」2雪芹的朋友也動輒以阮籍比喻之， 3可見阮籍是雪芹一生最為嚮

往，也有意學習的人格典範。此外，像敦誠也在懷念雪芹等故友的詩〈荇莊

過草堂命酒聯句〉中說：「懶過嵇中散，狂於阮步兵。」註曰：「亦謂芹

圃。」又在〈輓曹雪芹〉中說：「鹿車荷鍤葬劉伶」， 4阮籍、嵇康、劉伶皆

為魏晉的真名士； 5此外，欲對書中賈寶玉作整體人格之說明，似乎也以「名

士」之角度最為切當，牟宗三說：「曹雪芹著紅樓夢，著意要鑄造此種人格

型態。其贊賈寶玉曰：『迂拙不通庶物，冥頑怕讀文章，富貴不知樂業，貧

賤難耐淒涼。』6此種四不著邊，任何處掛搭不上之生命即為典型之名士人

格。曹雪芹可謂能通生命情性之玄微矣。此種人格是生命上之天定的。⋯⋯

名士人格確有其生命上之本質的意義。非可盡由外緣所能解析。曹雪芹甚能

意識及此種生命之本質的意義，故能於文學上開闢一獨特之境界，而成就一

偉大之作品。此境界亦即為魏晉名士人格所開闢所代表。」7可見曹雪芹確實

有意將賈寶玉塑造成如嵇、阮般的名士，而且這種人格型態所開闢出來的境

界正是此書之所以偉大的理由。當然，賈寶玉的思想與風格與阮、嵇不完全

相同，因為名士的意涵如同其對世界的看法一樣，非固著於固定的框框之

漢學研究第 21卷第 1期336

1 張宜泉「題芹溪居士」題下注曰：「姓曹名霑，字夢阮，號芹溪居士。」見一粟編，《紅樓

夢卷》（北京：中華書局， 1963），頁 8。

2 余英時，〈曹雪芹的反傳統思想〉，收錄於氏著，《紅樓夢的兩個世界》（臺北：聯經出版公

司， 1978），頁 250-251。

3 如敦誠〈贈曹雪芹〉：「步兵白眼向人斜」、敦敏〈贈芹圃〉：「一醉　　白眼斜」，見一粟

編，《紅樓夢卷》，頁 1、 7。

4 一粟編，《紅樓夢卷》，頁 3、 2。

5 此三人皆為魏朝「竹林名士」，晉朝固然也有所謂的「中興名士」，但他們只是模仿阮籍、嵇

康的外在行為而已，只能算是假名士。可參考廖蔚卿〈論魏晉名士的狂與癡〉文中「真名士

與假名士」一節，收錄於氏著，《漢魏六朝文學論集》（臺北：大安出版社， 1997），頁

163。

6 依據以庚辰本為底本的《紅樓夢校注》（臺北：里仁書局， 1984），此處應作「潦倒不通庶

物，愚頑怕讀文章。⋯⋯富貴不知樂業，貧賤難耐淒涼」。本文所引皆以此本為準，不另註。

7 牟宗三，《才性與玄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75臺再版），頁 70。



內，樂蘅軍說：「其實在矛盾的外表下，名士是有其對世界的觀念的，只是

他不願也不能把這個思想和信念固定在呆死的框子裡。而矛盾性，就正好使

名士在對世界、對生命的態度上，始終能維持著一個能動性的、再生的，永

遠可以重新再返回真實自我的心靈。⋯⋯寶玉將名士的人格內涵，轉變到更

個人主義，以及更詩意化和哲理化的方向，對寶玉這樣名士來說，將感情注

入世界，並體驗生命的意義，是比探討政教問題更為切身的。正也因此，寶

玉使『名士』更添幾分嫵媚。」8賈寶玉的生命歷程固然是「因空見色，由色

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第一回），具有追求個人解悟的特質；同一回

中作者也宣稱此書「不干涉時世」，然而以其家族與康熙、雍正兩位皇帝的關

係，曹雪芹其實對政治的無常有極大的感慨，只是在書中皆以曲折的方式表

達出來。本文有意比較以阮、嵇為主的魏晉名士與曹雪芹或透過主角賈寶玉

在《紅樓夢》中所表現的觀念思想、生活態度的異同。

二、反禮教與反君權

嵇康說：「越名教而任自然」， 9阮籍則說：「汝君子之禮法，誠天下殘

賤、亂危、死亡之術耳。」10阮籍曾因嫂歸寧，相與見別而遭到別人以為不

合禮法的譏笑，他說：「禮豈為我設邪？」11裴楷更說阮籍乃「方外之人，

故不崇禮制」。 12如果名教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是探討魏晉名士的基本課題，

嵇、阮反對禮教（名教）而傾向道家老莊的自然，其思想之實質內涵到底為

何？其實阮籍早年也贊成儒家禮樂之教化，以為可以達成天下太平之境：

「刑教一體，禮樂外內也。刑弛則教不獨行，禮廢則樂無所立，⋯⋯禮逾其

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疏亂。禮定其象，樂平其心；禮治其外，樂

化其內；禮樂正而天下平。」13然而在司馬氏掌權之後，他對於名教禮法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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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完全反對的立場，他既然看過曹氏父子篡漢，為何看不慣司馬氏篡魏？難

道只是因為司馬氏父子更為殘忍忌刻？臺靜農有一種解釋：「阮籍與嵇康雖

說沒有如何效忠於舊朝，但不是絕無其政治關係及政治的意識，一旦屈膝於

司馬氏的新朝也非所甘心。」14而且嵇、阮因為名氣太大，不做官的話連隱

遁都不可能，所以他們對政治生惡，對君權有一種逃避不了的無奈感，在此

種心情之下，阮籍變得極為激憤地說：

蓋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保身脩性，不違其紀。惟茲若然，故能長

久。今汝造音以亂聲，作色以詭形，外易其貌，內隱其情，懷欲以求多，詐

偽以要名。立君而虐興，臣設而賊生。坐制禮法，束縛下民。欺愚誑拙，藏

智自神。強者睽眠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以成貪，內險而外仁。罪

至不悔過，幸遇則自矜。馳此以奏除，故循滯而不振。⋯⋯今汝尊賢以相

高，競能以相尚，爭勢以相君，寵貴以相加，驅天下以趣之，此所以上下相

殘也。竭天地萬物之至，以奉聲色無窮之欲，此非所以養百姓也。於是懼民

之知其然，故重賞以喜之，嚴刑以威之。財匱而賞不供，刑盡而罰不行，乃

始有亡國、戮君、潰敗之禍。此非汝君子之為乎？汝君子之禮法，誠天下殘

賊、亂危、死亡之術耳，而乃目以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過乎！今吾乃飄颻

於天地之外，與造化為友，朝　湯谷，夕飲西海，將變化遷易，與道周始。

此之於萬物，豈不厚哉！故不通於自然者不足以言道，闇於昭昭者不足與達

明，子之謂也。 15

表面上，這段話是反對君臣制度的建立，反對禮法，但真正欲批判的其實是

「君權」，因為禮法的決定權與執行權就掌握在君王手裡，臣子與下民為了討

好君王與禮法，只能過著內在的情實與外在的表現落差甚多的虛偽生活；君

王自己亦假統治之名，行遂自己無窮欲望之實；此種「名」「實」不符的禮法

早已失去其意義，而且終陷天下於奪權建制與戮君亡國相繼不斷的惡性循環

中。嵇康對於君權亦有所批判：「且聖人寶位，以富貴為崇高者，蓋謂人君

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民不可無主而存，主不能無尊而立。故為天下而尊君

位，不為一人而重富貴也。⋯⋯聖人不得已而臨天下，以萬物為心，在宥群

生，由身以道，與天下同於自得。穆然與無事為業，坦爾以天下為公。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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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位，饗萬國，恬若素士接賓客也。雖建龍旂，服華袞，忽若布衣之在身。

故君臣相忘於上，蒸民家足於下。豈勸百姓之尊己，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貴

為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16只要君王不存私念，以萬物為心，百姓「自

然」能過自給自足的日子；這段話中，「天下為公」等語豈非儒家思想？既

然如此，嵇康為何還要「非湯、武而薄周、孔」？ 17

嵇、阮在「名教」與「自然」的關係上是否真認為彼此對立而無法協

調？其實是他們說的話有時比較偏激而已，還有行為也常常故意不守禮法。

余英時說：「夫叔夜、嗣宗亦非真以自然與名教為對立，名教茍出乎自然，

則二者正可相輔相成。徒以魏末之名教，如何曾輩所代表者，殊非嗣宗、叔

夜所能堪，故不得不轉求自我之超世絕俗耳！史稱阮、嵇等均嘗有濟世志，

殆亦欲轉移一世之頹風，使末流之禮法重返於自然之本。」18嵇、阮所反的

禮教其實是已經失去自然之內涵—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只徒具形式的禮

法，至於行為的不守禮法更是想要現身說法：內在的「情」比外在的「禮」

重要。本傳記載他親自送別長嫂，打破叔嫂不通聞問之禮教，但從另一方面

來說，他與兄嫂居住在一起，有「親親」之情實，親自送別豈非「親親」之

情的自然表現？「性至孝」的他在聽到母喪消息時，居然繼續下完碁，又飲

酒吃肉之後，方與母親訣別，這種行為違背一般禮節，但兩次吐血數升卻表

現出傷痛欲絕之至情，誰說這種背禮合情之舉非至孝之表現？魯迅說：

「魏、晉，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殺。為什麼要以孝治天下呢？因

為天位從禪讓，即巧取豪奪而來，若主張以忠治天下，他們的立腳點便不

穩，辦事便棘手，立論也難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大凡明于禮

義，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許多人受人很大的冤枉。例如嵇、

阮的罪名，一向說他們毀壞禮教。但據我個人的意見，這判斷是錯的。魏、

晉時代，崇奉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表

面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因為魏、晉時所謂崇奉

禮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過是偶然崇奉，如曹操殺孔融，司馬懿（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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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注：應是司馬昭）殺嵇康，都是因為他們和不孝有關，但實在曹操、司馬

懿何嘗是著名的孝子，不過將這個名義，加罪于反對自己的人罷了。于是老

實人以為如此利用，褻黷了禮教，不平之極，無計可施，激而變成不談禮

教，不信禮教，甚至于反對禮教。」19

曹操與司馬氏在亂世都無法不使用法家的手段，真的法家也就罷了，縱

使失去「親」與「義」的內涵，禮法至少還有形式的客觀義，法家原主張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連君王也有應當遵行之法則；然而一旦掌握住禮

法的解釋與執行的政治力量時，禮法也非常容易成為只是訴諸君王主觀好惡

之權柄而已。漢朝的名教至少是「儒」「術」並行，到了魏晉只賸「術」，所

以名教不得不墮落為殺人的工具，也就是掌權者往往假借「不孝」的理由殺

害異議士子，例如曹操殺孔融，司馬昭殺嵇康，孔融、嵇康未必不孝， 20但

二人皆死於禮法之下。魯迅所說之「禮教」其實已具內外之別，在上位者所

崇奉的只是外在的禮教形式，連「崇奉」也只是表面的，骨子裡是操弄禮教

形式作為殺人的工具，所以這些人才真是毀壞禮教意義者；司馬昭在曹髦死

後，還強迫太后誣指曹髦對她有誣謗、下毒、用弓箭等「不孝」之行為。至

於嵇、阮表面上所反對的正是前者所崇奉的禮教形式，之所以反對的原因即

太相信內在的禮教—情，重情的「老實人」見上位者只是利用禮教奪權操

柄，不平到了極點又無計可施，只得故意在禮教形式上作文章，驚世駭俗的

目的不但可以讓人思考一下禮的真正意義何在，也可完成反抗者的姿態。廖

蔚卿說：「魏晉名士的放誕行為所蘊涵的意義，實出於相關的兩種目的：即

對於弄權者的反抗與個人人格的維護。對於權勢反抗而不採取政治或暴亂行

為，則只有消極的反抗約束生活的現世禮法，所以魏晉名士在君臣、父子、

男女等人倫關係中，常有超越禮教的言行；在一般生活方面，也常做出違風

背俗的行事。」21不過這些反抗弄權者往往也付出慘痛的代價，嵇康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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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魏晉思想》（臺北：里仁書局， 1995），乙編

三種，頁 13-14。

20 《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 1979），卷 70〈孔融傳〉說孔融「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

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見頁 2262；至於嵇康被殺之根本原因，據余英時說：「在於其

為曹魏之姻戚，且有實際反抗司馬氏之行動兩點。」見〈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

頁 309。

21 廖蔚卿，〈論魏晉名士的狂與癡〉，頁 155。



阮籍為禮法人士深疾如寇讎，幾次亦瀕臨死亡之淵：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

下，而阮籍以重喪，顯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

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

噉不輟，神色自若。 22

由此可見禮法的解釋權（合或不合禮法）與執行權完全操縱於掌權者手中，

或許司馬氏欲保留一二名士以示自己寬大，其實上位者欲殺與不殺何嘗需要

理由？牟宗三說該時候「殺與被殺，皆無客觀的理由。人命之賤，賤於草

木，人之存在成為毫無理由者（偶然之存在，非理性之存在）。」23而「以孝

治天下」就成為不忠的篡位者以不孝來誅殺異己的代名詞。如此情形之下，

只符合孝或其他德目的外在規範非但虛偽，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只能算是向

當權者卑躬屈膝而已。

《紅樓夢》作者曹雪芹之所以號「夢阮」，紅學家周策縱曾從政治層面來

解釋，他認為阮籍的父親阮瑀曾做過曹操的書記，與丕、植兄弟亦友好，為

「建安七子」之一；而阮籍曾拒絕屬司馬一黨蔣濟的邀請，卻擔任過欲謀振興

曹魏（何晏亦參與其中）之曹爽的參軍；其沉浸於老莊思想，與何晏相似，

違背司馬氏所倡導的禮教（所謂「以孝治天下」）。他說：「曹雪芹因雍正奪

取政權後發現曹家和他的政敵胤 、胤 有關係而遭抄家之禍。他的身世自

然很容易使他聯想到阮籍在司馬氏奪取政權後的遭遇。何況阮家世屬曹黨，

而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時常被稱讚才如曹植；寅著《續琵琶》傳奇替曹操贖回

蔡文姬事吹噓，當時人便批評他可能袒其同宗。曹寅贈洪昇詩正有『禮法誰

曾輕阮籍』之句。敦誠也嘗引杜甫詩說雪芹乃是『魏武之子孫』；而敦敏寄

雪芹的詩也說：『詩才憶曹植。』這當然並不一定是說曹雪芹已確認曹操是

他的祖先。」24阮家是否屬於曹黨仍有爭議， 25當然，客觀的批判與主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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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見《新譯世說新語》，〈任誕〉，頁 659。

23 牟宗三，《才性與玄理》，頁 383。

24 周策縱，〈周汝昌著《曹雪芹小傳》序〉，收錄於氏著，《紅樓夢案—棄園紅學論文集》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0），頁 176。

25 阮籍對於曹魏政權的腐敗未嘗不加以諷刺，〈詠懷詩〉其 31曰：「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

臺，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戰士食糟糠，賢者處蒿萊。歌舞曲未終，秦兵已復來。夾林

非吾有，朱宮生塵埃。軍敗華陽下，身竟為土灰。」見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感情不一定同步，所謂「君臣有義」雖不似「父子有親」自然，但莊子亦曾

假孔子之語說：「（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26但那是就生下來時已

在君臣有分的制度裡而言，有相當的無奈之感，與其推翻制度不如設法在此

制度裡逍遙自在；最好的方法當然是不作官，像陶淵明似的歸隱起來，但不

管是否出仕，生為某朝代的子民仍有逃不掉的「自然」的依屬感，到了改朝

換代之際仍然會發作， 27這也是道家思想承認的。不論如何，曹雪芹的家庭

確實曾遭受到政治力量的極大影響，祖父曹寅雖得康熙皇帝之信任，但派遣

在江南當耳目，責任雖重但並不光采；織造署的官也不算高，內務府的職位

畢竟只是皇帝的包衣（奴才）而已，其中想必有許多無可奈何之處。康熙皇

帝四次駐蹕曹家，帶來一些虛熱鬧，為了應付排場，曹家虧空不少錢，加上

應付諸王子與太監需索；到了雍正即位，一方面曹家與之無淵源，加上曹家

與姻親李煦在諸王子爭儲位時不一定選對邊， 28雍正就以虧空為藉口而把曹

家給抄了。 29其實康熙也深知曹家虧空，但事關自己南巡，所以讓曹家慢慢

補上；為何到雍正手裡，虧空就變成不可赦的重罪？孟子曰：「趙孟之所

貴，趙孟能賤之。」（告子篇）皇帝的榮寵同時也帶來降罪，禍福相倚，政治

如此不可靠，曹雪芹怎能不生沉沉的感慨？

《紅樓夢》中對於君臣倫理當然不敢直接批評，最激烈的也不過是 36回

中有一段批評「愚忠」的話：「那些個鬚眉濁物，只知道文死諫，武死戰，

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節。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諫，他只顧邀

名，猛拼一死，將來棄君於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戰，猛拼一死，他只顧圖

汗馬之名，將來棄君於何地！⋯⋯那朝廷是受命於天，他不聖不仁，那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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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木鐸出版社， 1983），頁 502。

26 見《莊子集釋》（臺北：唯一書業中心， 1975），〈人間世〉，頁 155。

27 陶淵明之致仕隱居是否因為「恥事二姓」固然有爭議，但並不能排除其為理由之一的可能

性。縱使其退隱有部分原因是「恥事二姓」，也無法說他受儒家觀念所拘限，因為那可能是

一種自然的感情。

28 周汝昌說曹家與李家自始就不屬於雍正一黨，而與允 等反有來往。雍正即位後，在曹頫處

查出允　一對鍍金獅子，李煦也曾因送允 婢女事發而下獄。見《紅樓夢新證》（北京：人

民文學社， 1985），頁 30。周策縱，〈玉璽‧婚姻‧《紅樓夢》〉一文亦談及，該文收錄於

前揭書中（註 24）。

29 雖然都說曹家是因虧空而被抄家，但周汝昌認為曹家被抄之後，財產並沒有用來抵充虧空，

而是賞給了隋赫德，所以「虧空」只是一個藉口而已。見《紅樓夢新證》，頁 628。



斷不把這萬幾重任與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並不知大義。」也是魏

晉名士的向秀、郭象說：「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

棄我徇彼以失其常然。」30犧牲生命只為名節確實可謂「失之自然」。曹雪芹

在《紅樓夢》第 1回雖說：「不傷時罵世」，但他不可能對「抄家」此種橫暴

之君權只是逆來順受而已； 31依張愛玲的考證：「我們對早本知道得多了

點，就發現作者早期規避文網不遺餘力，起先不但不寫抄沒，甚至於避免寫

獲罪。」32後來因為情節需要，更為了抄家確實造成雪芹個人與家族無法抹

去的深深傷痕，只得灑著「血淚」，忍痛寫出抄家的結局。雖然今日不能肯定

作者怎麼寫抄家，但在文網高張之下，一定將賈府之被抄寫得罪有應得， 33

雖然如此，《紅樓夢》原先抄家的場面還是被丟棄了，不論是被雪芹自己或

是他人，都可以證明那是一個政治高壓的時代。其實，現今所見程高本的抄

家描寫也可以證明此點，書裡寫抄家不久之後，家產也發還，爵位也依舊，

皇恩浩蕩，那有什麼「幼子恐怖死」的氣氛？換言之，為了可以通過文網，

如今所見之抄家（非曹雪芹手筆）改成像兒戲一般。所以雪芹敢如實描寫當

時政治上最應避忌的抄家情節， 34勇氣確實不小。如果雪芹寫抄家代表對雍

正皇帝間接的抗議，他對於乾隆也表現出類似的行為，因為這位皇帝最惡滿

人沾染漢習，詩酒寓托，牢騷不平，敢以此自高者，必遭罪譴，因此雪芹與

好友知交詩酒往返，在當時是具有反抗意義的， 35怪不得敦誠謂雪芹「詩膽

如鐵」。

周策縱也曾對於賈寶玉所說「那朝廷是受命於天，⋯⋯並不知大義。」

其中所隱含的微言大意有所解釋：「一方面好像是在說：那朝廷之所以能受

得天命，是因他既聖且仁，若他原不聖不仁，天地早就不會給他這皇位了。

⋯⋯可是從另一方面看，也可能這樣說：那朝廷固然是受了天命，但若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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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見《莊子集釋》，〈駢拇〉注，頁 323。

31 周汝昌說：「雍正時之逮問抄家，非兒戲事，如《永憲錄續編》所記，十二年學政俞鴻圖被

劾，『上震怒，逮問籍沒，妻先自盡，幼子恐怖死，⋯⋯』亦足見一斑矣。」光是聽到抄家

消息就可以嚇死，可見其力量。見《紅樓夢新證》，頁 635。

32 張愛玲，《紅樓夢魘》（臺北：皇冠出版社， 1977），頁 420。

33 作者替賈赦安排石呆子案（48回），又描寫賈政收受被抄甄家私下轉移之財物（75回）。

34 雍正最喜抄大臣之家，他說：「朕即位以來，外間流言有謂好鈔沒人之家產者，有謂⋯⋯」

見《欽定四庫全書．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臺北：商務印書館， 1983），卷 46，頁 18。

35 見周汝昌，《紅樓夢新證》，頁 715-716。



聖不仁起來，那天地也就不會再給他這皇位了。⋯⋯若皇帝是聖與仁，他有

天命，你不死他也會保住皇位；若他不聖不仁，你死了也保他不住。⋯⋯寶

玉這般批判『大丈夫死名死節』，這種思想在明清時代當然早已可找到，不過

也許這還是根源於魏、晉時代反對『名教』的玄學思想。⋯⋯（寶玉說皇帝

必須是『聖』和『仁』，是否暗示曹雪芹對康熙皇帝比較有好感？康熙皇帝去

世後本來就謚曰『仁皇帝，廟號聖祖。』寶玉譏刺『沽名』和『並不知大

義』，使人想起雍正帝著有《大義覺迷錄》，替自己辯白別人加他以『謀父之

名』、『逼母之名』、『弒兄之名』，和『屠弟之名』，這兒是否有點指桑罵

槐？）」36比較而言，曹雪芹對於康熙自然較有好感，此與皇帝本身的品性亦

有關聯；不過基本上，他對於君權仍舊是反對的，因為好皇帝仍然會造成臣

子的壓力，因為君尊臣卑，客觀情勢即如此。

《紅樓夢》中有關康熙皇帝南巡一事，作者實透過元春省親之情節曲折地

表達其感受， 16回脂評說：「借省親事寫南巡，出脫心中多少憶昔感今。」37

此回文中，借賈府老一輩的僕人趙嬤嬤說接駕四次的甄家（正是曹雪芹家），

「好勢派！⋯⋯別講銀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山塞海的，

『罪過可惜』四個字竟顧不得了。」「也不過是拿著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

使罷了！誰家有那些錢買這個虛熱鬧去？」可見康熙駐蹕於織造署時，排場

之豪華奢侈可以到「罪過」的地步，此非批評為何？雖然雪芹也順便斥責了

自己曹家的鋪張浪費，但曹家敢不講究排場嗎？據說當時的陳鵬年就因為主

張遵旨節省而得罪總督阿山， 38後即被論罪。當然，皇帝可以說全天下都是

他的家產，臣子怎麼花的錢也都是皇帝的錢，但這豈不就是阮籍、嵇康所批

評的「竭天地萬物之至，以奉聲色無窮之欲，此非所以養百姓也。」「豈勸百

姓之尊己，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貴為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之觀念？ 39

書中賈元春的個性與康熙有類似之處，所謂「崇節尚儉，天性惡繁悅樸」，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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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周策縱，〈《紅樓夢》裡的一個思想問題及其背景〉，《紅樓夢案—棄園紅學論文集》，頁

95-9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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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經出版公司，

1979），不另註。

38 見趙岡，《紅樓夢論集》（臺北：志文出版社， 1975），頁 54。

39 分見阮籍，〈大人先生傳〉，《新譯阮籍詩文集》，頁 187；嵇康，〈答難養生論〉，《新譯

嵇中散集》，頁 298。



勸家人道：「以後不可太奢，此皆過分之極。」（見《紅樓夢》17、 18回）康

熙確實曾下旨從簡， 40但君臣各自所居之情勢如此，雖彼此皆不願浪費，但

畢竟造成了「虛熱鬧」之景，大家虛偽一場，君臣倫理成了上下相欺的把戲。

不過誰是真正受害者？康熙南巡所帶來的傷害在書中元春省親之後也暴露出

來， 53回烏進孝說：「娘娘和萬歲爺豈不賞的！」賈蓉忙笑道：「娘娘難道把

皇上的庫給了我們不成！⋯⋯這二年那一年不多賠出幾千銀子來！頭一年省

親連蓋花園子，你算算那一注共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兩年再一回省親，

只怕就精窮了。」72回夏太監要買房子，打發小太監來賈府索財，賈璉說：

「一年他們也搬夠了。」「昨兒周太監來，張口一千兩。我略應慢了些，他就

不自在。」同一回，鳳姐還夢見元妃娘娘索錦百匹，可見平日應付宮中所需

之心理壓力有多大？最無奈的是，雍正以為曹家接駕表面上虧的是公家的

錢，骨子裡不知落下多少肥水，結果因為抄曹家所抄無幾，還有不少當票，

故「聞之惻然」， 41但曹家的命運可能因雍正一時的誤解與猜忌而改變嗎？

《紅樓夢》16回講到元春可以歸省的理由：「如今當今貼體萬人之心，

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想來父母兒女之性，皆是一理，不是貴賤上分別

的。當今自為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尚不能略盡孝意，因見宮裡嬪妃才

人等皆是入宮多年，拋離父母音容，豈有不思想之理？在兒女思想父母，是

分所應當。想父母在家，若只管思念兒女，竟不能見，倘因此成疾致病，甚

至死亡，皆由朕躬禁錮，不能使其遂天倫之願，亦大傷天和之事。」顯然

「當今」認為世間最大的道德即「孝」，就像何曾在阮籍面前稱頌司馬昭「以

孝治天下」一樣；《紅樓夢》55回一開始也講：「且說元宵已過，只因當今

以孝治天下，⋯⋯」但事實上，世間最大的乃是君權，所以皇帝可將嬪妃宮

女禁錮在宮中侍奉自己，「君為臣綱」堂而皇之凌駕於其他綱常之上。作者

表面頌聖，其實省親在清朝或之前都沒真正發生過，故皇帝拆散臣子骨肉，

不能遂其天倫之願，以致「大傷天和」就是歷史事實了。筆者在另一文說：

「（元妃省親）種種繁文縟節，皇家典章無非是要神化君權，增加皇族不可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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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康熙三十八年曹李二人第一次主辦接駕事誼，四十一年皇帝又要南巡。該年八月康熙在李

煦的奏摺後批道：朕九月廿五日自陸路看河工去，爾等三處千萬不可如前歲伺候。若有違旨

者，必從重治罪。」見趙岡、陳鍾毅，《紅樓夢研究新編》（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1975），頁 12。

41 清．蕭奭，《永憲錄續編》（臺北：文海出版社， 1971），頁 67。



探之尊貴。⋯⋯其儀仗威嚴肅穆，如同神降一般，連元春的祖母、母親都在

路旁跪下，畫面雖隆盛豐華，但也極為諷刺：人倫是自然的秩序，政治乃人

為的規章，然而後者卻凌駕於前者之上⋯⋯最諷刺的是主客易位。元春明明

為客，但因為是皇妃，天下皆為其家產，所以花的是賈府的銀子，名義上卻

是妃子的花園、皇室的行宮。」42與魏晉時代的記載比照來看，「以孝治天

下」的實情正是將虛偽的名教置於自然親情之上，而且這個詞語幾乎已專門

用來諷刺以權謀取得天下的君王了。

周汝昌曾說雍正亦曾仿漢末察舉徵辟制度命舉孝廉方正人士： 43「按凡

此令人咸知雍正乃最重孝行、最孝康熙之人也。」又「命地方每處建二祠，

一為『忠義孝弟之祠』，一為『節孝婦女之祠』。」更曾經諭禮部，尊孔。其

詞大概的意思是孔子所提倡的君臣父子之道，可以樹立綱維，人無踰閑蕩檢

之事，「在君上尤受其益」。周說：「觀乎此，則孔教實維持封建秩序、鞏固

封建統治之無上法寶，至明至確，而今之讀者不對照此等史迹以讀《紅樓

夢》，恐必不易于曹雪芹之反孔反封建思想有較親切之認識。」與其像周汝昌

一般歸罪於孔教，實不如責怪利用孔教之人；就像魏晉時代，為上者自己弒

君，往往也特別需要提倡孝道。雍正在被其逼迫的親兄弟允 出家時說：

「其意以為出家則無兄弟之誼，離世則無君臣之分也，荒誕不經如此！」允婦

出家想必欲藉此逃避壓迫，也以此不承認雍正為其君其兄，在一個高壓政權

的時代，這是唯一反抗的方式。周說：「曹雪芹寫賈寶玉出家，意義上與允

一一流人有相似之處，但又進而從觀念上根本蔑棄倫常，是其反封建思想之

突出表現，又不可與允　等一概而論。」允 只是反君權，雪芹則是「蔑棄

倫常」，君權、父權、兄權、男權， 44一概反對。

相對於雍正的不斷騷擾逼迫自己的親弟，賈寶玉則是欲擺脫兄權唯恐不

及，《紅樓夢》20回有一段描寫：「寶釵素知他家規矩，凡作兄弟的，都怕

哥哥。卻不知那寶玉是不要人怕他的。⋯⋯並不想自己是丈夫，須要為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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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郭玉雯，《紅樓夢人物研究》（臺北：大安出版社， 1994），頁 284。

43 以下六段引文分別見於周汝昌，《紅樓夢新證》，頁 581、 592、 632、 632、 606、

607。

44 《紅樓夢》有濃厚的崇拜女性，貶低男性的思想，主要即因禮教皆為男性所設，女性在男權

的宰制之下，不能得遂自然之生命。



之表率。」如果利用兄權去壓迫庶弟，會造成不平衡的倫理關係，卑屬固然

可憐，尊屬何嘗自由自在？父子兄弟之間不能只談令卑屬「害怕」的「規

矩」，總也要顧及根本—「自然」的「親情」！賈寶玉遇到父親賈政的基本

心態即是「害怕」， 25回賈母就說：「素日都不是你們調唆著逼他寫字念

書，把膽子唬破了，見了他老子不像個避貓鼠兒？」賈政要寶玉好好讀書也

就罷了，但每每疾言厲色的態度是否必要？兒子畢竟不是仇人。 33回賈政不

問證據，竟將兒子按在凳上打至瀕死的場面；至於寶玉的母親王夫人，試看

她在兒子被打時居然叫著亡子賈珠哭道：「若有你活著，便死一百個我也不

管了。」又說：「這會子你倘或有個好歹，丟下我，叫我靠那一個！」此固

屬人之常情，但未免庸俗！是否只要有一個兒子可靠，其他兒子的死活即可

不顧？養兒是為有靠嗎？賈政口口聲聲說打寶玉是為「光宗耀祖」，其實王夫

人與賈政的兩種目的非但達不成，縱使達到也只是父母的目的而已。如此一

來，父母對子女就談不上真正的慈愛（應無任何條件），而子女若要「孝

順」，只好像 19回襲人勸寶玉一樣「裝假」：「你真喜讀書也罷，假喜也

罷，只是在老爺跟前或在別人跟前，你別只管批駁誚謗，只作出個喜讀書的

樣子來，也教老爺少生些氣，在人前也好說嘴。」親子之間只能落得互相欺

騙，慈與孝豈不都失去「親親」之情感內涵？ 45寶玉被父親鞭笞幾死之餘，

居然說出：「就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的！」（34回）對「父權」之壓

迫顯然也毫不妥協。

三、崇情、尚氣與審美

魏晉名士之所以欲調和名教與自然，即因當時的名教是非自然的。何者

為自然？就人性而言，「情」是自然的，只是如阮籍等魏晉名士的重情輕

禮，其所重之情，如父（母）子、朋友、兄弟、夫妻，仍然是以人倫關係為

主；至於賈寶玉的情則超出等差之別，例如對於孝道，他並不著意，樂蘅軍

說：「寶玉用情，除黛玉外，受到寶玉真情感動的不止是青春少女一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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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寶玉與雙親之間的關係確實相當疏離，筆者在另一文中曾呼賈寶玉為「女媧之子」，因為他

的前身石頭為女媧開天闢地時所摶鍊而賦有靈性，寶玉的真正雙親其實是女媧。見郭玉雯，

〈紅樓夢與女媧神話〉，《婦女與兩性學刊》， 12期（2001.6），頁 39-63。



而已，就是天上飛的燕、河裡遊的魚、地上落的花、樹上結的果，寶玉都一

一寄以深情。雖然說寶玉最後在無可如何中，亦至『情不情』，但究竟這『情』

正是充實寶玉人格內涵的最大部分。」46據脂硯齋評點，賈寶玉最重要的思

想或人格特質也是「重情不重禮」（21回），情內禮外，與阮籍的精神遙相呼

應；如果忠孝在政治或家庭的權力場中，被當成工具般操弄得面目全非，破

損不堪，最好的挽救方式就是重新提倡最自然，也更天生而成的「情」。阮籍

對長嫂與剛去世的母親的態度不合禮教，卻是深情的表現；賈寶玉的情可以

說更是不限於倫理的「博愛」，是更廣泛的同情。《紅樓夢》第 9回，描述

「不安本分」又「隨心所欲」的寶玉大發癖性，竟向秦鐘悄說兩人既一樣年

紀，況又同窗，故不必論叔姪，只論弟兄朋友就是了。所謂「本分」即是禮

教，寶玉永遠不可能將生命納入任何模式之中，尤其是禮教這種框框；他只

想按照自己心性之所欲而行，而他的心性無非是深情成癖，所以隨心所欲的

結果是與秦鐘結成莫逆知交，否則限於叔姪的輩分，又加上富貧之別，兩人

將錯失深情相待之機會。「秦鐘」之名更是從魏晉名言而來，據《世說新語》

記載， 47王戎喪兒，山簡弔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

此！」王說：「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王戎也是

竹林名士；此情（秦）之所鍾，亦即寶玉癖性最好之註腳；秦鐘一方面為寶

玉之情所鍾，另一方面也是寶玉性格之倒影。曹雪芹自己亦曾因孩子夭折而

感傷成疾，甚至一命嗚呼， 48較王戎情似更重一層。

對其他的女性賈寶玉未嘗不是如此，第 13回寶玉正當黛玉回南而寂索之

時，滿腔情意無知己可訴；偏偏睡夢中聽聞堂姪媳秦可卿的死訊，更是難忍

如此青春生命竟驟然消逝， 49急火攻心之下，好像真的被戳了一刀似的吐出

一口血來。這種反應絕不合於禮教，獨合於寶玉對美好人物深情挹注的癡

性，紅學家如俞平伯卻認為寶玉的激烈反應可以證明他與秦可卿之間有曖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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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樂蘅軍，〈中國小說裡的名士形象及其變貌〉，頁 333。

47 見〈傷逝〉，頁 587。

48 雪芹好友敦誠在〈輓雪芹〉一詩的注中說：「前數月伊子殤，因感傷成疾。」見一粟編，

《紅樓夢卷》，頁 2。

49 秦可卿表面看來是病死的，但其實是上吊自盡， 13回有許多未刪之文，最早發現這個問題

的是俞平伯，可參考其書《俞平伯論紅樓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關係， 50尤其是第 5回他才在秦的臥室中做過春夢，這種說法大概亦如一千

七百年來阮籍、嵇康所遭受的誤解一般。周汝昌引《紅樓夢》第 5回警幻仙

子之言：「如爾（寶玉）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癡情，吾輩推之為『意淫』。唯

『意淫』二字，可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可以語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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詭，百口嘲謗，萬目睚眥。」

說：「由此足證我對『癡』的兩大特徵的解釋：一是它本身是『情』的一種

真諦，一種高度；二是它的意義與價值不為世俗所理解、所容許，總要遭到

最普遍最強烈的反對。」51具最高度之情者往往有不符合於一般俗規之表

現，如果又常對年輕女性而發，更容易被誤解為色情了。

情深之謂「癡」，阮籍亦未嘗不「癡」，《晉書》本傳謂其「博覽群籍，

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52

「得意」大概即是「入了神」、「著了迷」，所以才會忘記自己的軀殼；莊子主

張借由心齋坐忘以達忘我之境，魏晉名士卻常常通過飲酒、 53長嘯、彈琴來

忘形骸。連自己的軀殼都忘記了，何況是社會的禮教？賈寶玉的癡乃更典型

的「情癡」，主要是對年輕女性有極度的同情心，而且飲酒彈琴還需要借由外

物，同情可是完全發諸內心，以《紅樓夢》30回為例，回目曰：「齡官劃薔

癡及局外」，「癡ㄚ頭」齡官因苦戀賈薔，癡癡地在地上畫了無數的「薔」

字，而寶玉躲在花叢不覺也看癡了，心裡恨不得替她分些過來。後來就發生

賈寶玉忘記自己也身在雨中，卻只顧提醒齡官「身上都濕了」的「忘我」表

現。寶玉對齡官的同情難道也可以解釋成兩人之間有曖昧關係嗎？齡官在寶

玉發聲提醒下雨之後，因為後者隱在繁茂花葉之後，加上臉面俊秀，遂以為

寶玉是個女孩，作者言外之意是：寶玉並非以男子的身分來同情女性，或者

說寶玉的同情根本無關性別，第 7回他初遇秦鐘，也是為「這等人物」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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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俞平伯說：「寶玉與秦氏之一段曖昧事，書中所敘也極明顯。惟故意說些荒唐言，以愚讀者

而已。」（《俞平伯論紅樓夢》，頁 313）其實荒唐之中自有真理，只是高明如俞者亦偶而

「不解其中味」，怪不得到了修正時期（放棄早期的自傳說），俞仍批評紅書有著嚴重的虛無

思想與色情的描寫（頁 619）。

51 周汝昌，《紅樓夢與中華文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1989），頁 156。

52 見《晉書》，卷 49〈阮籍傳〉，頁 1359。

53 會江左名士王孝伯說：「名士不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見《世說新語》〈任誕篇〉，頁 693。



生在寒門薄宦之家而起同情之心，而且過度同情到痛恨「泥豬癩狗」的自己

為何生在侯門公府之家。寶玉對齡官與秦鐘的同情既無關性別，亦無關尊

卑，因為齡官在賈家的身分極為低下，趙姨娘罵芳官「小淫婦！」「娼婦粉頭

之流！」比賈家下三等奴才也不如（60回）；同一回中，連探春也說芳官之

類的如同「貓兒狗兒」；而男女之防、尊卑之別正是禮教的最大內涵與目

的，所以寶玉不顧男女尊卑而充分順著自己天生的同情發洩無遺，豈非「越

名教而任自然」的最好詮釋？

寶玉在超越人倫的用情中，他與黛玉的愛情成為重心之一；此愛情之所

以動人，乃因其完全出於自然，不但毫無勉強，且並不以婚姻為目的，換言

之，不涉及任何社會價值，例如門當戶對、家族延續等等。所以二玉的情愛

描寫可說是作者徹底「反禮教」與「任自然」的重要寄託，試看 17、 18回

他批評代表禮教的李紈所住的稻香村「分明見得人力穿鑿扭捏而成」，而黛玉

所住的瀟湘館則是「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氣，雖種竹引泉，亦不傷於穿

鑿。」意思非常明顯。

由「情」再往前推一步，魏晉思想中，對人的自然之性大抵持「順氣而

言」的看法：「順氣而言，則性為材質之性，亦曰『氣性』，或曰『才性』，

乃至『質性』。」54以正始時期的代表作，劉劭的《人物志》為例，開卷即

云：「蓋人物之本，出於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聖人之察，其孰能

究之哉？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一以為質，稟陰陽以立性，體五行而著形；

茍有形質，猶可即而求之。」55此說受漢代宇宙論的影響相當明顯，董仲舒

亦由陰陽之氣以言人之情、性。而不論是「氣性」、「才性」或「質性」，都

是稟之自然，天生而成的性；所以聖人惡人都是先天才質氣性不同使然，至

於一般人則善惡相混，以氣言性者因此很容易成為「性分三品」說的擁護

者。若不從善惡講，人的情性既是天地施氣之自然，每個都是殊異的，「每

一『個體的人』皆是生命的創造品，結晶品。他存在於世間裡，有其種種生

動活潑的表現形態或姿態。直接就這種表現形態或姿態而品鑒其源委，這便

是《人物志》的工作。」「故順《人物志》之品鑒才性，開出一美學境界，下

轉而為風流清談之藝術境界的生活情調。⋯⋯此皆是宋明儒所表現的精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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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牟宗三，《才性與玄理》，頁 1。

55 劉劭，《人物志》（臺北：中華書局， 1988），頁 1。



的基本原理與《人物志》系統所表現的精神上的基本原理相翻者，亦即藝術

性的『才性主體』與『道德性主體』之不同。」56此所以魏晉被稱為中國文

藝復興時代的理由， 57不止是由禮教的束縛中解脫出來，主要是確立人以才

性為主體，換言之，人只要盡量將自然的情性表現出來，本身即可成就一種

個性美，如果透過藝術媒介，則可成就各種藝術美。以文學為例，曹丕說：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至。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

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58非但個性乃

天成，巧拙之才能也是，所以不必改變本性，也不必模仿別人，巧有巧的

美，拙有拙的趣，各適其性才是最重要的；而能夠帶著開放的立場對所有個

性或風格加以品鑑，也能完成自己的藝術視野與境界。

《紅樓夢》中也充分展現此種精神，試看第 7回賈寶玉初次遇秦鍾的心

理：「天下竟有這等人物！如今看來，我竟成了泥豬癩狗了。」與《世說新

語》所載：「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雋爽有風姿；見玠，輒歎曰：『珠

玉在側，覺我形穢。』」59這兩段描述豈不神似？尤其自己也是個如珠似玉

（賈寶玉的亡兄名賈珠，典故亦可能從此來）的人物，對比自己美麗的人物非

但不妒，而且自賤自卑地尊奉讚美對方，這就是真正的審美精神！就連寶玉

之長相、命名也與魏晉名士有所關聯，《世說新語》記載：「裴令公有雋容

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為『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

山上行，光映照人！』」「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

此神仙中人！』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60

更有人謂荀靖、爽兄弟「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61試看《紅

樓夢》15、 23回寫寶玉之像貌：「面若春花，目如點漆。水溶笑道：『名

不虛傳，果然如「寶」似「玉」。』⋯⋯見他語言清楚，談吐有致」，「賈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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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牟宗三，《才性與玄理》，頁 44、 50。

57 沈剛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文藝復興〉，《史學與世變》（臺北：大林出版社， 1978），

頁 25-34。

58 曹丕，〈典論論文〉，《黃氏逸書考》（臺北：藝文印書館， 1972），頁 2。

59 見《世說新語》〈容止〉，頁 560。

60 兩則皆見《世說新語》〈容止〉，頁 560、 569。

61 見《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 1979），卷 10〈魏書．荀彧傳〉注引皇甫謐《逸士傳》，頁

307。



舉目，見寶玉站在跟前，神彩飄逸，秀色奪人。」可見魏晉時代喜歡用「玉」

來比擬美麗的人物，且不只外表，美麗人物講話也得清楚有致，換言之，形

神皆有動人之處方可，尤其是眼睛，正是精神寄託之處；此種美彷彿灰暗塵

世中一種光亮，可以將人的注意力完全吸引過去，而就在奪人的燦爛裡，觀

者可以擺脫塵念，忘卻利害關係（賈政注意到兒子長得頗為秀美時，「把素

日嫌惡處分寶玉之心不覺減了八九」），將自己提昇至與被觀者「神仙」、「塵

外」般的精神高度。

《紅樓夢》第 1回作者也曾說到自己的創作動機：「今風塵碌碌，一事無

成，忽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

上。何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哉？⋯⋯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

政，其中只不過幾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癡，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

德能。」曹雪芹認為當日所見女子雖受到束縛，但仍願意活出自己的「異樣」

的生命姿態；這些姿態雖不一定符合於歷史的主流論述之標準，但卻是更動

人的一種生命力量，或者說那就是生命的本身。至於他以品鑑的眼光來描述

這些女子的行止見識，正是在「一事無成」之下才可能成就的藝術境界。牟

宗三說：「此種『惟顯逸氣而無所成』之名士人格，言之極難，而令人感慨

萬端。此是天地之逸氣，亦是天地之棄才。（溢出而無所附麗，謂之逸氣，

即逸出之氣。無所成而無用，謂之棄才，即遺棄之才。）」62賈寶玉的前身是

一塊被「棄置」在大荒山青埂峰下的石頭，所以他天生不具為世所用之才，

但其靈性既已通，即非真正無用，他的用即在對宇宙萬物寄以深情，亦在對

宇宙萬物加以審美式的觀察；其所成就的非道德的或知識的，而是藝術的人

生，或者說是飄逸在社會主流價值之外的自由人生。

《紅樓夢》第 2回有一大段描述賈雨村從天生所賦之「氣」來論人性，同

時也交代了這些名士亦正亦邪，其實是非正非邪，根本超越道德善惡的來

歷。他先將人性劃為三品（以氣論性的特徵）：除大仁大惡之外，其餘一般人

皆稟小仁小惡而生，也就是正邪兩種氣皆賦。而像許由、陶潛、阮籍、嵇

康、劉伶⋯⋯等等，自然也是稟聰明靈秀的正氣與殘忍乖僻之邪氣而生，他

們既不能成為大仁，也不能成為大惡；而與一般稟正邪兩氣者不同的是，這

些人絕不願把生命納入某種世俗的成規中：一般人不是利用聰明靈秀的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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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牟宗三，《才性與玄理》，頁 70。



以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之社會價值，就是依循殘忍乖僻之邪氣來排除

阻止追求這些價值所遇到的障礙。從世人的眼光來看，許由等人的聰明靈秀

自然是被他們自己浪費掉了，而他們與眾不同的舉止尤其顯得乖僻邪謬，世

人因為覺得他們不近人情而有強烈的排斥感。這些不為世所驅遣，亦不在乎

被俗所誤解的方外人士，居任何職位都注定失敗（連皇帝也一樣），唯一合適

的是做個無拘無束的「名士」，頂多成個藝術家；試看這一串名單中，竹林七

賢即佔三位，其餘多屬詩詞畫書法超絕之人士，或者是表現真情至性而不顧

禮法之女性。最大膽的是將陳後主這種亡國之君列名其中，大有君王位子不

適合於他，而非陳後主不稱君職之意味。

在此名單中，皇帝貴族與奇優名倡、真實人物與虛構人物、男性與女性

皆並列，不管尊卑、真假、男女，只論其生命之本質—也就是逸氣，這種

觀點當然是反禮教的。其實在男女之別上，阮籍已有相當的超越，據史傳記

載：「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

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

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63固然也有人從阮籍戀

母心理來解釋此種行為，說他是退化到嬰兒階段以尋求女子的安慰。 64其實

從名士的角度來說明可能更恰當，阮籍此舉非但超越了男女之防的禮教，而

且也展示了魏晉思想中因「才性主體」的確立而同時產生的「審美主體」，牟

宗三說《人物志》是一種「品鑑的論述，我們可以叫它是『美學的判斷』，或

『欣趣判斷』，⋯⋯這是直接就個體的生命人格，整全地、如其為人的品鑑

之。這猶之乎品鑑一個藝術品一樣。」65所以醉臥在美麗少婦身旁純粹是一

種審美的表現，而且因為超越利害關係，少婦的丈夫亦不疑不阻。至於哀悼

女子之青春夭亡，也是一種讚美「才」與「色」的行徑，那就更無佔有的目

的了。王國維說：「茍吾人而能忘物我之關係而觀物，則夫自然界之山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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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見《晉書》，卷 49〈阮籍傳〉，頁 1361。

64 莊萬壽說：「阮籍除性格受母親的影響外，在心理防衛機制上，是由『退行作用』心理反應

回到幼稚的時代，把一切好感的女性，轉化成母親，自己變成那麼幼小，那純真行為可以任

意放肆，則一個嬰兒赤子，他可以跟任何女子相見相別，甚至於同眠相臥，可以去哭弔不識

女子之喪。」見〈阮籍與嵇康〉，《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思想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

社， 1993），頁 776。

65 牟宗三，《才性與玄理》，頁 44。



媚，鳥飛花落，固無往而非華胥之國，極樂之土也。豈獨自然界而已，人類

之言語動作，悲歡啼笑，孰非美之對象乎？然此物既與吾人有利害之關係，

而吾人欲強離其關係而觀之，自非天才，豈易及此？」66所以審美態度往往

是天生的，非矯飾或學習可得，而其最主要的內涵即超離利害關係。非常巧

合的是，賈寶玉心中才色雙全、情癡至死的對象林黛玉，其「未嫁而亡」之

基本造型一如阮籍故事中的兵家女，婚姻往往是愛情的功利目的，故作者在

《紅樓夢》中所演繹的毋寧是一場純粹的愛情。 67

曹雪芹在書中對女性的禮讚除了才色之可欣賞外，其實已進一步的推到

形而上學，劉小楓說：「在曹雪芹把本然情性推進到形而上學水平之後，所

建立的形而上學形態既不是人倫社會的忠孝，也不是大徹大悟的悲憫，更不

是『聖人有情而不累』的虛妄結論，而是女性般純潔溫柔的似水柔情。『溫

柔』隨著本然情性的形而上學化而得到了同樣的哲學意義，並與女性的超驗

美質（乾淨）一起，成為凌駕於一切聖人形象之上的價值形態。『堂堂鬚

眉，誠不若彼群釵』，『女兒比阿彌陀佛，元始天尊的寶號還要尊榮無對』。

⋯⋯與女性美質的形而上學形態相對立的，是男性的濁臭、殘忍、勢利和淫

惡。⋯⋯現世的邪惡、粗暴、殘忍、汙濁在與清靜溫柔的女性美質相遇時，

便會自慚形穢。『柔弱勝強剛』的老莊信念在此得到創造性的發展。」68女

性所代表的不只是美而已，更象徵著乾淨，一種洗滌惡濁的力量，而此五濁

惡世主要即由男性所造成的，所以《紅樓夢》第 2回作者借賈寶玉之口道：

「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

子，便覺濁臭逼人。」如果男人用理論與制度等來掌控世界，則女性的生活

往往訴諸視嗅直覺，這又是禮教與自然之間的對比。

賈雨村以正氣邪氣來論人性，其實正邪都是後設的，只有在社會後天的

規章之下才有正邪之別，所以第 2回大仁大惡那一段安排給這位俗儒來說。

就先天自然而言，不只是人，宇宙萬物莫非由陰陽之氣所構成，第 31回曹雪

芹藉湘雲與翠縷之間的談話，說出所謂「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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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王國維，〈紅樓夢評論〉，收錄於《紅樓夢藝術論》（臺北：里仁書局， 1984），頁 3。

67 可參考筆者另一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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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3），頁 101-133。

68 劉小楓，《拯救與逍遙》（臺北：久大文化公司， 1991），頁 308-309。



『陽』兩個字還只是一字」、「千變萬化，都是陰陽順逆⋯⋯究竟理還是一樣」

的話來，顯然即以「氣」（「陰」「陽」兩字仍只是「氣」一字而已）來解釋天

地萬物之生化，生化的活動或順或逆，終究只是「氣」的變化而已。以氣來

論宇宙可以推源至莊子：「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之其紀！人之生，

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

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

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69天地宇宙之萬物皆由一氣流轉所

成，最後也回歸於氣，所以神奇與臭腐之相只是短暫的、相對的，氣會變

化，若驟若馳，焉知此刻之神奇與臭腐不會在下一刻變化成臭腐與神奇？楊

儒賓說：「『氣』就是終極的，它本身為它自己的存在提供了充足的理由。莊

子不像老子，他並不特別著重在氣化過程的背後，追溯一超越的實體—

道。他也不像後世某些思想家，將『氣』視為物質性的觀念。他所說的道往

往要經由氣化顯現，道氣不離。由於莊子強調氣貫穿了存在全體，而且氣落

在存在物上時，並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氣仍是變動不居的氣。因此，莊子

的宇宙觀中，我們很難找到『層次』、『類型』、『種差』之類的觀念，一切

的存在物都只是造化之流偶然推移下的產物，它可以如此呈現，它可以不如

此呈現，它如此呈現的理由就因為它如此呈現。」70所以通天下一氣的觀念

會產生齊物的思想，既沒有層次、類型、種差，則尊卑、男女、真假、生死

之間自然就沒有本質的區別了。

阮籍也說：「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

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體，則萬物經其常。入謂之幽，出謂之章。一氣

盛衰，變化而不傷。是以重陰雷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

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71

男女在天地中的層次是一樣的，高山與沼澤原本即互通著元氣，基於這種萬

物一體的「自然論」，人可以由自己神氣之流行以接合萬物之氣，上天下地，

「召大幽之玉女兮，接上王之美人。體雲氣之逌暢兮，服太清之淑真。合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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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見《莊子集釋》，〈知北遊〉，頁 733。

70 楊儒賓，《先秦道家「道」的觀念的發展》（臺北：臺灣大學文史叢刊， 1981），頁 71。

71 阮籍，〈達莊論〉，《新譯阮籍詩文集》，頁 151-152。



而微授兮，先豔溢其若神。」72這是一個無所待的自由境界，也是一種主客

合一的連續性美感的體驗。賈寶玉在《紅樓夢》第 5回中也有一邂逅女神之

夢中經歷，要放在〈離騷〉、〈大人先生傳〉等這個文學傳統中，才得以顯示

其經歷亦為一美感過程。樂蘅軍認為賈寶玉寫詩作畫都不及眾姊妹，因為那

只是偶然的寄興而已；他固然也深體仁恕之德，但「自由」才是他的終極關

懷：「寶玉與眾姐妹的和同，替奴僕們的擔待過錯，乃至於跟外面世界的周

旋則真有些和光同塵，不外於物的、道家的入乎其內，超乎其外；因是因

非、因非因是，而至不用是非的脫然襟懷，而至是忘身忘我的道家之名

士。」73絕對自由的心靈才談得上是天地間之「至樂」，寶玉最後的出家不只

是要遠離此濁世，更有追求自由之積極意涵。

四、嘆逝、回憶與園林生活

阮籍的五言體詠懷詩 82首，李善注曰：「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

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譏刺，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

以情測。」74從政治背景來解釋確實言之成理，因為阮籍本有濟世之志，後

來環境愈來愈險惡，無法發揮，又因名氣太大而不能歸隱，滿腔幽憤只能曲

曲折折演出，結果反而造就了含蓄貴隱的詩歌藝術，使五言詩更加抒情化與

技巧化。憂心忡忡的不只是阮籍，何晏有詩曰：「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

並。」嵇康則曰：「心之憂矣，永嘯長吟。」75所以憂患意識正是魏晉名士

的心理底色，至於外在的放曠通常只是一種掩飾或是舒解，甚至可以說外在

愈瀟洒的，內在即愈痛苦。魯迅也說阮籍詩文「雖然也慷慨激昂，但許多意

思是隱而不顯的。」76隱而不顯其實不一定是故意隱避，有時是憂憤過深，

遂找不到合適的語辭加以表達。有時那種痛苦不一定是政治引起的，也就是

不管濟世不濟世，對生命突然產生了一種嚴重的虛無感，這種感覺瀰天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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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阮籍，〈大人先生傳〉，《新譯阮籍詩文集》，頁 199。

73 樂蘅軍，〈中國小說裡的名士形象及其變貌〉，頁 334。

74 見《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 1957），頁 213。

75 分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468、 483。

76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頁 12。



地，簡直無法用隻言片語可以描述，本傳說阮籍途窮而哭， 77即可能是發洩

此種不能名狀的悲痛感。雖然我們不至認為名士之造成完全乃天性使然，但

善感與敏銳確實是許多名士共通的性格。

樂蘅軍說：「（賈寶玉）將魏晉名士那種宇宙寂寥的虛無感，再次的徹底

體悟。紅樓夢藉寶玉所經歷的所謂『到頭一夢，萬境歸空』的悲劇意識，是

和魏晉名士『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將何懷？』『丘墓

蔽山岡，萬代同一時』的悲歌，是同聲應和的。」78所引兩首詩剛好都是阮

籍的。魏晉名士的虛無感最主要的起因即面對時間的流逝與死亡的必然所引

起的，「歎逝」原本即是從古詩十九首起最重要的主題，吉川幸次郎以之為

例說明東漢末年以來，士人因意識到自己處於時間之流中而引起三種悲哀，

一是時間不斷流逝，無可追回，二是在時間之流中由幸福轉到不幸，三是人

生只是向終極的不幸即死亡的一段有限時間。 79所以「四時更變化，歲暮一

何速。」（〈東城高且長〉）「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冉冉孤生竹〉）

「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驅車上東門〉）的悲哀調子就貫穿在十九首

中，而魏的名士曹植與阮籍就繼續詠嘆道：「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

（〈贈徐幹詩〉）「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贈白馬王彪詩〉）「朝為美少

年，夕暮成醜老。」（〈詠懷詩〉之 4）「人生若塵露，天道邈悠悠。」（之 32）

「生命無期度，朝夕有不虞。」80（之 41）而且阮籍的焦慮似乎更嚴重，蔡英

俊說：「造成魏晉名士特殊生命情調最重要的原因，更在於魏晉之際生死問

題的愴痛所帶給人自我生命的醒悟與自覺，且不論這種豁醒與覺悟在歷史上

演變成怎樣一種虛無頹廢、甚至無所成的低調，這種生命意識的轉變是中國

文化史上一項重大的突破。借助於這種生命意識的覺醒，佛教對於人生問題

的解釋才能打入傳統知識份子的思想領域，成為當時知識份子關心的課題，

而中國的文學傳統也才得以推衍出『緣情』的創作理念，進而完成抒情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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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晉書》〈阮籍傳〉：「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頁 1361。

78 樂蘅軍，〈中國小說裡的名士形象及其變貌〉，頁 333。

79 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推移的悲哀（上）—古詩十九首的主題〉，《中外文學》6：

4（1977.9），頁 25。

80 以上詩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332、 331、 332、 451、 454、 497、 503、

504。



的典範。」81魏晉名士從世俗價值的追求而言固然是「頹廢」或「無所成」，

但唯其如此方能成就中國以抒情為主體的「純文學」，以及前所言因「才性主

體」、「審美主體」的確立所造成的「純藝術」，更根本的是，中國士子的生

命意識才開始深刻化，因為之前的周漢文化大都籠罩在儒家「未知生，焉知

死？」這一種不面對死亡，只追求現世價值的生命觀底下；孔子在川上雖有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的感慨，但可能擔憂的是「立德、立功、立言」之

事業不及建立。事實上，追求三立真可以使生命不朽而令人忘記死亡嗎？魏

晉名士早已看破此點，他們要思索死亡、感受死亡帶來的巨大傷痛，此種態

度是更有哲學意味，具存在主義氣息的「未知死，焉知生」，唯有對死亡加以

逼視與悲慟，才能成就人生當下而具體的以情為本體的存在。

因時間與死亡所引起的悲劇意識也貫穿在《紅樓夢》中，俞平伯說：

「我以阮籍底《詠懷詩》，有幾句很可以拿來題《紅樓夢》。『嘉樹下成蹊，東

園桃與李；西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這寥寥

數語，較續作的四十回，更可以說明作者底懷抱了。」82王國維亦以悲劇肯

定其價值。他認為中國人之精神為世間的、樂天的， 83所以表現在戲曲小說

就是常常有圓滿的結局；縱使是《桃花扇》、《紅樓夢》這種具厭世解脫性質

的作品，後來的續書仍不甘心，非要改寫成結局是大團圓的《南桃花扇》、

《紅樓復夢》不可，王國維批評這是一種淺陋的表現。他又說：「以幼稚之思

想解認識論者，概傾于實在論，其評人生之現實，亦大抵執樂天觀也。蓋彼

等未遇世界之苦痛，不知自己之罪惡，故以此世界為常樂之境。古代住溫暖

之地之國民，及生長于富貴之中之小兒皆是也。然稍積經驗，則易破此迷

信，于是樂天觀變而為厭世觀。其中有本于感情者，有訴諸理論者，皆以世

界多苦痛，人生為不幸也。」84西方受佛教影響的哲學家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也說：「有才賦或優秀的人，對於人的世界都有一種類似的

反感。」85「悲劇的真正意義是一種深刻的認識，認識到〔悲劇〕主角所贖的

不是他個人特有的罪，而是原罪，亦即生存本身之罪。加爾德隆率直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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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蔡英俊，《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臺北：大安出版社， 1986），頁 36。

82 俞平伯，〈作者底態度〉，收錄於《紅樓夢藝術論》，頁 7。

83 王國維，〈紅樓夢評論〉，收錄於《紅樓夢藝術論》，頁 3。

84 王國維，《哲學叢書》（上海：教育世界印本， 1903），頁 77。

85 叔本華著，陳曉南譯，《叔本華論文集》（臺北：志文， 1973），頁 126。



『人的最大罪惡就是：他誕生了。』」86愈是有感情者對人生即愈具有悲劇意

識，可惜中國的敘事文學如小說戲曲大部分只以娛樂或教化群眾為目的，一

直到《紅樓夢》出來，才能以詩歌中早已成熟的「抒情本體」來寫深刻的悲

劇意識，例如 36回寶玉向襲人說自己死後，「自此不要托生為人」，可見其

已深深體會生為人的根本悲哀。

寶玉在書中也有幾次對於時間發出深沉的感慨，某天在預想「花落人亡」

時，甚至像魏晉名士遇到親友逝世一樣「慟」倒。 87先說 58回，寶玉因為病

了幾天沒有出門，想去探黛玉，從沁芳橋走來，發現山石後一株大杏樹，花

落葉稠，結了許多小杏，他心裡想道：「能病了幾天，竟把杏花辜負了！不

覺倒『綠葉成蔭子滿枝』了！」然後就想到邢岫烟已擇了夫婿，再幾年未免

烏髮如銀，紅顏似槁了，因此不免傷心，只管對杏流淚嘆息。「綠葉成蔭子

滿枝」正是杜牧為一位美少女十四年後已結婚生子，因傷感無緣所寫的詩；88

賈寶玉則純粹是為了所有年輕的女性，在未享受青春之前，生命即將要被婚

姻生活消磨而嘆息萬分。 79回則是因賈迎春要出嫁，邢夫人將她接出大觀

園，寶玉天天到紫菱洲一帶徘徊，見其軒窗寂寞，屏帳翛然；岸上蓼花香

菱，也覺搖搖落落，似有追憶故人之態，既領略如此寥落淒慘之景，遂情不

自禁，信口吟成一詩。最嚴重的是 28回，寶玉聽見黛玉唱葬花辭，先不過點

頭感嘆，後來聽到「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等句，不覺慟倒山

坡之上，試想林黛玉的花顏月貌，將來到無可尋覓之時，寧不心碎腸斷！至

於寶釵、香菱、襲人等，甚至於自己，又將何在何往？彼時斯處、斯園又不

知當屬誰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復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時此際欲

為何等蠢物，杳無所知，逃大造，出塵網，使可解釋這段悲傷。」這實在是

面對死亡時無可逃避的沉痛，除非不要生為人而為無知無覺的蠢物，否則幾

無機會可以解脫。站在「抒情主體」的角度而言，「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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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叔本華著，石沖白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2），頁 352。

87 《世說新語》〈傷逝〉中描寫名士對死亡現象的反應最常用「慟」，例如「更為之慟」、「大

慟」、「慟絕」、「不勝其慟」。見頁 585-589。

88 「牧佐宣城幕，遊湖州，刺史崔君，張水戲，使州人畢觀，令牧間行，閱奇麗，得垂髫者十

餘歲。後十四年，牧刺湖州，其人已嫁生子矣。乃悵而為詩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

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蔭子滿枝。」見《唐詩記事》（臺北：木鐸出版社，

1982），頁 849。



為妄作」， 89抵拒時光流逝無可奈何的方法就是書寫，書寫可以文字重新將過

往召喚回來，不但可以暫時固定回憶，而且可借此浮木飄浮在時間的狂流

中，尋求通往未來的生機（自己的繼續存活與讀者同情的解讀）；曹雪芹用

一生心血寫作《紅樓夢》，其心情與王羲之寫〈蘭亭集序〉有類似之處；他不

但召喚記憶，而且修改、創造記憶，將人被時間無情宰制的情形倒轉過來，

這也是偉大文學作品之所以被創作出來，連作者亦無法充分意識到的偉大又

神秘之力量吧！

為何賈寶玉只是「預想」黛玉之死與庭園之亡即能慟倒？那是因為曹雪

芹在寫作時，兒時戀人已亡，而曹家花園早已屬他姓矣！ 90字面上的「預想」

就實際而言已成「後設」，《紅樓夢》中一直有這兩種聲音，大觀園的生活在

時間的迴廊裡出現回音的效應，悲固然愈增其悲，樂亦未嘗不被誇大了。回

溯至魏晉時代，士子也是如此反應，曹丕云：「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

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己分，可長相共

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殆盡，言之傷心。」91當年的歡樂並不自知，一直

要到與後來的零落殆盡相比，才明瞭當時是真樂；現在欲重拾當年之樂亦不

可得，非但是人物已逝，而且是環境已改，更可怕的是今時連拾歡的意圖都

不可得。至於當年的歡樂，不論是因人生苦短，所以必須「及時行樂」；或

是因追求現世價值並無法安頓生命，無可如何之際，只能汎若不繫之舟地

「閒遊」；或是在紅塵的大不自由中，以「選擇歡樂」作為唯一的自由；在文

字將回憶固定下來之後，「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

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

文。」92類似的心境藉作者與讀者不斷交替相連，似乎也可以達成某種永恆

之境；《紅樓夢》第 1回作者曰：「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

痴，誰解其中味？」雖不似王羲之語氣肯定，但其中的訴求是一樣的。

魏晉名士對現實世界不滿而常感悲涼，但仍需要生活，或者說若不尋求

短暫的歡樂，生命沉浸在包天蓋地的憤慨中，如何終其天年？短暫的歡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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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王羲之，〈三月三日蘭亭詩序〉，《全晉文》（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9），頁 258。

90 張愛玲認為林黛玉是曹雪芹按照他小時的「意中人」，一位寄住在他們家的孤兒寫成，見

《紅樓夢魘》，頁 225。

91 曹丕，〈與吳質書〉，《全三國文》（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9），頁 66。

92 同註 89。



得不訴諸代表自然的園林生活，所以「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落實在生活

中，即厭惡為宦作宰而嚮往園林生活，嵇康說：「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

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93後漢時仲長統所追求的理想生活即如此：

「時人或謂之（統）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為凡遊帝王者，欲

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遊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

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　，竹木周

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艱，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

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

則烹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

鴻。⋯⋯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消搖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閒。不

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94這幅理想圖之精神內涵包括：遁世無悶、

養生保命、怡情山水、游宴雅集。不過余英時強調這種生活需要有經濟背

景：「上舉數例中，馬融、孔融及何晏三人皆為漢晉之際思想變遷之關鍵性

人物，而皆富於貲產，且又好游談宴樂，足證彼等思想發展與經濟生活殊有

不可分割之關係。」95

賈寶玉的前身既是一塊賸餘無用，無材補天的畸零石頭，即象徵此石並

不具為世所用之材；但既經鍛鍊，即非真無材，只是別具一格而已。所以他

嘲諷讀書參加科考的人為祿蠹，也不願會見為官做宰的人們，更看不起仕途

經濟的學問，換言之，他不只是像魏晉名士一般不願為官而已，他對世俗的

學問嗤之以鼻，連世務都懶得應酬。至於作者給他安排的大觀園生活，更是

典型的園林樂地，他非但不需要去顧慮經濟，而且比起仲長統理想生活中

「仰足事雙親，俯足蓄妻子」的家族觀念，賈寶玉更在意的是與非家族的年輕

女孩相守在一起，這種觀念是真正反禮教與傳統的；再與魏晉鄴下文士集團

的「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96的生活相比，賈寶玉過的是更無

政治意涵，也無使才弄氣目的， 97純粹只是一種「女兒國」無所為而為的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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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新譯嵇中散集》，頁 441。

94 見《後漢書》，卷 49〈仲長統傳〉，頁 1644。

95 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頁 260-261。

96 見《文心雕龍》（臺北：粹文堂， 1975），〈明詩〉，頁 66。

97 可參考鄭毓瑜，〈試論公讌詩之於鄴下文士集團的象徵意義〉一文，收錄於氏著，《六朝情

境美學綜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96），頁 171-218。



淨生活。樂蘅軍說：「寶玉寫詩總是輸給黛玉或寶釵的緣故，因為才情、詩

藝，故然可喜可嘆，但是對名士人物來說，那也並非是安身立命的所在，也

只不過是生命中一些點綴的餘事而已。名士一方面以才情自矜，一方面又把

它棄之如土木石塊，於是藝文創作，對他們，只是偶然的寄興。」98賈寶玉

不欲與姊妹爭勝的理由除此之外，也是藉此對姊妹用情，使其在短暫的青春

期間，得以發抒煥耀的才華。

《紅樓夢》中所描述的寶玉生活為：「每日只和姊妹ㄚ頭們一處，或讀

書，或寫字，或彈琴下棋，作畫吟詩，以至描鸞刺鳳，鬥草簪花，低吟悄

唱，拆字猜枚，無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樂。」（23回）「不但將親戚朋友一概

杜絕了，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亦發都隨他的便了，日日只在園中遊臥，不

過每日一清早到賈母王夫人處走走就回來了，卻每每甘心為諸ㄚ鬟充役，竟

也得十分閑消日月。」（36回）「單表寶玉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性的逛蕩，真把

光陰虛度，歲月空添。」（37回）至於細節，如釣魚、放風箏、遊宴食珍、吟

詩作詞、秉燭夜飲、聆曲觀戲、摘花擷果等，就常常穿插在為情苦惱的間隔

中，縱使是為情苦惱也是一種「閒愁」。在曹雪芹的描述中，對此種「富貴閒

人」、「無事忙」（寶玉的綽號）的生活固然有「光陰虛度，歲月空添」的後設

批判，就像第 3回說寶玉「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淒涼，可憐辜負好韶光，

於國於家無望。」但若果時光真能倒流，寶玉會改變名士性格去貢獻於家國

嗎？只怕他會更加不慮後事，更「只管安富尊榮」（71回他向探春所說），也

就是更加珍惜那種後來不再的快樂，《紅樓夢》的寫作豈不也印證了此點？

張愛玲說：「就因為對一切都懷疑，中國文學裡彌漫著大的悲哀。只有在物

質的細節上，它得到歡悅─因此《金瓶梅》、《紅樓夢》仔仔細細開出整桌

的菜單，毫無倦意，不為什麼，就因為喜歡─細節往往是和美暢快，引人

入勝的，而主題永遠悲觀。一切對于人生的籠統觀察都指向虛無。」99從另

一角度來看，不汲汲追求《紅樓夢》第 1回〈好了歌〉所說「功名」、「金

銀」、「姣妻」、「兒孫」等世俗價值也未必消極虛無，除了因為這些事物所

得愈多，臨死又必將失去所引起的痛苦愈大的理由之外，追求現世的價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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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樂蘅軍，〈中國小說裡的名士形象及其變貌〉，頁 329。

99 張愛玲，〈中國人的宗教〉，收錄於《張愛玲散文全編》（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 1992），

頁 141。



似積極，「其實只是一種釘死了的模式的服從，是假性的樂觀進取。」像曹

雪芹一樣質疑現世價值的，而且用一種「毫不顧惜的批判態度，它根底的精

神其實是人類積極生命表現。」100也唯有不以生命為追求金銀功名等世俗價

值的工具，生活細節才能保持其無所為而為的和美暢快之本色。

五、結　語

當我們在《紅樓夢》44回看到寶玉向平兒展示他自己製造的「輕白紅香，

四樣俱美」的脂粉時，是否會聯想到魏晉的一些名士例如何晏？因為「（晏）

好色。⋯⋯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101至於書中動輒說賈寶

玉「極惡讀書」、「不喜讀書」、「不樂讀書」，甚至「除四書外，竟將別的書

焚了。」（36回）時，我們是否也會想起「非湯武而薄周孔」的嵇康？嵇康

說：「推其原也，六經以抑引為主，人性以從欲為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

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

固知仁義務於理偽，非養真之要術；廉讓生於爭奪，非自然之所出也。」102

所以六經、禮律、仁義、廉讓都是不自然的，從欲為歡、任情、尚真、不爭

才符合人性，不論是曹雪芹或其筆下的賈寶玉，對此說法想必極度贊成，甚

至在生活中表現出來；比較之下，嵇、阮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尚不能完全

爭脫政教的課題，曹雪芹在書中縱使也對君王的威權頗不以為然，但他更徹

底地反對任何尊卑之別。賈寶玉天生即不考慮濟世的問題，只管將感情注入

世界，充分發揮「才性主體」、「審美主體」、「抒情主體」之生命力量，最後

也才能「自色悟空」，得到真正的自由；阮籍不也說：「人不可與為儔，不若

與木石為鄰」？ 103寶玉前身為石，黛玉前身為木，二玉下凡即充分體會人的

世界竟如此冷酷而不真實！ 104但不走上一趟又怎能獲得如此之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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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兩段引文分見樂蘅軍，〈唐傳奇的意志世界〉，收錄於《意志與命運：中國古典小說世界觀

綜論》，頁 50、 51。

101 見《三國志》，卷 9〈魏書．諸夏侯曹傳〉附〈何晏傳〉注引《魏略》，頁 292。

102 嵇康，〈難自然好學論〉，《新譯嵇中散集》，頁 349。

103 阮籍，〈大人先生傳〉，《新譯阮籍詩文集》，頁 189。

104 據說曹雪芹有一別號「耐冷道人」，可見他對這個世界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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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nd 

the Thought of the Iconoclastic Literati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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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attitudes towards life of the iconoclastic literati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namely Ruan Ji阮籍 and Ji Kang嵇康) and Cao

Xueqin曹雪芹 (or Jia Baoyu賈寶玉, his voice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紅樓夢). In the first section, we discuss anti-Confucianism and anti-

monarchism and how the iconoclastic literati of the Wei and Jin objected to

empty ritualism and Confucianism being turned into a vehicle for slaughter in

the hands of the ruling class (Ji Kang, for instance, placed himself above social

strictures and followed nature while Ruan Ji proposed a kingless society).  For

his part, Cao expressed similar ideas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n

making no distinction between high and low, superior and inferior.  The next

section looks at the great importance attached to sentiment 情 by these literati.

Ruan was well known for his expression of true love and deep affection, while

Jia Baoyu breaks through the limits and controls on ethical relations to express

his love for not only young maids but also all living things.  Finally, we focus

on a sense of mourning over the passage of time that is a fundamental theme of

Ruan’s yunghuai詠懷 (expressing the feelings of the heart) poems and



attempts by the iconoclastic literati of the period to summon up the past and

preserve memories in their writing in an effort to combat the passage of time

and a coming death.  We find similar themes and creative motifs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nd note that Cao lets Baoyu live in the Daguan Garden

大觀園 because a retreat to such a garden is reminiscent of the ideal life-style

of those iconoclastic literati.

Keywords: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Wei and Jin dynasties, iconoclas-

tic literati, Confucianism,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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