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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本论文尝试分析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狐之形象和人狐之恋的关系，并从中探讨蒲

松龄创作狐这个形象的动机及人狐之恋中人类与异类的爱情故事。 

在第一章笔者将论述撰述此论文的研究动机、研究对象及范围、研究方法与难题、

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蒲松龄撰写志怪小说《聊斋志异》并不是第一人，但是他用自

己独特的风格来创作而使得这本书流芳百世，此外小说中将来自幻域叙述构想中的各

种人物赋予人类的情感，甚至在付出感情上比人类更有情。 

第二章，笔者将分别介绍《聊斋志异》中的狐之形象，在小说当中狐这个形象就出

现了三种不同的类型——狐妖、狐女和狐仙，各种不同的形象都有他们不同的角色。

接着将从各种不同的字源来解释“狐”的意思，在论文中笔者参考了辞海大辞典、中

国神话传说词典及许慎的说文解字这三本书籍来考察狐字的源起及其最初形象。蒲松

龄创造狐这个形象的动机也是笔者将要探讨的，现实生活的苦闷使到蒲松龄不能满足

于心中的欲望，因此只好创造这些不属于人间的角色将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注入这

些角色当中。 

论文的第三章论述《聊斋志异》中狐的类型，在《聊斋志异》这本小说中关于狐的

篇章多达八十多篇，而每个狐狸都有各自的形象特色。笔者在这里分别介绍故事中

“爱笑”的狐狸，狐狸世家女和足智多谋的狐女，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三类狐女都是

不同形象。在“爱笑”的狐狸笔者举了小说中其中两个人物就是婴宁和小翠，这两个

都是非常爱笑的女子，但是她们“笑”的背后却隐藏了人们所不知的秘密。在狐狸世

家女这节里笔者引用了青凤这个人物，而足智多谋的女狐则举了〈狐谐〉篇章的女主

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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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狐之恋也是《聊斋志异》中狐故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故事情节，在第四章笔者介

绍小说中人与狐的恋爱模式。在这一章节中笔者举了〈房文淑〉、〈张鸿渐〉、〈阿

绣〉和〈鸦头〉这三篇为例子，这三个女子都和男主人公发生了凄美的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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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聊斋志异》的作者是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又字剑臣，

淄川人。“聊斋”是他书斋的名字，在聊斋中写下许多花妖狐魅的奇异

故事，所以取名《聊斋志异》。1蒲松龄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却功名不显

的家庭。十九岁考中秀才之后就一直没能考取功名，一直到七十二岁时

才被拔为岁贡生。科举上的不得志使到蒲松龄有了撰写《聊斋志异》的

动机，蒲松龄几乎用了自己的下半生来完成这本《聊斋志异》。他将本

不属于人间的神鬼狐妖带入文本当中，同时也把自己在科举路上的愤懑

和对现实的不满宣泄其中，从而创作出一部举世闻名的著作《聊斋志

异》。 

第一节 研究动机 

所谓“志怪”,就是记载一神仙鬼怪为主要的作品。它是以“记事”

为主，并不重视对“人”的描写。“志怪”的主要源头是上古神话传

说，如《山海经》和一些史书中的记载。其次要来源还有巫事，方术、

宗教等方面。2蒲松龄并不是第一个撰写志怪小说的人，早在六朝时代就

出现了许多的志怪小说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晋代干宝先生的《搜神

记》。接着到了唐代就出现了唐传奇如《柳毅传》、《莺莺传》、《李

娃传》等。到了清代除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之外，另一个就是纪昀

的《阅微草堂笔记》。在众多的志怪小说当中，笔者会选择蒲松龄的

《聊斋志异》是因为蒲松龄跳脱了先前志怪小说的形象，他将自己的希

                                                             
1 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 年，页 32。 
2  石麟著：《传奇小说通论》，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年，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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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寄托在这些神鬼狐妖之中，并透过这些神鬼狐妖的形象来带出他所要

表达的主题，而且也把每一个形象都写得非常生动，容易把读者带入文

本当中，犹如置身其中。《聊斋志异》中就出现了许多各种不同类型的

角色，包括神仙，狐仙，狐妖，鬼妖，花仙，花妖和人类等。在这么多

的形象当中，笔者认为写得最为传神的就是狐的形象。《聊斋志异》总

共有四百多篇，狐所占的篇数就有八十余篇，多数以女性为主，除了

《丑狐》之外，其他都是长得非常标致美丽的狐女。除了狐女之外，也

有少数的篇章是以狐男为主，如《刘亮采》中与刘公为友并投生为刘公

之子的狐男和《青凤》篇中出现的孝儿父子两个狐男形象。此外，在

《聊斋志异》中的狐女的形象也与之前其他小说所描写的不一样。在此

之前的小说通常都把狐女塑造成妖艳的形象，去魅惑男人或者伤害人

类；然而在此作品中的狐女却是一反其原本的形象，狐女除了被拟人化

之外，甚至被塑造成比人类更具情义。蒲松龄将这些原本不属于狐的特

质加注在狐的身上，除了要体现出志怪小说的特点之外，更多的是把自

己的想法与不满放入这些角色当中透过文本宣泄出来，以弥补他在仕途

上所收到的挫折。笔者做这份报告是想要探究为何这些作家会创作出如

此类型的小说，他们创作这些小说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就好比这么多动

物当中，为何作者偏偏选择狐来形容女性，而文本当中把狐女的形象拟

人化了之后，更把它们塑造成有情有义的“人类”，蒲松龄背后所要带

出的意义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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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前人研究成果 

《聊斋志异》自问世以来研究它的学者多不胜数，学术上关于《聊

斋》的研究论文就包括了《聊斋》的主题思想，作者心态，女性的地位

甚至是故事中的人物性格等。此外也有学者写了一本书专门讨论关于

《聊斋》里的每一个故事以及背后所带来的意义。 

以《聊斋》为题而写的书专门谈及神鬼狐妖的有：马瑞芳著的《神

鬼狐妖的世界——聊斋人物论》对《聊斋志异》里各种不同的形象进行

分析。3刘烈茂著的《灵狐妙鬼话聊斋》则专门研究蒲松龄创造这些仙

境，狐境和故事中各种来自幻域的形象的目的。4王溢嘉著的《聊斋搜

鬼》王溢嘉认为蒲松龄写《聊斋志异》是在“记录异象”，而这些神鬼

意象虽然多属“超自然”但这些“超自然乃是我们尚未了解的自然”。

作者也拿西方出现的神鬼意象与东方的神鬼意象来对比。5另外还有叶舒

宪的《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西文化中的爱与美主题》则对《聊斋志

异》的神话故事进行解读，同时也对蒲松龄的孤愤心态进行研究，更提

出了狐、鬼和蒲松龄的中心主题性爱之间的关系至为密切。6 

在学术史上也有许多著名的学者在他们所撰写的书籍里也有关于

《聊斋》的研究以概括性的分析方法来对《聊斋》进行研究的如：周先

慎的《中国文学十五讲》则提到蒲松龄的生活还有他创作《聊斋志异》

                                                             
3 马瑞芳：《聊斋人物论——神鬼狐妖的世界》，北京：中华书局，2001 年。 
4 刘烈茂：《灵狐妙鬼话聊斋》，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 年。 
5 王溢嘉：《聊斋搜鬼》，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 年。 
6 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西文化中的爱与美主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1997 年，页 446-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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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此外探讨了文本中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7袁行霈的《中国文

学史》作者认为蒲松龄所撰写的志怪小说与前人的不同在于将怪异之事

当做曾经发生在我们身上一样的讲述出来。8除了对《聊斋》当中故事的

研究之外，学者们也有对《聊斋》故事展开批评如由傅璇宗主编，齐裕

焜，王子宽著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这本书将历代学者所撰写关于

《聊斋志异》的书籍列入其中，并将它们一一归类并进行批评。9 

除了书籍之外，也有许多关于《聊斋》的论文研究，而这当中专门

研究关于狐之形象来源的论文就有李艳的〈狐意象之演进———《聊斋

志异》中狐的人性美新探〉一文作者沿着狐文化发展的轨迹, 结合蒲松

龄生活的时代以及他的思想去探求这一原因, 并发掘《聊斋志异》中狐

仙的人性美。10《王一兵〈简论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形象〉提出狐女的意象

起源于原始初民的自然崇拜,上古时代多带有神灵色彩。蒲松龄笔下的狐

女已经升华为人性美的化身。11贺兴容〈浅论《聊斋志异》中的狐〉探析

《聊斋志异》中的狐已经锐变成一种具有人情又有狐性善变的动物。12 

                                                             
7 周先慎：《中国文学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页 345-381。 
8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页 262-281。 
9 齐裕焜 王子宽：《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年，页 373-

381。 
10 李艳：〈狐意象之演进——《聊斋志异》中的狐性美之新探〉，《陕西广播电视大

学学报》，第 4 期（2009年 12 月），页 48-51。 
11 王一兵：〈简论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形象〉，《学术交流》第 10 期（2008年 10

月），页 172-174。 
12 贺兴蓉：〈浅论《聊斋志异》中的狐〉，《学科教育》，2007 年 5 月，页 9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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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研究对象及范围 

在这次的论文中，笔者以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当中狐的形象为研

究对象。笔者之所以会选这个题目为本次论文的研究对象因为蒲松龄的

《聊斋志异》是笔者第一本接触到关于神仙狐鬼之类奇幻故事的书籍。

蒲松龄之所以会创作出《聊斋志异》这一类志怪的小说，他的人生经历

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点。《聊斋志异》里众多的狐鬼花妖与书生交往的故

事，也是蒲松龄希望能够补偿现实中不能被满足的欲望，而在蒲松龄那

个时代许多和他一样的文人也产生了这种孤愤的心态。13因为在职场上不

得志，因此使到蒲松龄发愤著书，把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或完成

的心愿，全都宣泄在文本上。因此文本当中可以常看到故事里的主人翁

多数都是以书生为主而且都是成功考取功名的，以弥补他现实中不能得

到的缺憾。《聊斋志异》的另一突出的特征就是作者借谈鬼说狐表现自

我。14 

《聊斋志异》里关于“狐”的篇章就多达八十六篇，而其中的狐又

分为狐女，狐仙，狐妖等形象。各种不同的形象都能够被蒲松龄塑造得

栩栩生动，而且原本是一只普通的狐狸，在蒲松龄笔下却变成了一个个

貌美的女性形象。除此之外，蒲松龄还赋予这些形象智慧、力量、生活

的能力，让它们能够和人类一样在人间生活，使它们与人类没什么异

样。在众多的动物当中，蒲松龄却选了“狐”这个动物来描写，一定有

其用意所在。狐狸, 体小皮滑, 喜欢居住在山洞里, 在行进或逃难时放

                                                             
13 周先慎：《中国文学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页 351。 
14 齐裕焜、王子宽著：《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年，页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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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种臭味。15从这些客观的描述来看,狐狸本身并无怪异之处。然而人

类对狐狸的既定印象总是把狐狸当成负面的事物来看待，因此自然的就

会对它产生一种与生俱来的抗拒感。如干宝《搜神记》卷十八提到燕昭

王目前的拌狐，像鬼一样能化形变幻。有一回化作一位“总角风流”的

书生，同大学者张华讨论文章，张华叹曰：“天下岂有此年少，若非鬼

魅，则是狐狸。”16但是蒲松龄却与别人背道而驰，他把“狐”的形象提

升到最高的境界，这时的“狐”已从一只动物升华为人类，而且拥有人

类该有的特征。虽然作者表面上是在写着这些狐鬼妖，但是实际上作者

如此的写法却另有意义存在。蒲松龄的这种写法存在着一种虚幻的状

态，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类是无法与这些狐鬼花妖沟通甚至谈情说

爱，冲破了以往传统的道德观念，推翻了女子无才便是德如《狐谐》篇

中的狐女，女子形象也有很大的突破如《婴宁》中的狐女就没有传统女

子的礼节，想笑就笑完全没有顾及自己女子的形象。17而这就是蒲松龄塑

造这些女子形象的目的，希望能够写出与不同于之前文人一贯的注重繁

复礼节的女子形象。 

 

                                                             
15 罗竹风：《汉语大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年，页 2747。 
16 ［晋］干宝：《搜神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页 219。 
17 藤田枯贤著，王枝忠鲁志慧译：〈《聊斋志异》研究序说一一论蒲松龄的创作心

态〉，《固原师专学报》1991 年第 2 期，页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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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研究难题 

撰写此份论文最大的难题是在此之前已经有许多的前人研究关于

《聊斋志异》，因此笔者认为如何从自己的研究当中寻求一种突破这是

最大的困难。狐妖形象已经有许多学者给予了自己对狐形象的看法，因

此笔者希望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对狐形象进行研究，并得出另一种不同的

看法与意见，例如在塑造形象方面作者不仅是将自己对社会的孤愤心态

表露出来，同时也暗藏了一些隐喻在里面。如蒲松龄塑造爱笑的狐狸形

象除了要反传统之外也借着狐这个形象来讽刺人类。另外笔者也发现到

蒲松龄的某些论点在学术上也出现了一些争执，如关于蒲松龄所描写的

女性形象是不是完全的跳脱了以往传统女子的形象。有些学者认为蒲松

龄的这种写法是接近现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但有些学者认为他的这种写

法表面上是摆脱了以往的形象，但还是受到父权制的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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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聊斋志异》中的狐形象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一部志怪小说，虽然蒲松龄不是第一个撰

写志怪小说的人，但是较能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属蒲松龄的《聊斋志

异》，《聊斋志异》里的神仙狐鬼精魅故事，不仅在叙事模式上超越了

六朝志怪小说，更为重要的是写出了不同以往“志怪”小说的叙述方

式。六朝人志怪是将“怪异非常之事”当做曾经有过的事情，记述出来

供读者阅读；18相反的，蒲松龄多是有意识地结撰奇异故事，透过这些花

妖狐魅的出现也反映了作者自己本身的现实写照，把自己想要表达的事

物呈现在文本当中。《聊斋志异》虽然是谈鬼说狐，篇中大都带有程度

不同的超现实、超人性的虚幻性，但是，许多篇章所展示的内容都不是

世外之事，身外之事，而是蒲松龄个人心声的抒发。19狐的故事,无论是

修道幻化,媚惑采补,行善助人,以及作怪为祟,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但

在艺术里可以成为可信的事,其所以可信,就是因为它具有一系列近情近

理的情节。然而人类对狐狸的既定印象总是把狐狸当成是不好的事物来

看待，因此自然的就会对这个物体产生一种与生俱来的抗拒感。虽然作

者表面上是在写着这些狐鬼妖，但是实际上作者如此的写法却另有意义

存在。 

 

                                                             
18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页 265。 
19 袁世硕、徐中伟：《蒲松龄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页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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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从字源考“狐”的意义 

  现在我们看到的狐狸只有一只尾巴，但是在古时候传说却出现过九

尾狐。为了能够更确切的了解狐的真正含义，以下是笔者从各个不同的

词典或辞典所获得关于狐的资料。《辞海大词典》对狐的解释有两种：

一是类型似犬而瘦，体长四五尺，毛色黄赤，口吻尖突耳壳为三角形四

肢，细尾长性狡猾多疑，遇敌则肛门放恶臭而遁走，穴居山林中，昼伏

夜出，捕食鼠鸟等。二是姓也，尧友有狐不谐，罐兜有佞臣狐功，是尧

舜时已有此姓。20另外在《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中介绍了九尾狐《山海

经·南山经》：“青丘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

儿，能食人。食者不蛊。”郭璞注《大荒东经》“有青丘之国，有狐九

尾”则云:“太平则出而为瑞”，又为祯祥之物。汉赵晔《吴越春秋·越

王无余外传》云：“禹三十未娶，恐时之暮，失其制度，乃辞云：“吾

娶也，必有应矣。”乃有九尾白狐，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

其九尾者，王者之证也。涂山之歌曰：绥绥白狐，九尾厖厖。我家嘉

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明矣哉！

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此即郭注所谓“为瑞”之意。考汉代石刻画

像及砖画中，常有九尾狐，白兔、蟾蜍、三足乌之属并列于王母娘娘两

侧，以示祯祥。21在许慎《说文解字》中释“狐”字时隐约透露了一点消

息：“狐，妖兽，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后，死则丘

                                                             
20 沈颐、张相：《辞海大辞典》，北京：中华书局，1947 年，页 875。 
21 袁珂编著：《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 年，页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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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从犬瓜声。”22从以上的解释我们可以知道在远古时候的狐狸并不是

妖媚的象征，反而是代表祥瑞并且是让人们膜拜的图腾。 

 

第二节 狐形象的来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狐是一种特殊的物种。狐是處於人或物、幽或

明、仙或妖之間 ‘越界’的異常之物。清代纪晓岚语: “人物异类, 狐

则在人物之间; 幽明异路, 狐则在幽明之间; 仙妖异途, 狐则在仙妖之

间。”23狐是一种不同于人物、幽明、仙妖的物种, 它有灵性, 有仙气, 

善变化。狐虽然是自然物,但其文化内涵主要表现在宗教信仰和审美创造

两方面。狐文化前期内容以宗教信仰为主, 文学作品中狐的形象塑造也

主要具有宗教的特征, 后期内容主要表现在审美创造上, 特别是清代蒲

松龄先生致力于美狐的创造, 他笔下的狐不仅形似人, 而且情胜人, 有

着可贵的人性美。24 

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当中我们看到的狐狸有些具有妖媚的形

象，甚至被人性化。但是文人开始写狐形象时并不是用妖媚的形象来描

写，而是当成一种图腾来崇拜。25在远古时候流传着一个传说，言九尾狐

有九尾不但与远古时期人们对生殖的崇拜有关更以九增加了其神秘色

彩。強調『九』（数字之极大）与『尾』（狐最重要特征，暗喻生殖

                                                             
22 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页 206。 
23［清］纪昀著：《阅微草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页 216。 
24 李艳：〈狐意象之演进——《聊斋志异》中的狐性美之新探〉，《陕西广播电视大

学学报》，第 4 期（2009年 12 月），页 48。  
25 李姗姗：〈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狐意象文化的嬗变〉，重庆：重庆邮电大学学报，

第 3 期（2010年 5 月），页 81。 



11 

 

器），強調天家子息昌盛、瓜瓞綿延之意。26后来到了唐朝时期，狐就被

归类为是妖类的动物，使人类被它们所迷惑。狐妖沿着世俗化方向继续

发展,到明清时期, 就走上了彻底的艳情化的道路。此时出现的小说,狐

妖情欲色彩浓厚,性爱甚至成为故事的主题。27 

 

第三节 蒲松龄创作狐的形象特点与用意 

 蒲松龄十九岁进学，文名日起，却屡应乡试不中，断绝了功名之

路。联系蒲松龄一生的境遇和他言志抒情的诗篇，则不难感知他笔下的

狐鬼故事大部分是由他个人的生活感受生发出来，凝聚着他大半生的苦

乐，表现着他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和憧憬。《聊斋志异》里绝大部分篇章

叙写的是神仙狐鬼精魅故事，有的是人入幻境幻域，有的是异类化入人

间，也有人、物互变的内容，具有超现实的虚幻性、奇异性，即便是写

现实生活的篇章。28《聊斋志异》里虽然谈狐说鬼但是这些形象却出现在

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因此它们出没的地方已不再是一贯的在地府或天

堂，而是我们平常生活的周围，并且幻化成人形，而不是以自己原本的

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 

《聊斋志异》虽以神鬼怪异为主要内容，却同传统的志怪小说有很

大的不同，创作目的并不在张扬神道，也不是单纯博人博己愉悦的游戏

之作或消闲之作，而是一部充满生活血肉的抒发孤愤之作。蒲松龄在常

时期中生活贫困，与穷困农民有着大体相近的生活遭遇。这样的生活，

                                                             
26 李剑国：《中国狐文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页10。 
27 李姗姗：〈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狐意象文化的嬗变〉，页 85。 
28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页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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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它更接近下层，了解和熟悉下层阶级人民的生活与思想感情；对政治

的腐败和黑暗，都有深切的感受。这种人生焦虑和幻灭感，使作家企图

超越为封建礼法和仕途所规范的现实世界29，在虚构的世界里找寻自我。

他创作《聊斋志异》，是为了抒发和消解胸中郁积的悲愤和不平。他在

《聊斋自志》中，就将《聊斋志异》称为一部“孤愤之书”，并且深深

的感叹说：“寄托如此，亦足悲矣！”30面对这个美丑颠倒的世界，他只

好在世俗信仰的冥间、或无从寻踪的异域，寻找奇闻异事，对人世间作

嘲讽性的象征，作为精神的发泄与补偿。31 

《聊斋志异》的创作特点，以写书生科举失意、嘲讽科场考官的篇

章最为明显。他饱受考试的折磨，一次次名落孙山，沮丧、悲哀、愤懑

不仅倾注于诗词里，也假谈鬼说狐发泄出来。蒲松龄除了是因为在仕途

上不得志才写出了这些狐鬼之作之外，另一个原因是他自幼爱好民间传

说，喜欢搜集精魅神鬼的怪异故事，但他不是单纯的记录，而是熔铸进

自身的生活体验和爱憎感情，以毕生精力写出了这部文言短篇小说集。

“聊斋”是蒲松龄书斋的名字32，因为在聊斋中写下许多花妖狐魅的奇异

故事，所以取名《聊斋志异》。这是一本关于神仙、狐、鬼，及妖与人

类之间的故事。而当中关于“狐”的形象的篇章就有八十六篇，可见蒲

松龄是多么重视“狐”这一个形象。在蒲松龄之前也有不少作品以狐来

形容行为不正的女子如干宝《搜神记》卷十八引《名山记》云:“狐者,

                                                             
29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页 392。 
30 [清]蒲松龄著：《蒲松龄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页 58。 
31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页 392。 
32 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页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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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古之淫妇也,其名曰阿紫,化而为狐。33除此之外狐狸给人们的感觉多数

都是狡猾，奸诈。又如在明代小说家徐仲琳创作的《封神演义》中便将

导致商纣亡国的美人妲己塑造成这样一种具有妖媚和惑乱本性的九尾狐

精。34 

狐是一种灵活多变的动物, 它的花样很多, 会耍花招, 机灵狡猾, 

常成为人们发挥想象的素材, 成为人们的闲话话题 。狐狸精的内涵不外

乎表达为美丽风骚、灵活善变的女性。蒲松龄正是采集狐狸精这些性格

特征, 揉合人的性情, 把狐写成与人没有多大差别的狐女。35狐狸, 体小

皮滑, 喜穴居, 在行进或逃难时放出一种臭味,寿命不过十三四年。从这

些客观的描述来看,狐狸本身并无怪异之处。在第二章的第一节里通过

《说文解字》对狐的解释我们知道许慎并不是把狐当作一个普通的动物

而是妖兽，而且与鬼有极大的关联，这也是为什么文人喜欢把狐鬼放在

一起的原因，所以通常提到狐狸我们自然就会联想到妖魔鬼怪。《聊斋

志异》里众多的狐鬼花妖都是幻异妖仙叙事传统中的文学形象。在《聊

斋志异》里蒲松龄某些故事把狐的形象完全的改变了，他在原有的形象

加以改写，用虚构的故事来寄托孤愤，此时的“狐”变成了有人情味的

生物，它帮助人类并且能与人类沟通，完完全全就好像真正的人类一

样，甚至与人类发生恋情，有的目的是想要加害故事中的男主角，然而

有些却是真心真意的爱故事里的主人公，甚至宁愿牺牲自己来完成他

人。人类对狐狸的既定印象总是把狐狸当成是负面的事物来看待，因此

                                                             
33 ［晋］干宝：《搜神记》，页 53。 
34 袁珂编著：《中国神话传说词典》，页 14。 
35 李红萍：〈《聊斋志异》中的人性、狐性与神性〉，《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4 年第五期，页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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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就会对这个物体产生一种与生俱来的抗拒感。但是蒲松龄却与别

人背道而驰，他把“狐”的形象提升到最高的境界，利用故事中的狐来

弥补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欲望。 

与其他志怪小说一样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也出现了专门诱惑

那些懦弱的穷书生的女鬼或女狐，先以妖艳的美女形象出现在他们面

前，令那些书生被他们迷得晕头转向，然后渐渐地吸取他们的阳气以增

加自己的法力，她们为了达到目的不折手段，极尽的表现出狐恶的一

面。虽然作者表面上是在写着这些狐鬼妖，但是实际上作者如此的写法

却另有意义存在。蒲松龄的这种写法将现实世界美化了，因为在现实生

活中，人类是无法与这些狐鬼蛇妖沟通甚至谈情说爱，颠覆了以往传统

的道德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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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聊斋志异》中各类狐女 

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狐狸，有的狐狸被

塑造成完全跳脱以往女子在封建时候的形象；还有一些狐狸幻化成人类

的形象出现是为了要报恩，帮助恩人度过难关；另一类狐狸它们虽然让

人们看到了自己真正的身躯，但正因为它们拥有一颗正直的心，所以它

们跟人类变成了知心的好朋友。在蒲氏眼中，狐鬼精怪等超自然生灵和

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但却不像人那样受到现实立法规范的束缚。36蒲

松龄在塑造狐的形象时, 将重点放在人与狐友情中动人的情感因素, 以

及植根于传统美德的伦理因素, 使得这批狐女情操、道德、情感达到了

完美的统一, 是仁爱、信义的化身。 此外文中也出现了许多不受礼教约

束的狐女形象，他们的个性都是我行我素或者与古代女子保守的形象背

道而驰。例如〈婴宁〉、〈小翠〉、〈狐谐〉等篇章里的狐女一个爱

笑，一个痴颠，一个牙尖嘴利，她们除了被赋予人的性情之外，也加注

了不同以往女子保守的形象特征。蒲松龄如此的写法不外乎是想写出对

这个世界的不满，甚至是间接的通过文本里的内容来反映现实的社会。 

 

第一节    冲破传统礼教之“爱笑”的狐 

《聊斋志异》刻画了无数独具风采的人物形象, 也描绘了大量情态

各异的笑语、笑貌, 其中,也寄寓了聊斋先生不同流俗的情感与思考。在

父权主义社会中女性境遇往往十分悲惨，她们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婚

                                                             
36 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西文化中的爱与美主题》，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97     年，页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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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的自由，没有自主人生的权利，如果不幸又生逢乱世，她们更首先成

为时代的牺牲品。在礼教束缚之下更出现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女

人必须顺从自己的丈夫不得有任何的不忠，正是因为这些从古流传下来

的礼教使到女子在社会上一直是以卑贱的地位存在。关于古代女子必须

遵从许多繁复礼节的事迹我们可以从班昭的《女诫》里头得知一二。这

本书一直被视为封建社会“三从四德”的道德标准。在《女诫》第一篇

提到：女人是什么，女人是与“卑弱”划上等号的。“卑弱”，换个说

法，就是遇事遇人，处处谦让恭敬，先人后己。“忍辱含垢，常若畏

惧，是谓卑下人也。”37从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以前的女人在生活

上是没有自由可言，甚至还要“先人后己”。而且她们必须非常的遵守

礼节，不能随心所意的笑，因为笑是放纵自我性情的一种表达。有一类

狐女来到人间，发现当时的人有许多可笑之处。人们做着可笑之事自己

并不觉得有什么可笑。狐女以新的眼光来看待世俗的事情，处处感到可

笑。笑，成了这类狐女的共同特征。38笔者以婴宁和小翠这两个人物来分

析她们的“笑”有什么意义，这两者的“笑”有什么差别。 

《聊斋志异》里总共有五百多篇的小故事，蒲松龄塑造了许许多多

的人物，在这当中他最喜欢的人物莫过于婴宁，在所有聊斋人物中，只

有婴宁被作者称之为“我婴宁”39。婴宁的身世与其他的狐女不一样，蒲

松龄把婴宁塑造成一个生活在南山之中，没有父母，而是由鬼母养大

的，没有受过封建社会里一般女子所受的礼教的教育，因此她才会不懂

                                                             
37 朱易安、柏桦著：《女性与社会性别》，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页 161-

162。 
38 刘烈茂著：《灵狐妙鬼话聊斋》，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 年，页 71。 
39［清］蒲松龄著：《聊斋志异》，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页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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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现实生活中的人情规矩，而变成与其他人与众不同的性格。40她原本是

生活在远离繁杂的城市的一个很单纯女孩，直到王子服出现才渐渐的接

触世界。在文中有一段婴宁与王子服的对话 ： 

 

生曰：“我所谓爱，非瓜葛之爱，乃夫妻之爱。”女曰：“有以异乎？”

曰：“夜共枕席耳。”女俛思良久，曰：“我不惯与生人睡。41 

 

婴宁说出这番话表面上是个傻大姐，实际上却狡黠得很，“憨”不过是

慧的隐身衣。婴宁假装不懂是因为希望王子服能将爱情表达得更加强

烈。42倘若婴宁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憨人，那么在王子服家里时决不会

表现得那么的有教养，而且还会懂得如何做家务，做针织等。除此之

外，在与鬼母离开以后还是很挂念鬼母而且向王子服请求能够让鬼母与

秦氏葬在一起，从这些种种迹象来看婴宁绝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而非憨

女。笔者将婴宁归类于冲破礼教的狐女最主要的原因是前面提到她很爱

笑，而且是无拘无束的笑，连身边的人都被她感染，可以说笑贯穿了整

篇故事的始终。婴宁是中国古代小说里笑得最开心的姑娘，她几乎把封

建时代少女不能笑、不敢笑、不愿笑的一切框框打破了。43封建专制不准

妇女笑，婴宁的性格却以无所顾忌的笑为特征。这样的少女形象显然是

                                                             
40 马瑞芳著：《聊斋人物论——神鬼狐妖的世界》，北京：中华书局，2001 年，页

69-70。 
41［清］蒲松龄著：《聊斋志异》，页 48。 
42 马瑞芳著：《聊斋人物论——神鬼狐妖的世界》，页 4。 
43 马瑞芳著：《聊斋人物论——神鬼狐妖的世界》，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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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封建礼教相对立的。因此当她来到人间就再也笑不下去了，这种写法

也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对妇女的限制与压抑。44封建时代的女子因为受到

礼教的束缚，女子要注意仪态才算是大家闺秀，然而婴宁却与别人不

同，婴宁完全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她爱几时笑就笑，也没有人去约束

她，或者说管不到她，这就是婴宁。婴宁爱笑虽然可以带给周围的人欢

笑，但是正由于她的这种毫无顾忌的个性使到西人子因此而丧命，而王

子服也差点被婴宁牵连，从来没有骂过她的婆婆此时也无法忍受婴宁的

痴傻并对她说：“憨狂尔尔，早知过喜而伏忧也。邑令神明，幸不牵

累，设鹘突官宰，必逮妇女质公堂，我儿何颜见戚里？”45而从未涉足世

界的婴宁经过这次事情之后就再也没有笑过了，即使婆婆对她说：“人

罔不笑，但须有时”
46
但是她的脸上再也没有从前的那个笑容和听到她那

爽朗的笑声了。这也许对婴宁而言不是一件好事，原本在自己生活的环

境里过的好好的，如今却来到了这个浑浊的社会，更在父权制度下使到

自己在生活上处处都受到限制，到了最后婴宁也从原来无论白天黑夜都

爱笑的女子变成了一个不爱笑的女子，结果这个社会改变了婴宁。 

另一个爱笑的狐女小翠和上一节介绍的婴宁一样爱笑，不过小翠的

笑多半带戏谑成分。小翠是聊斋中少数的狐女，为了报答救母之恩，被

母亲主动嫁给了王太常的痴儿子王元丰。婴宁爱笑是因为她的生活里没

有烦恼而且住在山上也没有在城市里来的繁杂；小翠却不一样，别人都

不愿意嫁给王太常的这个痴儿子，然而小翠却愿意那是因为小翠并不是

                                                             
44 马瑞芳著：《聊斋人物论——神鬼狐妖的世界》，页 70。 
45［清］蒲松龄著：《聊斋志异》，页 51。 
46［清］蒲松龄著：《聊斋志异》，页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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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人而是狐女而她来的目的是为了报恩。小翠在故事中的痴憨可以从几

件事情看出来，在故事一开始小翠刚嫁进来不久元丰因为不小心将球踢

到公公的脸上因此遭到夫人的责备，然而此时小翠却“俛首微笑，以手

刓床”47过后又嘻嘻哈哈的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过。第二次是夫人用棍子

打元丰，小翠当场吓哭了马上替元丰求情，过后又笑嘻嘻的和元丰两人

一起回房。接着是自己假扮成宰相来吓唬公公的敌人和将元丰打扮成皇

帝的样子，因为小翠的嬉闹差点使到整个王家都要遭殃，王御史生气的

拿着斧头去找小翠，小翠还是一样不害怕，而且还笑着对公公说：“翁

无烦怒！有新妇在，刀锯斧钺，妇自受之，必不令贻害双亲。”48小翠在

故事中就是一个遇到什么事都是以笑来带过，也不和别人起争执。她的

生活就是为了元丰而活，治好了元丰的痴呆病之后，小翠也恢复正常不

再像以前一样嘻嘻哈哈的过日子，小翠虽然是来报恩，但是无可否认这

么多年的相处下小翠也对王家有了感情，甚至到了最后还为元丰找了一

个与自己一摸一样的女子结婚。小翠虽然看起来疯疯癫癫，可是到适当

的时候她还是会有认真的一面，而且王家发生这么多事实际上是小翠将

这些灾难化解，然而换来的却是公婆的责骂与误解。就如文中的异史氏

曰： 

 

                                                             
47［清］蒲松龄著：《聊斋志异》，页 323。 
48［清］蒲松龄著：《聊斋志异》，页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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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狐也，以无心之德，而犹思所报，而身受再造之福者，顾失声于

破甑，何其鄙哉！...49 

 

换个角度想，即使是人类遇到这种情况也会产生不好的念头，但小翠却

做到了，她最终真正地将她的善和美完全体现出来。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除了以志怪出名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他所

写的故事内容其实就是在叙述现实生活中人们所经历的事情。那真真切

切、萦绕不绝的笑声, 无疑蕴涵和体现着人类自古以来对于自然天真、

无拘无束的生存状态的真诚渴望与玄想，尤其是女孩子，在古时候这些

看似平常的事情对她们来说是一种奢侈。蒲松龄塑造了这些“爱笑”的

形象，虽然旁人看来是非常肤浅而且认为他们是“不正常”的人物，相

反的他们正经起来却比正常人更正经。无论是婴宁还是小翠，他们都有

自己在社会上立足的方式，他们以自己那种似乎什么都不懂，不理世俗

的生活方式过活，但是当它们被迫面对现实时候，她们的脸上就再也没

有从前的笑容而是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 

 

                                                             
49［清］蒲松龄著：《聊斋志异》，页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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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遵守礼节的女狐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虽然出现了许许多多不同类型的狐狸，然

而这些狐狸却从来没有以自己“真实”的面貌出现在主人公面前，青凤

是《聊斋志异》中唯一让人看到她“野兽”原形的女狐。50青凤与其他女

狐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其他女狐多数不受礼教的约束，放荡不羁；然而

青凤一家却是非常的守礼教，而且家教非常严。青凤与叔父一家一起生

活，因为寄居于太原耿家荒废的旧宅，从而认识耿去病。耿去病第一眼

看到青凤就被她的美貌所吸引，然而青凤的家教甚严因此耿去病没能有

机会再接触青凤。清明节的时候与青凤偶遇的耿去病非常开心，直到过

了两年后孝儿突然出现要求耿去病救自己的父亲，青凤一家才能又在团

聚。 

  〈青凤〉是聊斋里第一个出现的书生与女狐的故事，蒲松龄的朋友

毕怡庵“每读青凤传，心辄向往，恨不一遇”。51 从而可知青凤这个形

象是多么的受欢迎，蒲松龄将青凤这个角色设定成是非常有礼教的家

族，而就单凭这一点就与其他的狐女存在着差异。不管是以往的文学家

还是蒲松龄多数都把狐女描写成是毫无规矩，放荡不羁的形象，但是蒲

松龄却把青凤变成一个有教养的狐狸，文笔的新奇也让读者有焕然一新

的感觉。青凤是聊斋里最像名门闺秀、最贞静自持的女狐，也是唯一现

出“原形”的狐狸，而且还是在耿去病的怀里从狐狸变成美女。〈青

凤〉这篇文章除了写青凤与耿去病两人之间的关系之外，主要带出的是

                                                             
50 王溢嘉著：《聊斋搜鬼》，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 年，页 28。 
51［清］蒲松龄著：《聊斋志异》，页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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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狐之间也可以拥有单纯的友情。青凤与儒叟态度的转变，主要是因

为耿生有恩于他们，但也有一个原因是他们让耿生目睹了自己卑微、软

弱的一面，而难以再维持其虚矫的假面。52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想被别人

看到的一面，文中的狐狸也是一样，在被耿去病发现了一切之后，再也

没有装作清高的必要，因此叔父也欣然的接受了他们两人的关系。当耿

去病得知青凤的叔父有难时，他一样不计前嫌的去救他，而且过后还叫

青凤一家搬来与自己家人同住。这些在我们眼里认为不可能的事，在

《聊斋志异》这些虚幻的世界中却是能够成立的，蒲松龄如此写法或许

是在告诫世人即使是人和狐狸都能够和睦相处，为何人与人之间却办不

到，反而还要无相勾心斗角的生活。 

 

第三节 足智多谋的女狐 

三国中的诸葛亮自古都是“智”的化身,《聊斋》中也有这样的人

物。〈狐谐〉是这方面的典型,标准的骂人不带脏字。53狐谐编的红毛国

的故事硬是把陈所见和陈所闻两兄弟的名字拿来取笑, 

 

马生骡子,是臣所见,骡子升驹驹,是臣所闻54 

 

〈狐谐〉之所以会被认为是诸葛亮“智”的化身不仅因为它是写文人式

武斗嘴写得非常有趣,更因为〈狐谐〉中的狐女是中国小说乃至中国文学

                                                             
52 王溢嘉著：《聊斋搜鬼》，页 29。 
53 贺兴蓉：〈浅论《聊斋志异》中的狐〉，《学科教育》，2007 年 5 月，页 97。 
54［清］蒲松龄著：《聊斋志异》，页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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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很少出现过的特殊人物,一个可以跟诸葛亮风姿相媲美的女性。而这类

女狐在《聊斋志异》中也很少出现，因此显现出她的特别。〈狐谐〉中

的狐女,我行我素,口若悬河,跟传统道德要求女性“幽闲贞静”、“女子

无才便是德”的准则背道而驰。她们狡捷机智、洞察人生、天马行空、

独来独往,不受环境限制、不受时空束,她们置身于男人世界时,不逊须

眉。55 

〈狐谐〉中的狐女机智多谋，并且能够毫无顾忌的同一群男生一起

聊天，甚至嬉闹是因为此时他们身在的是“妖境”，而不是凡是都讲求

规矩的人间。所以在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在平常生活里所看不到的

“景象”。〈狐谐〉中的狐女跳脱了以往女子规矩的形象，而是变成一

个伶牙俐齿的女子。女狐并不只一次作弄男主人公万福的朋友，第一次

与朋友们见面时狐女本来不愿意现身，但是在朋友们的要求下狐女只好

现身。然而现身后的女狐并没有乖乖的顺从他们的要求，提出了以讲故

事来代替酒，而这些“故事”都是有其特别的意义，先是以老鼠比喻成

狐狸的孙子逗得在场的客人们大笑，过后又以风趣的方式来取笑他们。

在古时候像〈狐谐〉篇中类型的女子的确很少见，那个时候女子想要读

书是一件奢侈的事，除非出生在书香门第之家。相对地，如果没有受过

正当的教育，就不懂得读书识字，更不用说能够像篇中的狐女那样利用

智慧来保护自己不被别人侮辱。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的确是一本很好

的现实写照，把平时人们不敢或不能做的事情或说的话都在文本中宣泄

说出来，把这些不可能的事情付诸于现实，因此人们读了之后会有一种

                                                             
55 贺兴蓉：〈浅论《聊斋志异》中的狐〉，页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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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安慰的感觉，从文本中得到慰藉，而这也是蒲松龄想要传达给世人

的一种讯息。 

笔者选择这四类女狐来论述因为认为这四篇故事是比较能够让我有

所启示的，如非常爱笑的婴宁，她生活的世界是无忧无虑的，不理世俗

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小翠则是会法术的狐女，因此她可以随意的创

作任何事物然后又将那些事物化为乌有，最后还将原本痴呆了十多年的

人治好。这些奇想，类乎特异功能，非一般人所能拥有。56 而我们都知

道这些事情我们普通人是做不到的，因此就安排这些情节出现在文本

里，以满足我们人类本能的不足。青凤的过于严苛的家规似乎是“狐”

效仿我们人类，原本的它们应该是狡猾的，放荡的；然而此时它们却变

成有家教的“世家”。而〈狐谐〉里的狐女则是现在女性的写造，在社

会没有那么开放时，女性几乎是没有发言权；然而在思想开通的二十一

世纪里，无论男生女生都能够大声的发表自己的言论，甚至可以担当一

国之首。蒲松龄当时所希望发生的事，当时认为遥不可及的事情，现在

终于变成了现实。 

                                                             
56 刘烈茂著：《灵狐妙鬼话聊斋》，页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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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聊斋志异》中的人狐之恋 

蒲松龄一生潦倒，郁郁不得志，把人生理想全都寄托在“青林黑

塞”之间，重新建构了历史上的人狐之恋，使人狐之恋成了蒲氏的自我

确证和自我实现，女狐们的辉煌色彩完全成了蒲氏的精神安慰。57人与异

类相爱的故事被表现为以性爱始，以情爱终的格局，其中深蕴着作者在

世俗礼法之外自己构建的性爱道德标准。可以说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已经

远远不再是传统中的狐女了,她们已经升华为人性美的化身,这也使得狐

女形象第一次从普通的市民阶层的传奇故事中走到高贵的文学殿堂。58在

《聊斋志异》中，作者借助花妖狐鬼等超越常人的异类形象，在文本中

将女性的地位提高了，女性有更大的自主性和更强的独立性。在爱情

中，她们扮演的往往是握有决定权的角色。她们不顾封建礼教观念，不

以贫富、门第为限，全心追求真爱，通过自身的努力去争取圆满的结

局。传统观念中作为男人勊星的狐妖鬼女们，在蒲氏笔下反而成了男人

的救星，成了无数穷困无望的书生们的保护女神，也充当了作者构拟理

想中的性爱乌托邦的媒介和化身。59人与异类在现实生活中原本就没有相

交之处，即使有也会出现不良的沟通。但是文学家却用自己的妙笔将这

些动物拟人化使到人与异类能够以人类相处的方式沟通甚至发生恋情。 

 

 

                                                             
57 吴光正：《中国古代小说的原型与母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

页 265。 
58 王一兵：〈简论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形象〉，《学术交流》第 10 期（2008年 10

月），页 172。 
59 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西文化中的爱与美主题》，页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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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不离不弃的人狐之恋 

现实生活中是男尊女卑的社会，男人永远有说话的权利，而女人却

只有默默地在一边做一个旁听者。但是《聊斋志异》却把这个传统给打

破，由于与蒲松龄的仕途不如意有关，文本中的男主角多数是文弱书生

或者自主性没有那么强的男性。相反的，女性的形象却大大的被提高

了，在文本中女性不再是懦弱的代表，而男性则变得非常的渺小。蒲松

龄自抒心声的作品，在爱情故事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因为在《聊斋志

异》的一部分爱情故事中，存在着一个相当稳定的结撰模式：男主人公

大多是现实社会中贫寒失意的书生，女主人公则出于幻域，大都年轻貌

美，温柔多情，善解人意。她的出现，不但给书生以性爱上的满足，而

且往往助书生摆脱穷困或科举有成。60将狐拟人化蒲松龄并不是第一人，

但是能够将狐与人类之间的故事写得那么生动而且赋予新的形象，确实

是蒲松龄不同于别人之处。狐女的出现除了祸害人们之外，也有帮助人

类渡过难关的“好”女狐。“爱情是自私的”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然

而《聊斋志异》中的女狐却刚好相反，她们虽然知道对方已经有了妻子

却还是愿意跟他在一起，甚至还主动帮忙他的家庭解决问题，体现了一

个“女人”难得一见的大方，而这些是身为人类的我们很难做到的。 

《聊斋志异》卷十二的《房文淑》写开封人邓成德游学到异地,跟美

丽的狐狸精房文淑相识相恋,同居并生了一个儿子。由于邓成德的妻子不

育,得了儿子的邓成德很高兴,邀请房文淑跟自己回家,而她的回答却是： 

                                                             
60 袁世硕、徐中伟：《蒲松龄评传》，页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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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多谢! 我不能胁肩谄笑,仰大妇眉睫,为人作乳媪,呱呱者难堪也。

61 

 

在这一个故事里，蒲松龄把狐的形象彻底的改变了，这里的狐是一个通

情达理的狐，更可以说拥有了人的性情，知道邓成德有妻子就拒绝了

他，不是一般给我们既定印象会去破坏别人家庭幸福的狐狸。即使是人

类如果与一个男人发生了关系甚至还生了一个儿子，也会希望能够有一

个名分，但是这里的狐女房文淑却表现的非常大方。甚至还主动帮助邓

成德的妻子让她有奶水喂自己生的孩子，过后还筹钱给她，帮助她渡过

难关，甚至把自己的孩子给了他们夫妻。房文淑的出现不只给了邓成德

希望，也解决了邓成德在生活上所遇到的困难。倘若没有房文淑的出现

也许邓成德还只是一位在庙里为人抄写经书的书生。邓成德只是一个落

魄的书生，遇到了房文淑后他的生活才渐渐的有所改善。在蒲松龄生活

的那个年代，每个读书的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考取功名，然而在当时考取

功名是件艰难的事，由于社会的腐败，即使拥有很好的学历也不一定能

够考取功名。因此就出现了许多类似蒲松龄情况的书生，而故事中的邓

成德就是蒲松龄的生活写照。现实生活的困顿变成了蒲松龄写作的灵

感，因此在文本当中我们能够很深刻的感受到那种对生活感到绝望的书

生，遇到了这类“奇女子”之后是如何从生活中的低迷走出来。故事中

的房文淑除了让我们看到爱情并不是占有之外，也让我们看到成全自己

的另一半也可以是爱情的一部分。房文淑的伟大在于她即使有了自己心

                                                             
61［清］蒲松龄撰：《聊斋志异》，页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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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人的骨肉也不惜一切的将孩子给予自己情人的妻子，在经济上给予

娄氏帮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她也算是替邓成德尽了丈夫该做的事。此

外不得不说邓成德也算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因为最后他还是回到了自

己妻子的身边，虽然是房文淑拒绝了他，但是至少她还记得家里还有一

个人在等着自己，而那个人就是他的妻子。至少在他渐渐地事业有成之

后他还记得他远在家乡的妻子，而不是因为有了新的伴侣而把曾经与自

己同床共枕的妻子忘得一干二净。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房文淑这个

狐女是一个付出不求回报的女狐，而且也有自己的主见，自己的生活由

自己来主宰，并没有靠他人来为自己决定。她虽然为了邓成德生了一个

孩子，但是却拒绝与他一起生活，反而是鼓励邓成德回去自己妻子的身

边。虽然蒲松龄此文本里出现的女性形象不再是弱不禁风的女子，但是

还是不经意地将父权主义渗入其中。女人历来被视为传宗接代的“工

具”，因此当房文淑替邓成德生了一个儿子以后，邓成德马上就想带她

和孩子一起回家，从这里就可以明显的看到对于古代男子来说延续自己

的后代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家里的妻子不能生育而房文淑却做到了，因

此他迫不及待的想要带孩子回去认祖归宗，而身为女性的我们则一直被

父权主义牵制着。 

 在《张鸿渐》中,张鸿渐因状告官府被迫流亡。途中到狐仙舜华家

中借宿,舜华见他是个正人君子,主动提出跟他结为夫妻,然而张鸿渐坦言

自己已有妻子。正因为他的坦诚,舜华坦然与他结合。后来张鸿渐回家后

又因杀人而被官府捉住,在押送途中遇到舜华，虽然他们两人已经分开

了，可是当舜华看见张鸿渐有难时，却说：“依兄平昔，便当掉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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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然予不忍也”62果断的帮助了张鸿渐。张鸿渐老实而有点儿怯懦，真

诚而有点儿迂腐，善良而有点儿软弱，既不能铁肩担道义，又不能呼风

唤雨、踢天弄井，更不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诚笃、儒雅是好人张鸿

渐的底色。好人有好报，好人危难时刻遇救星，是张鸿渐的鸿运。63此篇

的故事与其他故事不同之处在于，除了描写狐女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之

外，男主人公也是一个奇特的角色。以往男主人公的角色多数都是贪恋

狐女的好，但是张鸿渐却与他们相反。当他得知舜华是狐仙之后第一件

事就是请求舜华让他与妻子团聚： 

 

卿既仙人，当千里一息耳。小生离家三年，念妻孥不去心，能携我

一归乎？64 

 

从这段引文我们可以看到张鸿渐对妻子的心，既然知道了舜华是狐仙不

但没有利用她去做一些不正当的事，只是要求她用仙力让自己能够见妻

子一面。虽然张鸿渐现在的生活已经拥有了舜华，但是他却灭有忘记自

己还有一个贤妻在家里等着自己回家，而舜华为爱情所作出的牺牲也是

让人们非常感动。此外我们只能大声地为舜华喝彩，需要帮助的时候,舜

华会挺身而出,平安团聚时却默默离开。这样的狐女充满独立意识和舍己

精神,并且重情重义,只求为所爱的人无偿付出,丝毫不取回报。 

                                                             
62［清］蒲松龄撰：《聊斋志异》，页 399。 
63 马瑞芳著：《聊斋人物论——神鬼狐妖的世界》，页 194。 
64［清］蒲松龄撰：《聊斋志异》，页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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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途遇仙是浪漫之至的故事，舜华是广有法力的狐仙，按说，应该

明察秋毫，预知张鸿渐的身份和遭遇，不会怪罪老妪私留“匪人”；应

该先知先觉，知道张鸿渐家中有妻。然而蒲松龄却将故事写成如同现实

中素不相识的青年男女意外相逢，一个是穷途末路读书人，一个是士族

人家当家女，他们两人是如何通过相知相识直到相爱的过程。65虽然是狐

仙但是舜华却将她的法力用在好的地方，帮助张鸿渐度过一个又一个的

难关，而且到了最后舜华也间接的帮助他们让他们一家团员。她追求爱

情，但并不是为了爱情才对张鸿渐好，在得不到爱情时仍然乐于助人。

在她的人生价值观中，显然有比爱情更高、更珍贵的东西。66舜华每次都

是在张鸿渐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他，第一次是到舜华的家里借住“幸是风

雅士，不妨相留。然老奴竟不关白，此等曹操，岂所以待君子！命妪引

客入舍”67；第二次是张鸿渐被官府押送的途中，“女出，以手指械，械

立脱，曳张共跨一马，驶如龙。”68即使最后张鸿渐选择的人不是她，但

是舜华还是愿意为张鸿渐付出并且不求回报，这种境界是蒲松龄之前的

作家们写狐狸精所没有达到的。舜华的故事让我们忘记了她的狐性,她完

全是一个活脱脱的“女人”。她的狐力与狐媚更有人性、人情与理性,这

是作者用“狐性”对现实人物进行理想化处理的结果。 

 

                                                             
65 马瑞芳著：《聊斋人物论——神鬼狐妖的世界》，页 196。 
66 周先慎：《中国文学十五讲》，页 359-360。 
67［清］蒲松龄撰：《聊斋志异》，页 398。 
68［清］蒲松龄撰：《聊斋志异》，页 399。 

 

 



31 

 

第二节  歌颂青年男女真挚的爱情 

奇幻是《聊斋》艺术构思的特点。不过，它常常从现实入手。69一般

情况下,蒲松龄描写人狐相恋,开篇多是书生与佳人偶然邂逅,惊鸿一瞥,

遂令书生归后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继而千寻万觅,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而《阿绣》开篇却是从海州青年刘子固迷恋杂货铺的人间少女阿绣开始

的。70以往的狐女都是美若天仙，其美貌无法与人间的女子媲美，然而此

篇的少女阿绣其美貌却让狐女心生羡慕并萌发把自己的模样变得跟阿绣

一模一样，只因为想要跟真的阿绣比美。故事里出现了两个阿绣，一个

是真的阿绣，另一个是狐女变成的阿绣。男主人公刘子固因为喜欢阿绣

而常常去光顾阿绣家开的店但是过后向阿绣求婚却听到“阿绣已字广宁

人”71。过后偶然的机会让他遇见了阿绣，结果这个阿绣却是假阿绣，然

而太过于想念阿绣的刘子固却没有发现这个假阿绣与真阿绣其实存在着

许多的差别。第一已经过了三年，不可能还是穿着同样的衣服；第二，

真阿绣的脸色没有像假阿绣那样苍白；第三假阿绣住家的附近除了几家

邻居之外并没有其他户人居住了，因此他现在遇到的肯定是狐媚，再加

上又有仆人的确定更加认定她遇到的阿绣是假的。此时刘子固也显出了

原形，马上由喜欢变成对这个自己迷恋许久的女子有所保留。 

狐女阿绣对刘子固的爱是自我牺牲,当她得知刘子固依然还是喜欢着

真的阿绣时，她毅然的选择退出这场爱情成全他们，有时候文艺作品中

                                                             
69 刘烈茂著：《灵狐妙鬼话聊斋》，页 73。 
70 刘艳玲：〈从《阿绣》看蒲松龄的浪漫主义爱情观〉，《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

报》，第 2 期（2010年 4 月），页 63。 
71［清］蒲松龄著：《聊斋志异》，页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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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异类似乎比人类更纯洁更执著。狐女爱刘子固爱得深沉真实而忘我,她

成全了他们。72蒲松龄毕竟是创作高手。他写阿绣美是为了引出一个精神

境界比阿绣更高更美的假阿绣。73有了假阿绣的介入，刘子固的恋爱故事

增加了新的色彩变成了三角关系。假阿绣同样必须接受这种考验，因为

他真的爱上了刘子固。可是当假阿绣知道刘子固还是爱着真阿绣时，她

很大方的选择退出，而且还主动让他们两人相遇，将她送到刘子固的身

边，有情人总成眷属。阿绣是一个奇女子，其他的狐女都是为了要接近

男主人公才会与他们相识，然而此篇的阿绣却是为了要与真阿绣比美才

幻化为阿绣的样子，因此而认识了刘子固，虽然如此，她还是对刘子固

动了情。“真”“假”二字，虽是小说文眼，“美”字却在小说情节中

起最重要的杆杆作用。
74
整篇故事缘起于“美”，刘子固因为少女阿秀的

美貌而对她动情，过后又因为狐女变成了阿秀的面貌而把狐女当成了阿

绣，接着又在狐女的帮助下找到了真的阿绣，就连刘子固的母亲也被阿

绣的美貌吸引，认同了她的美貌，而狐女阿绣出现就是为了要与真的阿

绣比美，倘若不是因为“美”，也就没有真假的阿绣出现了。狐女在追

求阿绣形态美的同时，获得无与伦比的内心美。在修炼形体美的同时，

精神得到升华，获得了道德美。小说始于狐女仿阿绣，终于阿绣仿狐

女。狐女、阿绣合为一体，是美的化身。75 

 

 

                                                             
72 刘艳玲：〈从《阿绣》看蒲松龄的浪漫主义爱情观〉，页 65。 
73 刘烈茂著：《灵狐妙鬼话聊斋》，页 75。 
74 马瑞芳著：《聊斋人物论——神鬼狐妖的世界》，页 18。 
75 马瑞芳著：《聊斋人物论——神鬼狐妖的世界》，页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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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动人心弦的妓女之爱 

妓女是人类才有的职业，然而想法独特的蒲松龄却将狐幻化为狐

妓。人们常说妓女都像狐狸精，如今狐狸精在蒲松龄笔下却变成了妓

女。鸦头虽然不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唯一将狐女写成妓女的篇

章，但是鸦头的坚强的性格和对亲人的爱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鸦头从

一开始就不愿过卖笑生涯，不愿成为任人玩弄的妓女，她所希望的就是

像普通老百姓一样，能够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然后过着幸福快乐的生

活。鸦头虽然是狐女但是却是一个无法违抗母亲的小狐狸，甚至因为不

肯接客而被母亲毒打。鸦头虽然出身低贱却为人清高，年纪虽小却老谋

深算，而且有着与自己年龄不符合的心智和坚强的意志力，即纯真又幸

福。鸦头不肯接客而老是被母亲毒打因为她希望能够出现一个自己真正

喜欢的人来把自己赎走，直到她遇到了王文，鸦头就认定了这个人可以

让她认定一生。于是鸦头老是在王文的身边走来走去吸引王文的注意，

结果真的让王文对她倾心。于是王文就以十五金致鸨求见鸦头，结果鸦

头却一反常态的答应了老鸨的要求去接客但是必须从王文开始。从此刻

开始鸦头就体现出她深谋远虑的计划，命运让鸦头出身在这种妓女世

家，母亲是老鸨这也是不能改变的事实，但是鸦头却不想跟母亲和姐姐

走一样的路，因此决定自己去改变。或者应该说王文的出现让鸦头的生

活出现了新的生机，与王文认识的当晚，鸦头便向王文提出两人一起私

奔到一个母亲找不到的地方两个人一起生活。鸦头在带着王文逃亡的那

一天就告诉了王文自己的身份并没有隐瞒，这是需要勇气的，毕竟他们

也才相识一天。当王文在苦恼着以后的生活应该如何继续时，鸦头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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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人一样不疾不徐的提出做生意的方法，一点一滴从低做起。就这样

渐渐地家里的经济情况也慢慢的有了起色。也许我们应该佩服鸦头一个

十四岁的少女竟然能够那么的精心的去规划自己的将来，或者这是鸦头

一直以来的梦想，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离开妓院这座监牢，因此她才会对

自己的未来规划的那么清楚，完全知道自己下一步应该如何走下去。过

后因为被母亲发现了自己的住处而被母亲强带回家，而且一关就关了十

八年，自己的儿子也已经十八岁了。在被母亲囚禁的这十八年里，鸦头

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即使是这样在她的心理仍然认为母亲和姐姐是应

该尊敬的，甚至不许自己的儿子去伤害他们，结果因为这件事让鸦头狠

下心将自己儿子的狐筋挑掉，从此以后他们的儿子就变得非常的温顺。 

社会是现实的，因此人们也跟着变得现实，然而蒲松龄笔下的妓女

无论是〈鸦头〉、〈细侯〉还是〈瑞云〉都是选择社会下层人物为对

象，都是穷而有情的书生，表现了他的独特见解。在他看来，等级森严

的封建制度，根本不允许那些贵族子弟娶妓为妻。76也许蒲松龄认为妓女

是属于社会下层人物因此她们应该和书生比较匹配，因为通常有钱有势

的人都是为了寻求一时之乐而与妓女在一起，过后又将他们抛弃或忘得

一干二净。也许这就是妓女的命运，即使真的遇到自己喜欢的人，也未

必能够在一起。然而鸦头为了自己的幸福不顾一切的表现却是当时社会

女性生活的典范，王文对鸦头的爱可以从他得知鸦头被囚禁时所说的话

体现出来: 

                                                             
76 刘烈茂著：《灵狐妙鬼话聊斋》，页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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妾幽室之中，暗无天日，鞭创裂夫，饥火煎心...77  

 

虽然心里的内容并不多，却把她对王文这十八年的想念都倾注在里

头。而王文看了这封信之后除了心疼妻子受了这么多苦之外，马上和儿

子一起去找她，结果儿子成功的将鸦头救出来，一家三口终于能够团

聚。鸦头和王文可以说是历经了许许多多的难关到最后终于修成正果可

以在一起，虽然当中分开了十八年，但是他们对彼此的爱意并没有减

少，这是值得读者赞赏的。一个妓女出身的狐女能有如此轰轰烈烈的爱

情，应该也了无遗憾了吧！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写了许多人狐之恋的爱情故事，然而每则

爱情故事里头都隐约透露出一些讯息，如父权意识对女性的影响，现实

社会对那些贫弱书生带来的烦恼等。正因为如此蒲松龄将原有的女子形

象改变，因此文本中的狐女们都拥有自己的主见，变成独立自主的女

性。无论是伟大的房文淑还是割爱的〈张鸿渐〉中舜华她们的出现都是

在帮助男主人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男人就像蒲松龄一样即使有文采，

饱读诗书却还是一样不能考上，因此在现实中她们的生活是非常苦闷而

且也有许多的委屈，但是他们的委屈却不能向任何人倾述。所以蒲松龄

就将这些在现实生活中所得不到的，在文本中塑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狐

女出现，让他们帮助那些懦弱无能的穷书生改变命运。倘若没有房文

淑，邓成德和妻子也不会有孩子，他们家里的经济问题也不会有改善；

倘若没有舜华的出现，张鸿渐根本就不可能会存活下来，更不用说一家

                                                             
77［清］蒲松龄著：《聊斋志异》，页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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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聚。〈阿绣〉中的少女阿绣如果没有狐女阿绣的帮忙也许已经葬身战

场之地了，狐女阿绣不只救了少女阿绣更让她与刘子固重逢，这是何等

的崇高的爱情，狐女阿绣不去计较刘子固之留恋少女阿绣反而还救了她

更让她能够与刘子固相见，在狐女阿绣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爱情无私的奉

献，也许这就是爱情最高的情操，然而狐女阿绣却做到了。她在监牢里

的那十八年，因为与王文的约定那十八年她因为不肯接客而被母亲囚禁

起来，除了表现出她坚韧不拔意志之外，也让人们看到了她对王文浓浓

的爱意。蒲松龄的爱情观就是与人不一样，别人都喜欢将妓女与富家子

弟联想在一起，然而他却将妓女与穷书生放在一起，其实这样更能凸显

出妓女们自己的清高。以上四位女主角她们对爱情的付出让人非常感

动，而且多数都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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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构塑了许多当中对传统妖异的文学叙事人

物的角色，有所承袭，也有所衍异，以借此揭露当时社会的种种弊态。

蒲松龄不只把社会的现象反映出来，也把当时人民心里的想法透过文本

的人物形象表露无遗，这也是这部书能够引起人们产生共鸣的地方。 

蒲松龄塑造狐的形象因为狐狸可以被赋予人性，变成具有人情的

狐；也可以成为无恶不作的狐；也可以成为拥有法力的狐仙，乐于助人

的狐，同样都是狐却可以被塑造成各种不同的形象。蒲松龄塑造这些虚

构的角色是因为现实与理想的差距难以跨越，而狐仙的出现正好可以超

越现实限制来满足人们对现实的欲望，从而达到互补的一个作用，以得

到心理的补偿。 

此外，透过文本也可以看到父权主义在当时的社会是非常重要的。

文本当中许多的故事都是与父权有着相当大的联系，如房文淑为邓成德

生了孩子之后似乎马上被邓成德认可并提出带她回乡见公婆等。这些内

容都是父权主义下衍生出来的课题，在蒲松龄生活的那个年代，女子除

了要遵守许多礼节之外，也必须听从于男人的话，女子没有任何的权

利。而蒲松龄在文本中就大胆的进行颠覆，创造出了许多勇敢，机智，

不愿屈服于封建礼教的女子形象实为一大突破。笔者认为此部小说除了

让人们能够感受到蒲松龄自己幻想出来的灵异世界之美妙之外，也透过

这些幻想出来的灵异世界了解到蒲松龄生活的那个年代所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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