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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论文的研究题目是《红楼梦》“笑” 的美学研究。本人将以书中人物的

笑态、笑语为研究对象。这些的“笑”对《红楼梦》的影响体现在多方面。从

人物的形象、关系、身份地位的外在方面，到性格、心理状态的内在方面都是

本文所要探讨的部分。 

论文第二章的题目是笑的种类。在这里本人将其分为三个部分：表情、人

物身份。关系及心理状态。首先论文里把“笑”分为阳刚与阴柔的简单地做了

简介。接着，通过第四十回里〈史太君两宴大观园，金鸳鸯三宣牙牌令〉的场

景，针对各种不同种了的笑，对人物的表情、人物的身份、关系及人物的心理

状态进行分析，以便读者对此可以更加的了解。 

论文第三章是“笑的美学功能”。这里将其分为四个部分：阳刚美、阴柔

美、真实美及虚伪美。根据这四种美学，将大观园中不同的笑进行分类。其中

大部分以王熙凤为例子。这是因为本人认为，她的“笑”是集合了这四种的美

学。在这一部分，本人面对了对美学的资料不足的窘境，但所幸仍可以对这四

方面美学以例子来加以阐释。 

论文第四章是笑所表达的人物特点这其中包括了人物的形象及性格。通过

作者对《红楼梦》中人物的笑态，恰当地展现了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从其笑的

神态描写反映了深刻的生活内容。在撰写此章前，本人先阅读了部分人物资

料，因此过程中并未面对过大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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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之结语，主要总结出每章的研究论点，总结出研究的结果，分析出

本文不足之处作为未来相关课题的研究方向。 

基于笔者的能力与学养之不足，以及时间仓促，因此本论文并未能很好地

把《红楼梦》里所有的“笑”完整呈现出来。尤其笑的心理学资料掌握甚为不

足。本论文主要整理了“笑”的功能，若以后有志及有兴趣于研究此课题者，

可以从“笑”的内涵及心理功能着手，以便可以更全面地探讨此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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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红学研究现状 

    自《红楼梦》成书两百多年来，“红学”的研究遍及全世界，人人都争相

的投入其中。单是《红楼梦》的外文本的流传就大约有十多种1，因此研究的水

平相对的也有了惊人的提高，使得红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红学的研究学者对《红楼梦》的研究方法给予了高度重视，并运用了不同

的角度来探讨《红楼梦》的情节结构、人物形象塑造及其悲剧结局的美学价

值。就目前已出版的论著及公开发表的论文而言，研究者开始多方面地探索

《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成就。 

如下列这些书目都是红学学者所探讨过的领域，这其中包括了《红楼梦的

文学价值》2、《红楼梦研究》3、《红楼探源》4，《红楼心解》5、《脂砚斋重

评石头记甲戌校本》6、《红楼梦脂评辑校》7、《红楼梦情结》8、《曹雪芹文

艺思想新探》9、《红楼梦魔》10、《红楼梦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11、《红楼梦

与政治人物》12、《红楼梦辩》13、《红楼梦哲学精神》14、《红楼梦评论》15、

                                                           
1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上海：复旦大学，2004 年。 
2
 罗德湛：《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台北：东大发行，1998 年。 
3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 
4
 吴世昌：《红楼探源》，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 
5
 俞平伯：《红楼心解》，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 
6
 ［清］曹雪芹；［清］脂砚斋评：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年。 
7
 郑红枫、郑庆山辑校：《红楼梦脂评辑校》,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年。 
8
 孙彦庄：《红楼梦情结》，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08 年。 
9
 翟胜健：《曹雪芹文艺思想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 
10
 张爱玲：《红楼梦魔》，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5 年。 

11
 詹丹：《红楼梦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3 年。 

12
 司马璐：《红楼梦与政治人物》，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0 年。 

13
 俞平伯：《红楼梦辩》，上海：上海书店，1990 年。 

14
 梅斯林：《红楼梦哲学精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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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佛学辞典》16等。这些领域涉及之多包括了人物论、版本论、思想论、

价值论、哲学论等等。 

而与本论文相关的书籍这包括了《红楼梦对话研究》17、《红楼梦人物研

究》18、《红楼梦历史与美学的沉思》19、《红楼梦人物论》20、《红楼梦的语

言》21等。这些书籍虽然未必都用在本论文中引用，但却给本人提供了不少的观

点。 

红学的研究甚至跨越了影视、戏剧等领域，对曹雪芹《红楼梦》的改编及

创作多不胜数。22而最早将《红楼梦》的情节搬上荧幕的是梅兰芳。1924 年

秋，民新影片公司将梅兰芳演的 5 出京戏片段，拍摄剪辑成一部两本长的戏曲

短片，其中就有《黛玉葬花》。接下来几十年，少说也有二十多个版本的《红

楼梦》出现在影视上，而其中被誉为最经典的则是 1987 年由王扶林所执导的版

本。而目前最新的版本则是由李少红所执导，历时约 1 年多的“新版红楼梦”

也于 2010 年 9 月在中国北京电视台及安徽电视台播出。 

近几年，台湾出版了十多种的研究专著，如王三庆的《红楼梦版本研

究》，徐有仁等的《程本红楼梦研究》。这些书虽然综合了诸家的研究成果，

但其中也不乏他们个人的见解，对版本研究的深入，有着其参考的价值。 

                                                                                                                                                                      
15
 俞晓红：《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 

16
 灵悟：《红楼梦佛学辞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年。 

17
 孙爱玲：《红楼梦对话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 

18
 郭玉雯：《红楼梦人物研究》，台北：里仁书局，1998 年。 

19
 丁维忠：《红楼梦历史与美学的沉思》，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 年。 

20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年。 

21
 吴竞存：《红楼梦语言》，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 年。 

22
 白盾：《红楼梦影评》，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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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方国家如美国、英国等国家的研究课题转移的较快，而当地的红学

研究，目前正处于沉寂的时期。虽然发表的红学论文较少，但这些国家的红学

家对于红学研究的成果及新发现的文物、档案、资料等都极为的关注。从种种

的迹象发现，随着红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新的研究资料的发掘，西方国家的红

学研究将会出现一个新的热潮。 

第二节：研究范围 

在《红楼梦》中，不同人的笑，都代表了不同的人的性格、地位。如黛玉

因为敏感的性格，自身对寄人篱下的自卑，因此她较多地是“冷笑”；而宝钗

是典型的大家闺秀，因此多是“抿嘴笑”等等。这些的笑所体现出来的美学功

能，都通过人物的性格，背景及动作而显现出来。如第四十回中《史太君两宴

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一幕，虽然文字不多，但对大观园中各人的关系，

人物的性格及心理状况都描写得非常的生动。 

此外，不同的“笑” 同时也可以产生不同的美学功能，包括了阴柔的

“笑”及阳刚的“笑”。而阴柔的“笑”有包括了委婉、含蓄、羞怯、诡异

等；而阳刚的“笑”则包括了爽朗、开放、畅怀、打动人心等。这些的“笑”

所产生的美学功能，也是本篇论文中所要研究的一环。 

而最后，将根据个人所体现出的“笑”，来探讨出其性格、形象及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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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研究方法 

一直以来，对于《红楼梦》里人物的“笑”，前人基本上都不曾研究，所

以“笑”对研究《红学》里边的专门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读者在阅读《红楼

梦》时，对其中人物所表达的“笑”了解得非常的肤浅，对内涵实际上都没什

么了解。因此，本人觉得有必要在这一个问题上深入的研究。 

在研究这个题目时，本人认为必须要有一套详细的统计方法。首先就是得

通读原著，即是曹雪芹所著的《红楼梦》前八十回。而在阅读的过程中，把小

说里第一回至第八十回中所有有关“笑”的资料全都详细地统计起来，以便在

之后的研究过程中，全面地了解“笑”在书中是如何分布。 

而在详细统计的基础上，根据所记录下来的材料，首先将按小说中人物的

性格来进行分类。不同人物的性格，所体现出的“笑”也会不同。性格较为开

朗的“笑”多是“哈哈笑”、“拍手笑”等；内心较为阴暗或另有所图的人所

体现出来的笑就多是“阴笑”、“奸笑”等；而如黛玉敏感的性格，因此她所

体现的“笑”多的是“冷笑”。 

接着再按府中人物的身份地位进行分类。人物的身份的高低，会体现出不

同的笑。如身份地位较高的人，所体现出的“笑”多是没有顾忌，可以畅怀的

笑；反之，所体现出的“笑”都是较为含蓄。就如王熙凤一出场的“笑”就可

体现出她在府中地位的超然、身份与他人的不同。而由于刘姥姥的地位低下，

因此她的笑多是“陪笑”或是“逗趣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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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人物所受的文化教养也将影响人物所体现出的“笑”。如类似黛

玉、宝钗等有受过教育，因此她们的笑多是较为内敛。而如刘姥姥、晴雯等由

于不曾受过教育的熏陶，因此她们的笑多是较为开放。而将“笑”分类得如此

多方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考察人物的形象及其所带来的美学功能。 

在分类完成后，就得在这些类别中取出最具有代表性的材料用来证明这些

“笑”如何在人物的塑造、美学意义等各方面都起到了作用。就如大观园里的

凤姐，一出场就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笑”，从中显示了她在府中身

份地位的特别。作者在这里不仅成功的塑造了凤姐的形象，同时也把当时的个

人物的心态体现出来。此外，不同的笑所表达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内心世界及

凸显人物的主次都起了作用。而这些“笑”所起的美学效果包括了发至内心、

假笑等都影响了整体感受，使小说中的场景体现出诙谐、率真、天然等不同的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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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研究难题 

《红楼梦》问世至今已约莫过了两百多年，在这两个世纪里，它一直是处

于“被研究”的状态。世上大概没有多少本书可以像《红楼梦》一般地让人如

此爱不释手，在鏊子上翻来覆去的煎烙着。可见《红楼梦》的确是一部奇书。 

而《红楼梦》里可以让人研究东西的确是不胜枚举，从人物性格、思想主

题、版本研究到大观园里的花草树木、瓶罐碗碟、衣食住行等等，都曾让人具

体的研究过了。因此要在这些研究上再发现新的辟论或新的观点，都是比较地

难以做到；即使有，也不如前人做得精彩。 

而对《红楼梦》中的“笑”具体的情况是怎样，前人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解

说。为此，在这份论文中，本人以“笑”为题目，来研究《红楼梦》中的人物

所表现出各个不同的笑。如“含笑”、“陪笑”、“冷笑”、“奸笑”“讥

笑”、“嘻嘻笑”、“坎坎笑”、“哈哈笑”、“失声笑”、“伸舌笑”、

“拍手笑”、“抿嘴笑”、“摇头笑”、“挤眼笑”、“点头笑”、“假意

笑”、“似笑非笑”、“哄然大笑”等等。这些的笑，都表现出人不同人物的

性格，也勾勒出了个人的笑貌，可见曹雪芹在描写不同人的“笑”时，都下了

不少的精神。 

就目前本人所见过的参考书中，对《红楼梦》中各个人物“笑”的研究可

说是少之又少，而这也是在研究过程较为困难一个方面。再者，由于缺乏参考

书，很多的观点都较难以论证，在这一方面，得花较多的时间来阅读相关的资

料，来补充本人知识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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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目前所面对的难题，虽然相比之下，若选择前人所研究过的题目会

较为轻松，但就较难以有所突破，而且也比较难发挥个人的见解。因此，

“笑”的研究虽然是较为费功夫，但所得到的回报也相对的较高，所谓：“不

经一番寒彻骨，那得梅花扑鼻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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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笑的种类 

“笑”可以分成很多种。它包括了发自内心的笑及虚伪的笑、阳刚的笑以

及阴柔的笑等。而其中阳刚的笑包括了以爽朗为主的哈哈大笑、捧腹大笑、仰

天大笑、开怀的笑、放声大笑、捶胸大笑、哄然大笑、拍手笑等。阴柔的笑就

以内敛为例，如含笑、陪笑、冷笑、微笑、抿嘴笑、笑不露齿等。 

以阳刚的笑为例，这种的笑多体现在个性较为开放或开朗的人身上。类似

这种的笑多是可以感染他人，使得身边的人也为之开怀。而当这笑再加上肢体

动作时，就会更显得生动、有活力。而阴柔的笑多是属于大家闺秀或性格较为

内敛之人所有。这类的笑多是较为压抑并显得客气，不如阳刚的笑来的舒畅、

直接。 

另外笑也可分为真心的笑或虚伪的笑。虚伪的笑多是属于皮笑肉不笑。例

如嘲笑、冷笑、假笑、苦笑、轻蔑的笑、笑里藏刀等，这种笑的背后多是还有

其他的暗喻，多数视为某种目的而笑，并不是为笑而笑。而真心的笑通常体现

出的是对当时情况的欢愉。这种的笑包括了忍俊不禁、眉开眼笑、嫣然一笑、

满面春风，不觉失笑、狂笑、微笑等。这中发至内心笑的自然不是虚伪的笑所

能笑得出来的。这不仅是脸部肌肉动作，而且也使发声器官动作起来。 

这些的笑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心理状况下，各人所表露出的笑，往往产

生出的效果也会有所不同。就如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金鸳鸯三宣牙牌

令〉的场景，对“笑”就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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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母这边说声‚请‛，刘姥姥便站起身来，高声说道：‚老刘，老

刘，食量大似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自己却鼓着腮不语。众人先是

发怔，后来一听，上上下下都哈哈的大笑起来。史湘云撑不住，一口饭都

喷了出来；林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叫‚嗳哟‛；宝玉早滚到贾母怀

里，贾母笑的搂着宝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凤姐儿，只说不

出话来；薛姨妈也撑不住，口里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里的饭碗都合

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坐位，拉着他奶母叫揉一揉肠子。地下的无一个不

弯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来替他姊妹换衣裳的，

独有凤姐鸳鸯二人撑着，还只管让刘姥姥。刘姥姥拿起箸来，只觉不听

使，又说道：‚这里的鸡儿也俊，下的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肏攮一

个。‛众人方住了笑，听见这话又笑起来。贾母笑的眼泪出来，琥珀在后

捶着。23 

 

在这一回，作者对“笑”的描写虽然只有寥寥数字，但却将当时身处场景

中的人物关系、表情、心理状况都生动的体现在读者眼前。虽然人人都笑，但

各自的笑态却各不相同。作者所安排的这些生动姿态，是表现笑到极点的典型

动作。这些外在的形体动作，同时也准确地表现了各个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状

态，而特定的动作符合特定的人物，并能表现出特定的人物关系。以下将以表

情，人物关系及个人的心理状况来分析这些笑所产生的效果。 

 

                                                           
23
 ［清］曹雪芹：《红楼梦》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年，页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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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表情 

在这一个热闹的场面，除了引发这一场笑的画面的刘姥姥，作者没让人物

说一句话，而是将人物放在动态中描述。这种描写是在动作的行进中，或者在

几组动作交叉行进相互影响中来刻画出人物形象。这种的艺术效果，并不是简

单的“笑的前仰后合之类的词汇所能产生的。因此从中，她们笑的容貌、笑的

声音仿佛一幅般呈现在读者眼前。 

对黛玉的描写，作者写道“笑岔了气”，这是因为她的肺不好，用现代医

学来分析，她得的是肺结核病，所以一笑就岔气了。她当时就在桌子旁坐着，

伏着桌子叫‘嗳哟’”直叫，由此可见黛玉当时的辛苦状。黛玉多愁善感，在

贾府这个势利的贵族家里，寄人篱下的生活，加上体弱多病，也没有像宝玉一

样有个亲近的人可以让她靠近，因此养成其敏感的气质。在这场由王熙凤、鸳

鸯导演，刘姥姥为讨老太太、太太、小姐们欢心而主动配合的粗俗表演中，她

自然觉得可笑，岔了气的疼痛与乐不可支，使划眼自然地“伏着桌子”。这种

想畅怀大笑，又笑不出的辛苦，在这里唯有黛玉可以体现出来。 

与黛玉的笑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湘云的“撑不住，一口饭都喷了出来”的

“喷饭”大笑。史湘云是贾母史太君的侄孙女，自幼父母又亡，靠婶娘生活，

虽是贵族小姐，却常常是作女工至深夜，到贾府客居算是出来散心休息。她才

貌双全，爱穿男孩子衣服，常打扮成男孩儿的模样。平常高声说笑，吃起酒

来，捋袖挥拳毫无顾忌，她从来不睬那些“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

怒莫高声”的规范。她天真热情，对自己的兴趣才华不加掩饰，也没有那些高

贵小姐矜持扭捏的习气，是一位胸无城府、粗直豪爽的姑娘。在这里作者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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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重的描写她的表情，但我们可以从这一句话里想象得出她当时的狼狈。嘴

里在吃着饭的当儿，突如其来的看到了可笑的举动，嘴里饭咽也难，不咽也

难，唯有撑着。而在撑不住的的情况下，只好涨红着脸地往外喷了出来。 

除了湘云，“薛姨妈也撑不住，口里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笑得茶

碗合在迎春身上。”薛姨妈是吃了饭来的，坐在一边正喝茶，看刘姥姥的表

演，与湘云一样地忍俊不禁，因此从中可以窥知薛姨妈的表情应与湘云相似。

但不同的是，薛姨妈喷茶的动作殃及了身边的探春。而探春是贾府的三刁姐，

她是贾府的三位小姐中的姣姣者，有文才、精明强干、有治家理财的本领，性

格外向并略带几分泼辣，又因庶出而格外自尊。她的笑态既同于湘云又不同于

湘云。说同，是指她俩都是纵情的笑；说不同，是湘云仅仅把茶喷出来，而探

春却是连茶碗都全合在自己姐妹身上，显得更为放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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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人物关系 

在森罗万象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关系是极其微妙复杂的。人与人之间常

因一定的利害关系而联结在一起，产生或亲密或疏远．或不亲不疏、又矛盾又

接近的关系。可以说，亲疏好恶，因人而异，囚时而变，因事而显，由于人物

关系的不同，当事人在处事表情时，就有不同的表现。对纷繁多变的人物关系

的成功描写，是文学作品刻画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表现作品题旨的重要

手段。作为反映封建大家族内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与生活场景的《红楼

梦》 ，其人物关系的描写也是极其成功的。 

在这场笑的描写里，其中宝玉笑得“滚到贾母怀里”，而惜春则要奶母

“揉揉肠子”，这两个动作准确地表现出宝玉与贾母、惜春与奶母这两对人物

之间的特殊关系。其中惜春是离了座位，走到奶母跟前，要奶母给她揉肠子

的。惜春在四位小姐中最小，本是宁国府人，贾敬之女、贾珍之妹，无父母疼

爱。贾母怜惜其小而孤，便让她住在荣国府与几个姐姐相伴。而她笑得肚子

疼，便跑到奶母身边。撒娇地叫“揉揉”，这非常合乎她的年龄、身份及地

位。这个动作除了说明了奶母（下人）的地位是不可能坐在众姐妹（主子）当

中，也显出惜春与奶母的关系，不如宝玉和贾母的关系那样亲密。因此宝玉可

以紧挨着贾母坐，甚至直截了当就滚到贾母 

怀里，体现了祖孙之间的关系。贾母视宝玉为荣国府传宗接代的“宝

贝”、暮年膝下解闷的玩物。她以最高权威的身份把宝玉娇养在内帏，宝玉凭

借老祖宗的威严逃避贾政的管教。在这里，宝玉大笑，自然顺势的撒娇“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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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母怀里”。而贾母兴致正高，搂着宝玉忘情地道出心声“心肝”。作者的这

一“滚”，不仅滚出了祖孙的亲密关系，还滚出了宝玉那可爱的娇气。 

另外，对王夫人笑的描写另有一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凤姐儿，却说

不出话来”。这个动作的生动性，除了表现出王夫人已笑到连话都说不出来的

程度，而且还带出了王夫人是知道这一切是由凤姐所策划。因为笑到没力气，

唯有指着凤姐来代替责备。王夫人是贾政之妻，荣国府当家人，王熙凤的姑

母、婶婶，凤姐是她的接班人，显然，她已看穿这出戏是凤丫头导演的。而凤

姐在贾府，贾母宠她，婆婆邢夫人与她不合又不敢惹她（也不在此场景），众

姐妹无权也不便指责她，贾母看凤姐导演的刘姥姥的表演非常开心，又加了一

分对凤姐乖巧伶俐的喜爱，而能指责、也应该指责或阻止她的只有王夫人。在

当时“笑的说不出话来”的情况下，王夫人也许想说：“一定是凤丫头捣的

鬼，别再捉弄刘姥姥了” ，但笑得太厉害了，“说不出话来”，只好“用手指

着”代替责备及阻止。这很不仅符合王夫人的身份、地位，也表现出了王夫人

的贤淑端庄。 

而那些丫鬟们，作者则采取群体描写的方法：主人们笑得纵情而形态各

异，而她们“无一个不弯腰屈背”，有的“躲出去蹲着笑”，有的“忍着笑上

来替他姐妹换衣裳”。这些动作无一是主子的动作，全是“下人们”才可能有

的笑的姿态。“弯腰屈背”是人们大笑的常态，但他们是下人，虽大笑而不能

纵情，得“躲出去”，得“忍着笑”地履行职责替主子换衣裳。她们不敢在主

子面前肆无忌惮地笑，但又憋不住。按她们的身份，只好躲出去，甚至蹲着

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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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所体现的心理状况 

各种各样的笑声对我们从生理到心理，从生活现象到文化精神，都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文中这些生动的姿态，都是表现笑到极点的典型动作，而这些

外在形体的动作，准确地表现了各个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状态。 

《红楼梦》 在这个场面中描写了八位主子的不同笑态，而对当时在场亲

目睹刘姥姥表演的宝钗和迎春没有描写。这起码说明这两位要么没有笑，要么

笑态不明显，没有失态现象。笔者认为，作者这样处理是此处无声胜有声，也

非常合乎这两位小姐的性格特征的。迎春是贾府的二小姐，为人老实无能、懦

弱怕事。她不但做诗猜谜不如姐妹们，在为人处事上也一味退让，对周围发生

的矛盾纠纷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是个“戮一针也不知‘暖哟’一声的姑

娘”24，她对别人的话历来不敏感；反应较迟钝。在这里刘姥姥的表演，她也许

是没理解，也许是不觉得可笑。别人开始不明白，后来明白了，就一齐大笑起

来；而她可能没有明白刘姥姥在表演一头食量很大的牛，因此被笑得忘乎所以

的探春的茶碗合在身上而毫无反应就不奇怪了。 

薛宝钗是《红楼梦》中塑造的一个“德言工貌”四德俱全的淑女完美典

型。她貌美、聪明、知识面宽、反映敏捷、有治家理财本领，做诗、猜谜等样

样领先。与湘云相反，她的一言一行都严格遵从封建规范：为人随和，对任何

人都不即不离、不疏不亲，喜怒绝不形于色；在长辈面前，更是格外小心，决

不会有言语行动失态，露出轻狂放纵的模样、而有损淑女形象。在这个场合，

她不可能看不出刘姥姥名为表演实为取乐的戏码。因此在面对史太君、王夫人

                                                           
24
［清］曹雪芹：《红楼梦》上册，页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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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母亲时，这无声之中的无笑声或笑形无失态，更显其性格特征也显示出了其

当时的心理状况。 

这场笑的大合唱，正是凤姐与鸳鸯的得意之作。凤姐是贾琏之妻，王夫人

的内侄女。她精明强干，深得贾母和王夫人的信任，因此成为贾府的实际大管

家。而鸳鸯则是贾母的大丫头，贾母平日倚之若左右手，深受贾母的信任。因

为这个缘故，她在贾府的丫头中有很高的地位。在这里，唯有凤姐与鸳鸯没有

参与，“二人撑着，还只管让刘姥姥。”作弄刘姥姥，本来就是凤姐与鸳鸯暗

中计划的，其他的人全无思想的准备。因此当大伙儿看到刘姥姥突如其来的可

笑举动时，都大笑开来。而俩人表面上虽然没笑，但内心里确实比谁都笑得厉

害。 

这一场热闹的场面中，虽然对每个人物的描写都只有短短的一句，但通过

人物笑态描写分析，我们却可以从这短短一句中的动作，看出众人的身份关

系、当时的表情与心理状况，并从其笑的神态描写反映了深刻的生活内容由此

可见，作者在描写这一段方面，应该下了不少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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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笑的美学功能 

无论从艺术的发展史或艺术的现状来看，笑的美学价值和认识作用是远不

及哭的艺术的。这一方面是由于笑的社会制裁是耍凭借被讽刺者自身的“良

心”才能生效的，因此它对那些厚颜无耻的人的鞭挞作用就是很有限的。另一

方面，笑的艺术常常为取悦读者而趋向于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把美感降低

为官能享受和刺激的快感。由于笑在生理和心理上是一种对抗恐惧，追求快乐

的力量，因此它所带来的最大危害就是麻痹——生理上本能地对快感的追求，

心理上对恐惧的回避和补偿。这在东方传统艺术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追求大

团圆结局的倾向，就是一个佐证。25 

而在《红楼梦》里，“笑”所产生美学功能多不胜数，这其中包括了阴柔

之美、阳刚之美，真实之美及虚伪之美。这些美学，都使《红楼梦》通过人物

言行的描写，展现出其功能。以下根据笑的美学来分析其所产生的功能，包括

如下四个方面： 

一、阳刚美；二、阴柔美；三、真实美；四、虚伪美。 

                                                           
25
［法］柏格森著，徐继曾译：《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 年，页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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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阳刚美 

     最能体现出阳刚之美的应是性格开放的人所展现出的“笑”。这种的

“笑”是多是爽朗、锋芒尽显并可以感染身边的人，甚至是打动人心的。最典

型的例子就是在第三回里，王熙凤出场时的描述： 

 

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

黛玉纳罕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如此，这来者系谁，这

样放诞无礼？心下想时，只见一群媳妇丫环围拥着一个人从后房门进

来。……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量了一回，仍送至贾母身边坐

下，因笑着：‚天下真有这样标致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

气派， 竟不象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

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

说着，便用帕拭泪。贾母笑道：‚我才好了你倒来招我。你妹妹远路才

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再休提前话。‛这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

道：‚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了，又是欢喜，又是伤心，

竟忘记了老祖宗。该打，该打！‛26 

  

  王熙凤的这个出场可谓是《红楼梦》里的经典之一。这种“未见其人，先

闻其声”的“笑”之所以写得好，首先就在于作者精心的艺术安排。王熙凤这

出场的一“笑”正正揭示了她性格中开放、锋芒的一面。 

                                                           
26
 ［清］曹雪芹：《红楼梦》全 2 册，页 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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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她一出场，立刻就引起了林黛玉的特殊感觉，“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

气，恭肃严整如此，这来者系谁，这样放诞无礼？”林黛玉在前 面所看到的，

是贾母这位“老祖宗”在这大家族中的威严，所有后辈，包括邢王二夫人，在

“老祖宗”面前，也只能恭恭敬敬、垂手侍立，何况今天还有远客到此， 这大

家礼仪是失不得的。而这“来者”，在这样的场面里，居然敢如此放肆，并且

这“来者”一到，这位“老祖宗”就有了笑容，还开起玩笑来，可见其平日更

无拘无束了。 

可见王熙凤的这一“笑”，不仅带出了她的个性，还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

引到自己身上，同时还使得原本有些感伤的“老祖中”有了笑容。这种畅怀的

大笑，不但使得场内的气氛热络，也同时感染生病变的每一个人。王熙凤的声

势非凡的出场，虽然是通过林黛玉的眼睛反映出来的，却是何等深刻地、全面

地展现了她的性格特征，使她的出场描写，成了她整个性格的缩影。 

再如第 19 回里写道宝玉与黛玉逗趣是的一幕： 

 

宝玉一把便将黛玉的袖子拉住，要瞧笼着何物．黛玉笑道：‚冬寒十

月，谁带什么香呢。‛宝玉笑道： ‚既然如此，这香是那里来的？‛黛玉

道：‚连我也不知道．想必是柜子里头的香气， 衣服上熏染的也未可

知。‛宝玉摇头道：‚未必，这香的气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饼子，香毬

子，香袋子的香。‛黛玉冷笑道：‚难道我也有什么‘罗汉’‘真人’给 

我些香不成？便是得了奇香，也没有亲哥哥亲兄弟弄了花儿，朵儿，霜

儿，雪儿替我炮制。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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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玉笑道：‚凡我说一句，你就拉上这么些，不给你个利害，也不知

道，从今儿可不饶你了。说着翻身起来，将两只手呵了两口，便伸手向黛

玉膈肢窝内两肋下乱挠。黛玉素性触痒不禁，宝玉两手伸来乱挠，便笑的

喘不过气来，口里说：‚宝玉，你再闹，我就恼了。‛宝玉方住了手，笑

问道：‚你还说这些不说了？‛黛玉笑道：‚再不敢了。‛一面理鬓笑

道：‚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没有？‛ 

宝玉见问，一时解不来，因问：‚什么‘暖香’？"黛玉点头叹笑

道：‚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来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

没有‘暖香’去配？"宝玉方听出来。宝玉笑道：‚方才求饶，如今更说狠

了。‛说着，又去伸手．黛玉忙笑道：‚好哥哥，我可不敢了。‛宝玉笑

道：‚饶便饶你，只把袖子我闻 一闻。‛27 

 

这同时描写了宝玉和黛玉（以下简称宝黛）两人的笑。虽然这“笑”不如

之前凤姐的张狂，却也是可以打动人心的。宝黛的接近是出于情感的需要，是

童真的嬉耍，是爱的磁力在吸引他和她的相触。这里提到宝黛二人共卧一床，

相互逗趣的一幕，这也是黛玉入贾府以来“笑”得最多的一次，也是笑得最惬

意的一次。这也是宝黛渐渐长大后，二人爱情发展过程里最顺意和甜蜜的时

期。因此，通过两人的互动，可以体会出黛玉对和宝玉共处的宽慰和幸福心情

所发出的“笑”，使人感觉到娇态媚人。 

                                                           
27
 ［清］曹雪芹：《红楼梦》上册，页 265-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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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宝玉，在得以把袭人留下，心情只是高兴。而这是与黛玉的相处，又

如此的和谐，因此自然也笑得开怀。透过这宝黛的“笑”，在解读《红楼梦》

的同时，让人不禁为这对小情人间的甜蜜也会心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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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阴柔美 

阴柔一词多是体现在女性的身上，原则上阴柔美可说是女性美的最基本特

征。在这里所要提及阴柔的笑其中包括了含蓄的笑、诡异的笑、婉约的笑、奸

笑等。这类的笑多是体现大家闺秀身上或城府较为深沉之人所有，并且多是较

为压抑并显得客气，不如阳刚的笑来的舒畅、直接。而《红楼梦》里，最常表

现出阴柔笑的就是林黛玉。她除了是遵循大家庭礼数的千金小姐之外，同时也

是寄人篱下的孤女。因此她的笑带有小心谨慎的成分。如第三回中见到王熙凤

的一段： 

黛玉连忙起身接见。贾母笑道：‚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

一个泼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作‘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

了。‛黛玉正不知以何称呼，只见众姊妹都忙告诉他道：‚这是琏嫂

子。‛黛玉虽不识，也曾听见母亲说过，大舅贾赦之子贾琏，娶的就是二

舅母王氏之内侄女，自幼假充男儿教养的，学名王熙凤。黛玉忙陪笑见

礼，以‚嫂‛呼之。28 

在这里表现了黛玉知礼，懂礼，很有教养。身为客人，在与人初次见面

时，虽不懂对方的辈分，但却能“忙起身接见”，说明了她懂礼数。而在知道

对方是长辈后，就“忙赔笑见礼” 的举动，表现出她谨慎的态度。因为她知道

这个“诗礼之家”，礼节繁琐、等级森严，她初到来不得不特别注意，唯恐让

人耻笑了去。这样的环境对黛玉孤傲、多愁、善感性格的形成，不能不说有着

直接的关系。 

                                                           
28
 ［清］曹雪芹：《红楼梦》上册，页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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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寄人篱下，再加上敏感的特质，黛玉也非常擅长冷笑。由于她

的处境、身世，特别是她与宝玉的感情，始终困扰着她的心绪。因而，她的

“笑”容要比其她姊妹少。她的性格内向，大家族礼仪的约束，使她幼小的心

灵有些压抑，有些孤僻。因此，小说中黛玉的笑常常是“冷笑”。这种“冷

笑”中也包括她对世俗的蔑视和抗争，可以说她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最擅长冷笑

的女主人公。而随着她和宝玉感情的加深，黛玉对薛宝钗的醋意逐渐演变成了

强烈的嫉妒，也就有了林黛玉最独特的冷笑。如第 29回中的例子： 

 

且说宝玉在楼上， 坐在贾母旁边，因叫个小丫头子捧着方才那一盘子

贺物，将自己的玉带上， 用手翻弄寻拨，一件一件的挑与贾母看。贾母因

看见有个赤金点翠的麒麟，便伸手拿了起来，笑道：‚这件东西好象我看

见谁家的孩子也带着这么一个的。‛宝钗笑道：‚史大妹妹有一个，比这

个小些。‛贾母道：‚是云儿有这个。‛宝玉道：‚他这么往我们家去住

着，我也没看见。‛探春笑道：‚宝姐姐有心，不管什么他都记得。‛林

黛玉冷笑道：‚他在别的上还有限，惟有这些人带的东西上越发留心。‛

宝钗听说，便回头装没听见。29 

 

在这里，黛玉对宝钗的冷笑显得毫无道理，是自己非常在乎人家带的东

西，却说薛宝钗在人带的东西上留心。最主要的原因是薛姨妈告诉了大家癞头

和尚所说的“金玉之论”，这成了林黛玉最大的心病，导致黛玉见到“带金”

                                                           
29
［清］曹雪芹：《红楼梦》全 2 册，页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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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有点害怕。林黛玉的担惊受怕似乎不是没有道理，薛宝钗不仅有一个让黛

玉日夜“悬心”的金锁，而且无论从哪一方面都和贾宝玉非常匹配。因此黛玉

多次对宝钗充满敌意的冷笑就不仅是嫉妒，也掩藏了无法掌控命运的沉重和忧

虑。她的冷笑是无数心灵病态的抽象，在冷笑的背后被作者赋予了她沉重的内

涵。30 

                                                           
30
 李珊：〈从黛玉的笑看其性格的另一面〉，《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8 年第 30 卷第 2

期，页 1。 



24 

 

第三节：真实美 

         真实是文学的生命。因此作者在描写的过程，自然也不会忽略真实的美

学。因此透过人物的“笑”，作者将这一美学发挥在读者眼前。而真实的

“笑”即是发至内心的笑。它可以使人感到舒适也没有压力。通过这种的笑，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可以更加的坦诚自然。如第 23回里: 

  

只见林黛玉正在那里，宝玉便问他：‚你住那一处好？‛林黛玉正心

里盘算这事，忽见宝玉问他，便笑道：‚我心里想着潇湘馆好，爱那几竿

竹子隐着一道曲栏，比别处更觉幽静。‛宝玉听了拍手笑道：‚正和我的

主意一样，我也要叫你住这里呢。我就住怡红院，咱们两个又近，又都清

幽。‛31 

 

宝玉由于得到贾母自小的溺爱，因此得以避过封建主义式的教育，也没被

卷府中的尔虞我诈及勾心斗角的利害之争，为此在他身上仍保持了人性中较为

美好的成分。在这例子中，由于黛玉的想法与他一致，让他感到开心。而作者

在描写到宝玉的笑时，加上拍手的动作，除了显示出宝玉高兴的情绪外，同时

也显示出一种喜不自禁的情绪。这种的情绪，正正是宝玉心中的感觉。此外，

作者如此的描写，不仅让读者感染了宝玉的愉悦，也体现出宝玉的单纯与爽

朗，而这一种单纯与爽朗的是发至内心，毫无作假的成分存于其中。 

                                                           
31
［清］曹雪芹：《红楼梦》上册，页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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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第 31 回里，晴雯跟宝玉斗气午间吵了个沸反盈天的冤家,到晚上便和

解了。不仅和解，还演出了一幕“撕扇子作千金一笑”的喜剧： 

 

晴雯摇手笑道：‚罢，罢，我不敢惹爷。还记得碧痕打发你洗澡，足

有两三个时辰，也不知道作什么呢。我们也不好进去的。后来洗完了，进

去瞧瞧，地下的水淹着床腿，连席子上都汪着水，也不知是怎么洗了，笑

了几天。我也没那工夫收拾，也不用同我洗去。今儿也凉快， 那会子洗

了，可以不用再洗。我倒舀一盆水来，你洗洗脸通通头。才刚鸳鸯送了好

些果子来， 都湃在那水晶缸里呢，叫他们打发你吃。‛32  

 

在这一段，晴雯身为一个婢女，却丝毫没把宝玉当成主子。而言语之间揶

揄、称你道我，全无等级界限。晴雯赌气说她最喜欢听撕扇子的声儿，贾宝玉

果真让她打开匣子，取出扇子来撕。一连撕了好几把，宝玉在旁还笑着说：

“撕得好，再撕响些。”这看起来很出人意外。但换个角度看，又在情理之

中。中午吵架时，晴雯对袭人站在宝玉一边自称“我们”极 不自在，此刻她便

用奇特的撒娇来表明她与宝玉才是心心相印亲昵之至的“我们”。至于宝玉，

他的言行一方面表现了贵家公子不知道珍惜物事的习性，另一方面，他鼓励晴

雯撕扇，又罕有向晴雯赔礼道歉的意味，并间接表达了他对晴雯的尊重和喜

欢。 

                                                           
32
 ［清］曹雪芹：《红楼梦》上册，页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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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一场喜剧，除了带出晴雯张扬率性的性格外，也在撕扇过程中所展

现出来的“笑” 更显得真诚。有学者曾评她“不善自藏”33，而撕扇这一情节

也有学者认为是“撕善”，即把府中各人的虚伪撕破。34 

                                                           
33
 转引自 何红梅：《红楼女性》下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5 年，页 616。 

34
 转引自 何红梅：《红楼女性》下册，页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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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虚伪美 

大观园是个大家族，府里的人都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人与人之间的相

处多是表面一套，内里又是一套，而在这其中，王熙凤更是其中的表表者。作

者评王熙凤是具有“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35的典型个性。她的笑正如她的

为人那样八面玲珑，对什么人该怎么笑，什么场合该怎样笑，她都运用自如，

可谓成了她成功的处世手段。且看第十一回里提到： 

 

猛然从假山石后走过一个人来，向前对凤姐儿说道：‚请嫂子安。‛

凤姐儿猛然见了，将身子望后一退，说道：‚这是瑞大爷不是？‛贾瑞说

道：‚嫂子连我也不认得了？不是我是谁！‛凤姐儿道：‚不是不认得，

猛然一见，不想到是大爷到这里来。‛贾瑞道：‚也是合该我与嫂子有

缘。我方才偷出了席，在这个清净地方略散一散，不想就遇见嫂子也从这

里来。这不是有缘么？‛一面说着，一面拿眼睛不住的觑着凤姐儿。 

凤姐儿是个聪明人，见他这个光景，如何不猜透八九分呢，因向贾瑞

假意含笑道：‚怨不得你哥哥时常提你，说你很好。今日见了，听你说这

几句话儿，就知道你是个聪明和气的人了。这会子我要到太太们那里去，

不得和你说话儿，等闲了咱们再说话儿罢。‛贾瑞道：‚我要到嫂子家里

去请安，又恐怕嫂子年轻，不肯轻易见人。‛凤姐儿假意笑道：‚一家子

骨肉，说什么年轻不年轻的话。‛贾瑞听了这话，再不想到今日得这个奇

遇，那神情光景亦发不堪难看了。凤姐儿说道：‚你快入席去罢，仔细他

                                                           
35
［清］曹雪芹：《红楼梦》上册，页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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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拿住罚你酒。‛贾瑞听了，身上已木了半边，慢慢的一面走着，一面回

过头来看。凤姐儿故意的把脚步放迟了些儿，见他去远了，心里暗忖道： 

‚这才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里有这样禽兽的人呢。他如果如此，几时

叫他死在我的手里，他才知道我的手段！‛36 

 

作者在这里写了两次“凤姐儿假意笑道”，说明了的这笑是有目的，而并

非是发至内心的笑。这里写贾瑞见到凤姐便起淫心，一般人是正面回绝或者教

训他一顿也就是了。然而凤姐不是严辞拒绝，反而假意含笑道：“怨不得你哥

哥时常提你，说你很好，今天见了。听你说这几句话儿，就知道你是个聪明和

气的人了。” 并推托以后“闲了再说”，凤姐透过这种虚伪的“假笑”，以达

到将贾瑞引入自己设下的陷进中的目的，以便使得贾瑞认为可以得逞，于是便

三番五次上门约会。而这时的凤姐心里却暗忖道：“几时叫他死在我的手里，

他才知道我的手段！”此后，当贾瑞登门求见时，她又是急命“快请进来”、

又是“假意殷勤，让茶让座”。而且还甜言蜜语，百般撩拨挑逗，勾引贾瑞，

结果使他一再受骗上当。最终，在凤姐毒设相思局的暗算下，贾瑞终于死于非

命，呜呼哀战了。 

作者在描写凤姐的这种虚伪时，不仅仅把她的城府之深显现出来，而也透

过这种的虚伪，把人性中“看人下菜碟”的现实一面表露无遗。 

对于一些与自己利害关系不大的人物，凤姐也出于惯耍两面三刀手腕的本

性，采用一些表面十分亲热，实为敷衍应付的态度，这也是以亲显疏手法来揭

                                                           
36
 ［清］曹雪芹：《红楼梦》上册，页 15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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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人物个性的一种表现。就如第六回刘姥姥进荣国府求见时，提到凤姐的一

段： 

 

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手炉内的灰，慢慢的问道：‚怎么

还不请进来？‛一面说，一面抬身要茶时，只见周瑞家的已带了两个人在

地下站着呢。这才忙欲起身，犹未起身时，满面春风的问好，又嗔着周瑞

家的怎么不早说。刘姥姥在地下已是拜了数拜，问姑奶奶安。凤姐忙说：

‚周姐姐，快搀起来，别拜罢，请坐。我年轻，不大认得，可也不知是什

么辈数，不敢称呼。……凤姐儿笑道：‚亲戚们不大走动，都疏远了。知

道的呢，说你们弃厌我们，不肯常来，不知道的那起小人，还只当我们眼

里没人似的。‛刘姥姥忙念佛道：‚我们家道艰难，走不起，来了这里，

没的给姑奶奶打嘴，就是管家爷们看着也不象。‛凤姐儿笑道：‚这话没

的叫人恶心。不过借赖着祖父虚名，作了穷官儿，谁家有什么，不过是个

旧日的空架子。俗语说，‘朝廷还有三门子穷亲戚’呢，何况你我。‛37 

 

这乍看，凤姐在口头上似乎亲切至极，关怀备至，又是说“怎么还不请进

来”，又是讲“我年轻，不大认得，也不知是什么辈数儿，不敢称呼。”还笑

说：“俗话说的好，‘朝廷还有三门子穷亲’呢，何况你我？”然而，听其

言，而观其行，对这穷亲戚的到来，她在行动上却十分冷淡懒散的：“也不接

茶，也不抬头，只管拨手炉内的灰”、“忙欲起身，犹未起身”等等。按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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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曹雪芹：《红楼梦》上册，页 98。 



30 

 

而言，一个老人家在地上拜了又拜，身为晚辈的都应该将其搀扶起来。然而凤

姐嘴里虽说“别拜了，请坐”，但人却依旧的坐在坑上。表面的亲热中深刻揭

示了她内心的冷摸。 

从上述两个例子中，通过这种的美学可以看出王熙凤的处世态度及其心机

之深。这种虚伪的“笑”使到身边的人都跟着自己的思维上转。如通过假笑，

凤姐把贾瑞迷入陷阱中，甚至到了死前都不知是什么回事。再如通过假笑，对

到访的刘姥姥展现出了她的地位超然，使得这辈分比自己大的老人家在她面前

也毕恭毕敬。 

作家通过凤姐自身的言行及虚伪的“笑”，成功地塑造出了一个势利至

极、虚伪做作、善于因人处事的典型大家族内实际“管家人”的身份地位与个

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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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笑所表达的人物特点 

    笑是人类生活中的一部分。笑也是一种感情沟通，是感情的一种传递方

式。恐怕这个世界上从来不笑的人是不存在的。  

笑不但能表达感情，还能沟通思想，展示人的内心世界。通过对《红楼

梦》中人物的笑态，可以观其人物的形象、性格及外貌。通过这些笑态恰当地

展现了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从其笑的神态描写反映了深刻的生活内容。以下将

根据两个人物特点来进行分析，这包括了形象及性格。 

 

第一节：形象 

作者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刻画是非常的鲜明。全书中的人物，不论是甚么

人，每个人物都依着他自身所具有的特征，说着各不相同的语言，来表达他这

一人物的内心世界。如王熙凤的“凤辣子”，在第三回，林黛玉初进荣府，正

和贾母等人说话，只听后院中有笑声，说：“我来迟了，没得迎接远客。”这

是一句突然而起的话，既不知说话人的外貌，也不知说话人的身份。黛玉初进

贾府时，其他人都敛声屏息，整个府内连个咳嗽声都听不到。只有她未出场笑

语声却已先到。这般“放诞无礼的笑”为王熙凤所独有，也显出她在贾府中不

同一般的身份,具有某种优越感。 

这口气和派头，不用过多的描绘，读者就会知道她在贾府的地位和权势。

仅从短短一段人物语言描写，就把一位嘴甜心辣,八面玲珑的贾府少奶奶的形象

活脱脱地呈现于读者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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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于史湘云的形象刻画，在第二十回中的出场就给读者留下了娇憨

的印象： 

 

二人正说着， 只见湘云走来，笑道：‚爱哥哥，林姐姐，你们天天一

处顽，我好容易来了， 也不理我一理儿。‛黛玉笑道：‚偏是咬舌子爱说

话，连个‘二’哥哥也叫不出来，只是‘爱’哥哥‘爱’哥哥的。回来赶

围棋儿，又该你闹‘幺爱三四五’了。‛……湘云笑道：‚这一辈子我自

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儿得一个咬舌的林姐夫，时时刻刻你可听

‘爱’‘厄’去。阿弥陀佛，那才现在我眼里！‛说的众人一笑，湘云忙

回身跑了。38 

 

把“二”念成“爱”，咬舌却喜欢说话，湘云的天真单纯一下子吸引了读者的

视线。再如四十回中，刘老老做了一个滑稽的动作，满屋子的人都乐不可支，

其中湘云笑得最豪爽、最开怀：“湘云掌不住，一口茶都喷出来。”一个

“喷”字活脱脱画出湘云的笑貌，非她莫属。黛玉不会这么笑，就是一心期望

当男人、干一番大事业的探春也不会这么笑。 

 

第二节：性格 

人物语言是表现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法之一。作者赋予他所创造的人物的语

言艺术的适应和创造，通过每个人物的口吻，伴随着每个人物的身份，地位，

                                                           
38
 
38
［清］曹雪芹：《红楼梦》上册，页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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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交谈对象，时间，以及其他条件等等，在各不相同的说话里面，都能够

从心灵深处，把这些人物复杂多样的内心世界，以一种具体、生动、鲜明、正

确和强有力的语言表现在人们面前，无可掩饰地、全盘地再现出来。 

有那么一类人，很善于隐藏自己真实的一面。这类人在与他人第一次交往

或者有机会与半生不熟的人做进一步接触的时候，往往表现出很热情，很大

方，很宽容的姿态。 于是别人心心念念的都是她的心胸开阔，为人随和。然而

这样人是很有迷惑性的，她也会出口伤人，是他人在大众场合无地自容。就好

比宝钗，给人的印象是品格端方，安分随时，人为黛玉所不及。但细看之下，

她的刻薄比起黛玉却过之而无不及。如在第 25回： 

 

李宫裁并贾府三艳，薛宝钗，林黛玉，平儿，袭人等在外间听信息。

闻得吃了米汤，省了人事，别人未开口，林黛玉先就念了一声‚阿弥陀

佛‛。薛宝钗便回头看了 他半日，嗤的一声笑。 众人都不会意，贾惜春

道：‚宝姐姐，好好的笑什么？‛宝钗笑道：‚我笑如来佛比人还忙：又

要讲经说法，又要普渡众生，这如今宝玉，凤姐姐病了，又烧香还 愿，赐

福消灾，今才好些，又管林姑娘的姻缘了。你说忙的可笑不可笑。‛林黛

玉不觉的红了脸，啐了一口道：‚你们这起人不是好人，不知怎么死！再

不跟着好人 学，只跟着凤姐贫嘴烂舌的学。‛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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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曹雪芹：《红楼梦》上册，页 347-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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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玉这时被魇魔，至晚间终于渐渐醒来，当时宝钗、黛玉等人得知他能进

食了，都舒了口气，而黛玉念了声“阿弥陀佛”。病人刚有起色时念一句‘阿

弥陀佛’，是庆幸、是感恩。当时在场的任何一位说也都合情、合理、合适

宜。虽然宝钗是笑着说的，但此时大家都为突如其来的变故忐忑不安，此时稍

微有点安慰，焦虑的情绪并没有过去，并不适合打趣。而经宝钗一解释，此话

更变了味道，转了方向。宝钗的这句“又管林姑娘的姻缘”，分明是说黛玉恋

着宝玉，黛玉自作主张祈求婚姻。那还了得，那可是违反礼法自毁清白。何况

大庭广众，众目睽睽，如果以讹传讹，黛玉的罪名就被坐实，那黛玉以后将何

以自处？ 

宝钗并不是没想过话之轻重，而是颇有心计的给黛玉强加上罪名。说这话

之前，她看了黛玉半日。宝钗正是利用那‘半日’，经过充分考虑好了说出那

番话的方式方法。首先是‘嗤’的一声笑，身为大家闺秀的宝钗都是抿嘴一

笑，就连刘姥姥说笑话时，众钗笑倒，湘云甚至喷出了饭，她依然保持形象，

何况嗤笑是一种快速的反应才有的笑。由此可见，宝钗此笑太做作太虚假，只

是一个工具，只为引出别人的问话，果然少不更事的惜春上了宝钗的当，主动

为宝钗搭台“宝姐姐，好好的笑什么？”于是宝钗顺势谈笑着完成了加害黛玉

的计划。 

通过对宝钗这一笑态，可以看出宝钗的性格是复杂的。除了较为人知的贤

淑、安详、懂得人情世故外，她同时也有善妒、心机深、奸伪的一面。在宝钗

这看似不自禁的“嗤笑”当中，却隐藏了她性格中阴暗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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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语 

“红学”是二十世纪三大显学之一，并且还在不断论争变化着。但不管怎

样，基于文本描写的研究还是最根本的。比如《红楼梦》中对笑的描写．艺术

魅力就非常强，可以用“五彩缤纷”、“异彩纷呈”八个字来形容。这些笑出

现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事件、不同的人物身上，以不同的姿态发挥着不同的

作用。如笑声、笑语中体现人物的身份、地位；各种笑貌描写中体现丰富复杂

的内心世界；多姿的笑态描写中显示人物的个性；笑中展现人物之间的关系；

笑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等 。 

本文在论述大观园个人的“笑”的功能、美学及人物特点时，因有所限制

而无法做出更深入的探讨。因此如有机会做更一步的研究，本人希望探讨出除

了笑的艺术外，也希望可以探讨出更多关于“笑”的内涵及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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