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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论文试图通过《红楼梦》中的情节研究丫鬟的形象与作用。然而，由于《红

楼梦》中的丫鬟众多，是以本论文只拈出五位比较重要的丫鬟，即：袭人、晴雯、

鸳鸯、平儿和紫鹃作为观察对象，并探讨这五位丫鬟在《红楼梦》中的形象以及其

在《红楼梦》里的命运和特色，以及其等所占据的地位。此外，本论文也会以学术

价值较高的底本——庚辰本作为丫鬟的形象与作用的论证。通过《红楼梦》丫鬟的

形象与作用的论证，可揭示出本论文研究的五位丫鬟与传统丫鬟的不同之处。虽然

这五位丫鬟命运坎坷，但她们却具备着不懈奋抗到底的精神。同时，从她们的反抗

精神中更加突显出小说中“女尊男卑”的思想，亦揭露出女性应当成为男性相对应

的一个性别群体来看待。 

 

关键词：丫鬟形象；故事情节；性格；作用 

 

 

 

 

 

 



 

iv 
 

致谢 

    本论文能够顺利的从一份粗略且琐碎的初稿，完成到现在的论文稿，绝对不是

单凭笔者一人的力量能完成。因此，笔者在此想要感谢他们。 

    首先，要感谢的莫过于本论文的指导老师——辛金顺老师。辛金顺老师不惜纳

出他的宝贵时间，不断地从旁教导笔者并且也为笔者指点迷津，好让笔者获益良多

且能顺利地在期限内完成本论文。 

    此外，当笔者被论文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父母在精神上给予笔者最大的鼓励

和支持。因此，能顺利完成本论文亦要感谢她们对笔者的鼓励和包容。 

当然，也要感谢朋友及同学们在笔者最无助和面对难题时，不断的给予鼓励、

关心和指导，好让笔者能完成本论文。 

笔者在此谨向本论文的指导老师、父母、朋友和同学们献上衷心的感谢。 

 

 

 



 

1 
 

第一章、绪言 

     在中国四大名著之中，《红楼梦》无论在哪一方面的成就都达到了最为高峰。

《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然而本书共有一百二十回。但，曹雪芹在生前时主要

完成了前八十回，而后四十回则由高鹗续写而成。1  

小说主要描述贾府由兴盛时代慢慢进入了没落时代的际遇。其间作者也大胆地

揭露了贾府中糜烂及荒淫的生活，并借此批判当时的旧时代。因此在小说中具有许

多反叛的精神，如对科举制度、婚姻制度、男尊女卑等。从这些形形色色的反叛精

神中，并不难推敲出作者是多么希望有个合乎人性的理想社会。所以，作者便将此

注入《红楼梦》的人物中，将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小说中无论是上至当

权地位的人物，如贾母、王熙凤、薛宝钗等，或是下至最为卑微的丫鬟，如袭人、

晴雯、鸳鸯、平儿和紫鹃，作者都将她们刻画得很真实，如同将她们注入了灵魂。

因此，笔者以袭人、晴雯、鸳鸯、平儿和紫鹃作为观察对象，探讨小说中丫鬟的形

象与作用。 

笔者将本论文的主体部分分为五章，第一章绪言、第二章丫鬟的故事情节、第

三章丫鬟的性格分析、第四章丫鬟在小说中的作用和第五章结论。 

 

 

 

                                                             
1
本论文《红楼梦》丫鬟的形象选择的底本是庚辰本，并且以曹雪芹、高鹗著作，《人民文学出版

社》1982 年的版本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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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研究动机 

本论文试图通过《红楼梦》中的情节研究丫鬟的形象与作用——以袭人、晴雯、

鸳鸯、平儿和紫鹃为观察对象，主要动机在于笔者曾上过金进老师古典小说这门课。

然而，从这门课当中发现自己对小说中的丫鬟产生兴趣，所以便作为笔者研究的动

力。 

笔者认为小说中的丫鬟与传统丫鬟有所不同。丫鬟的命运在传统时代是非常悲

惨，她们生命犹如草芥，从不被主子当作“人”来看待。但，小说中的丫鬟并非如

同一般传统的丫鬟任由主子欺压或打骂，反而具备着反叛的精神。所以说笔者研究

的五位丫鬟个个都是看似平凡、低贱，但平凡中又带着不平凡；低贱中又有着尊贵

的一面。这亦成为笔者研究此论文的原因。 

 

第二节、 研究范围和方法 

笔者并非研究小说中所有的丫鬟，而是针对袭人、晴雯、鸳鸯、平儿和紫鹃五

位丫鬟。笔者之所以会选择这五位丫鬟，因为作者在小说中用了较大的篇幅描写她

们。然而，从中显现出这五位丫鬟在小说中的重要性。而且从这五位丫鬟身影中，

更加能揭示出女性有自主权且勇敢与高层统治者抗衡。 

《红楼梦》版本繁多，但本论文注重在于文学方面，而不是在于讲究版本问题，

所以笔者选择学术价值很高且最为接近曹雪芹原稿的底本——庚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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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笔者研究的方法是以文献收集法，并且依据曹雪芹本身对这五位丫鬟的

厚爱。从第五回“……又一个写着“金陵十二钗又副册”。宝玉便伸手先将“又副

册”厨开了，拿出一本册来，揭开一看……”
2
可看出曹雪芹颠倒了正常的规律。

当贾宝玉游太虚幻境之时，首先翻阅的并不是金陵十二钗正册和副册，而是金陵十

二钗又副册。这足以证明作者对这五位丫鬟的厚爱。 

笔者将从丫鬟的故事情节中，进一步探讨她们的形象和命运。然而，笔者也从

她们的形象中分析出其性格，并试图从丫鬟与主子之间微妙的关系分析她们的独特

性格。最后则说明丫鬟在小说中的作用和重要性。 

 

第三节、研究难题 

无可否认在研究此题材时，笔者不免面对了许多难题。由于《红楼梦》人物形

象方面的资料繁多，在整理方面时难免有点混淆，况且又不知其资料是否真实。因

此，使用资料时必要经过几番的斟酌。此外，笔者对于《红楼梦》某些情节有着疑

惑性，不知作者为何要如此地描写或叙述，以及背后是否隐藏着玄机。因此，在研

究的过程中必须反复地去思考每一个可能的因素。 

 

 

 

                                                             
2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页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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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前人研究 

笔者发现研究《红楼梦》的学者的确非常多，并且对此作出了统计。笔者综合

了硕、博士论文共有 443 篇。如：唐亮从语用学、领导学等角度对贾母的语言进行

研究3以及王蔚然在分析《红楼梦》时，廓清“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理解，

并以这种理解为出发点，重新认识《红楼梦》的写实主义成分及其特色。
4
 

然而，笔者根据期刊作出统计，共有 5090 篇是研究《红楼梦》此题材。如：

魏娉婷和席晓揭示了《红楼梦》中王熙凤与贾瑞之间、王熙凤与尤二姐之间的话语

权力关系，在权力游戏中，权力者为达到目的而采用了伪装与隐蔽的手段。5沈新

林根据人物的名号和《红楼梦》前八十回文字，以及脂砚斋批语等材料进行考索推

测，指出高鹗续书中林黛玉的结局明显不合作者原意。然而，其推测林黛玉的结局

应是相思成病，因婚姻无人作主，前途无望而投水殉情。6 

当笔者做前人研究时，发现《红楼梦》题材虽已有许多学者研究，但对于研究

丫鬟的形象与作用多数都是单一作品，并没有将袭人、晴雯、鸳鸯、平儿和紫鹃丫

鬟形象与作用综合而谈，所以更促动笔者的兴趣以去研究此题材。 

 

 

                                                             
3祥见唐亮：《《红楼梦》角色语言研究——以贾母语言为中心》，四川：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09 年。 
4祥见蔚然：《从写实主义视角重新研究《红楼梦》——以其写实主义成分及不足为中心》，北京：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4 年。 
5祥见魏娉婷、席晓：〈《红楼梦》中王熙凤的话语权力阐释〉，《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报》，

2011 年第 106 期。 
6祥见沈新林：〈《红楼梦》中林黛玉结局考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1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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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红楼梦》中丫鬟的故事情节 

丫鬟即是奴婢，《说文解字》“婢”为女之卑者也；古代之时凡盗贼或罪人

的家属都为奴者。
7
这足以见得，出身对人而言是非常之重要。因为人的一生注定

是喜是悲、尊贵低贱、富贵贫寒，都得看其出身好与不好。显然地，笔者研究的五

位丫鬟出身并不显赫而被逼卖进贾家当丫鬟。因此，笔者将在以下带出袭人、晴雯、

鸳鸯、平儿和紫鹃这五位丫鬟的故事情节。 

 

第一节、 袭人的故事情节 

袭人是贾宝玉的大丫鬟，亦是贾宝玉的准姨娘。她原是姓花，名为珍珠，本是

贾母的丫鬟。后来，贾母将她赐给贾宝玉后，贾宝玉便将珍珠本名改为“袭人”。

这是因为： 

贾母因溺爱宝玉，生恐宝玉之婢无竭力尽忠之人，素喜袭人心地纯良,克尽职任，遂

与了宝玉。宝玉因知他本姓花，又曾见旧人诗句上有“花气袭人”之句，遂回明贾母，更

名袭人。
8
 

从以上的论述更加能明显地看出，袭人由贾母身旁转为贾宝玉最得力的丫鬟之故和

“袭人”之名的缘由。 

                                                             
7
「汉」许慎：《说文解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页 616。 
8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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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笔者初读《红楼梦》之时，亦觉得“袭人”此名字很新鲜。因此对“袭

人” 此名有了独特的见解，“袭人”是否隐喻着她会“偷袭”9人在其没防备之中？

还是她的人生如一场“戏”，最终还是要回归现实？ 

另外，笔者根据小说第六回的叙述“……袭人本是个聪明女子，年纪本又比宝

玉大两岁……”10，推断出袭人年龄应该是十五岁。 

袭人出身于平凡的家庭，因家道没落而被家人卖到贾家作丫鬟。当家境复苏后，

她的母亲和哥哥为她赎身之时，袭人却放弃了这大好机会。她如此举动正是为了贾

宝玉。丫鬟若能庆幸得到男主子的宠幸，必定能当个妾侍或是姨娘。相反的如果贾

府“开恩”，把她放回家去，前途只能嫁给一个市井小民为妻。11袭人不屈服于这

等命运，所以就得力争上升，或许将来还有当姨娘的机会。 

至于袭人的容貌，作者是借由他人之口告知。如第二十六回中，贾芸道出：

“……细挑身材，容长脸面，穿着银红袄儿，青缎背心，白绫细折裙。——不是别

个，却是袭人。”12从贾芸的叙述中，得以知道袭人拥有细挑的身材以及容长的面

貌。 

然而，袭人最终的命运可以从第五回她的图画和判词中窥见得知： 

一簇鲜花，一床破席，也有几句言词，写道是： 

 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 

                                                             
9
“偷袭”指暗地里进谗言。 
10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90。 
11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年，页 5。 

12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351。 



 

7 
 

 堪羡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
13 

    “一簇鲜花，一床破席”中的“花”与“席”对应袭人之姓与名。图中的 

“破席”是“暗讽袭人的改嫁，斥责其不能从一而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后四十

回的影响。”14 因为薛姨妈和王夫人曾在第一百二十回说到：“但是正配呢理应守

的，屋里人愿守也是有的。惟有这袭人，虽说是算个屋里人，到底他和宝哥儿并没

有过明路儿的。……叫他配一门正经亲事，再多多的陪送他些东西。”
15
这足以证

实了她的命运是受后四十回影响之说。而袭人的判词中，“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

桂如兰”。“温柔和顺”、“似桂如兰”都是用来形容袭人贤良和善的脾气禀性。

16即使袭人温柔和顺，博得主子的好感，也只是“枉自”、 “空云”，终究难逃离

开宝玉的结局。
17
“堪羡优伶

18
有福，谁知公子无缘”，说明“戏子”——蒋玉菡值

得羡慕，因他有福气可以娶“温柔和顺”、“似桂如兰”的袭人为妻；反之，袭人

却与公子今生无缘，难免觉得遗憾。当然，这里的“公子”无非是指贾宝玉。 

从判词角度来分析袭人的结局，并不难发现袭人还是无法征服其理想的命运，

成为贾宝玉的姨娘。袭人的人生如一场“戏”，最终还是要回归现实即是命运终究

让她改嫁于蒋玉菡。蒋玉菡是她唯一、最终的归宿，这才是她真正袭人的人生及未

来。这更加地验证当初笔者对“袭人”之名的独特见解。 

 

 

                                                             
13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75。 

14曹立波：《红楼梦十二金钗评传》，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年，页 215。 
15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下册，页 1598。 

16曹立波：《红楼梦十二金钗评传》，页215。 
17
曹立波：《红楼梦十二金钗评传》，页215。 

18“优伶”：旧时对歌舞戏剧艺人的称谓，这里指蒋玉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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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晴雯的故事情节 

晴雯与袭人雷同之处皆是由贾母赏给贾宝玉的丫鬟，唯一不同的则是晴雯没有

被内定为贾宝玉未来的侍妾，她的身份终始是贾宝玉的大丫鬟。然而，第七十七回

道出晴雯的身世。“这晴雯当日系赖大家用银子买的……贾母见他生得伶俐标致，

十分喜爱。故此赖嬷嬷就孝敬了贾母使唤，后来所以到了宝玉房里。”19 从这当中

证明了，晴雯之所以踏上丫鬟的道路是因为她是个孤儿而被迫当贾家丫鬟。 

另外，笔者依据贾宝玉为晴雯写的《芙蓉女儿诔》来估计晴雯的年龄。 

窃思女儿自临浊世，迄今凡十有六载。……而玉得于衾枕栉沐之间，栖息宴游之夕，

亲昵狎亵，相与共处者，仅五年八月有畸。
20
 

 从《芙蓉女儿诔》中 的“今凡十有六载” ，得知晴雯离世时仅有十六岁，而她

在贾家“仅五年八月有畸”。因此，笔者估计晴雯当时的年龄是十一岁。 

再者，晴雯的容貌并非像袭人长得如此的平凡。第七十四回“惑奸谗抄检大观

园”之时，一方面王善保家不断向王夫人对晴雯进行谗言，而另一方面则从进行谗

言之中告知晴雯的容貌。  

……那丫头仗着他生的模样儿比别人标致些。又生了一张巧嘴，天天打扮的象个西施

的样子，……
21
 

依据第七十四回的论述明显地知道，作者对于晴雯容貌的描写也是借由他人之口而

告知。同时也证实了晴雯的容貌的确比其他丫鬟较为出众。 

                                                             
19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下册，页 1084。 
20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下册，页 1109。 

21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下册，页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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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第七十四回也证实了晴雯的美貌，如“有一个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

有些象你林妹妹的，正在那里骂小丫头。”22 和“若论这些丫头们，共总比起来，

都没晴雯生得好。论举止言语，他原有些轻薄。”
23
从这当中足以证实晴雯之貌不

止得到王善保家的肯定，也得到王夫人和王熙凤的认可。 

在晴雯的判词中，足以决定了她这一生的命运： 

    画着一幅画，又非人物，也无山水，不过是水墨滃染的满纸乌云浊雾而已。后有几行

字迹，写的是： 

    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 

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毁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
24 

    从判词中明显地看出晴雯的结局极为悲惨，她成了当时传统时代的牺牲者。

“满纸乌云浊雾”的画面说明晴雯处于阴暗、污浊、险恶的贾家。“霁月”、“彩

云”既暗合晴雯的名字，又突出了在乌烟瘴气的环境中，晴雯这般人物存在的可贵

性。25在传统社会里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要安分守己，随分从时，不能过分张扬，

尤其是地位卑下的丫鬟。
26
如果生得太好了，就难免轻佻，这本身就是罪过；美丽

又有本事，就是罪上加罪了。27然而，晴雯不但长得过于标致，再加上其针黹方面

亦是一流。所以，难免会“招人怨”。 

晴雯一生因“风流灵巧招人怨”，最终又以“多因毁谤生”而死。抄检大观园

之后，对身世孤苦伶仃而又不甘下贱的晴雯，施行了惨无人道的打击、毁谤、诬陷

                                                             
22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下册，页1026。 

23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下册，页1026。 
24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75。 

25曹立波：《红楼梦十二金钗评传》，页203。 
26
曹立波：《红楼梦十二金钗评传》，页203。 

27曹立波：《红楼梦十二金钗评传》，页203。 



 

10 
 

和摧残。
28
由于谗言的缘故而使王夫人对晴雯存有偏见，因此晴雯被冠上了莫须有

的罪名。第七十七回写道： 

晴雯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恹恹弱息，如今现从炕上拉了下来，蓬头垢面，两个女人

才架起来去了。
29
 

这已证实了晴雯的命运注定因“风流灵巧招人怨”和“寿夭多因毁谤生”，而成为

传统时代的牺牲品。 

虽然晴雯最终含冤而死，但她的明朗爽快地性格和敢于打破传统等级观念的精

神、要求个性自由发展，赢得了贾宝玉的赞赏，成了他心上的“第一等的人”。30

因此当晴雯死后，贾宝玉为她作了《芙蓉女儿诔》。 

 

     

 

 

 

 

 

 

 

 

 

 

                                                             
28刘梦溪：《陈寅恪与红楼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年，页 241。 
29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下册，页1079。 

30刘梦溪：《陈寅恪与红楼梦》，页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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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鸳鸯的故事情节 

如果说袭人服侍贾母时，心中只有一个贾母，如今服侍宝玉，心中又只有一个

宝玉，这可谓是她的痴处即“死忠”。那么笔者认为，鸳鸯比袭人更具有权利取得

“忠”之称。因为她们俩的“忠”皆所不同，前者的“忠”是贬义；而后则的“忠”

则是褒义。 

鸳鸯姓金，其身份特殊于她是贾家的家生女，即是说明了其父母亲曾经也是身

下为贱，甘为贾家奴役一生的丫鬟。笔者觉得家生女也有其悲哀之处，打从鸳鸯出

世就已被剥夺了选择其人生的权利。无形中，鸳鸯挣脱不了与其父母亲一样的丫鬟

命运，或亦可说她的丫鬟命运是被其父母亲摆上台。 

由于鸳鸯是家生女的关系，贾母又是贾家最高的统治者，所以服侍她的丫鬟绝

对不能太过年幼似晴雯，以免粗心大意。然而，较为年长的鸳鸯则能胜任此任务。

因为年龄略长些，在处理事务方面必定能比年幼的丫鬟更加细心。因此，笔者猜测

鸳鸯的年龄是介于十七或十八岁。 

鸳鸯在容貌方面，虽不能与晴雯媲美，但她也有几分姿色。笔者认为若鸳鸯没

有几分姿色，是无法使贾赦为她着迷。王熙凤在第四十六回曾说过鸳鸯生得“水葱

儿似”。31然而，刑夫人也曾在第四十六回对鸳鸯之貌作出叙述。“蜂腰削背，鸭

蛋脸面，乌油头发，高高的鼻子，两边腮上微微的几点雀斑。”32因此，这也证明

了笔者对鸳鸯之貌的看法。      

鸳鸯虽是贾家的家生女，但她的命运始终逃脱不了丫鬟该有的悲剧之命。鸳鸯

的悲剧虽然没有判词为证，却也是悲剧的结局。如第四十六回，鸳鸯为了拒绝当姨

                                                             
31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626。 

32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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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之时，已告知“我或是寻死，或是剪了头发当尼姑去！”
33
 从这当中已预言着鸳

鸯未来的命运了。 

当贾家面临没落之时，贾母又得重病而逝世，整个贾家乱得天翻地覆之际，便

是鸳鸯实践誓言的开始。第一百十一回叙述鸳鸯“……取出那年绞的一绺头发，揣

在怀里，就在身上解下一条汗巾，按着秦氏方才比的地方拴上。自己又哭了一回，

听见外头人客散去，恐有人进来，急忙关上屋门，然后端了一个脚凳自己站上，把

汗巾拴上扣儿套在咽喉，便把脚凳蹬开。”34鸳鸯的悲惨命运最终随着贾母而选择

了上吊自杀。 

 

 

 

 

 

 

 

 

 

 

 

 

                                                             
33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625。 

34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下册，页 1490-1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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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平儿的故事情节 

平儿虽为丫鬟但在贾家的身份也极为特殊，她是贾琏的“妾侍”；更是王熙凤

的“心腹”。话虽如此，平儿在众丫鬟之中，身世可说是最悲惨的一位丫鬟。因平

儿“是他自幼的丫头，陪了过来一共四个，嫁人的嫁人，死的死了，只剩了这个心

腹。……所以强逼着平姑娘作了房里人。”35因此，足以见得平儿是个真正无父无

母且无兄弟姐妹的孤儿。她并不像袭人有自家人、晴雯虽无父无母，但至少还有姑

舅哥哥，至于鸳鸯则是贾家里的家生女。 

至于平儿的年龄，笔者推敲应该介于十七或是十八岁之间。笔者依据王熙凤的

年龄“……凤姑娘今年大还不过二十岁罢了。” 36
，而且平儿又是王熙凤自幼的丫

鬟来推断出平儿的芳龄。然而，最主要的则是根据平儿是贾琏的“妾侍”。笔者认

为凡会娶“妾侍”的男性，几乎都会选择比自己妻子更小年龄的“妾侍”。笔者凭

借着这几点，来推断出平儿的芳龄。 

另外，笔者觉得平儿的容貌与其名一样属于比较平凡。因为若平儿容貌出众，

以王熙凤那么犀利又是醋瓮的性格，是无法忍受她做为贾琏的妾侍。况且王熙凤也

会害怕，平儿总有一天会威胁到她的地位。至于平儿的衣着打扮，很显然地与其他

丫鬟们不同。其一她是妾侍的身份，衣着打扮当然不能太寒酸。其二王熙凤身为贾

家的统治者，自然地其丫鬟衣着打扮也比较高贵些，不可过于失礼人。如第六回刘

姥姥一进荣国府时，“见平儿遍身绫罗，插金带银，花容玉貌的，便当是凤姐儿

                                                             
35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下册，页 913。 

36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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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37
这足以证明，平儿是王熙凤的丫鬟缘故而其衣着打扮也与其他丫鬟们有些

不同。 

虽然平儿的命运不是走上死亡之路，但她的命运也极为悲惨。当王熙凤逝世之

后，“贾琏见平儿，外面不好说别的，心里感激，眼中流泪。自此贾琏心里愈敬平

儿，打算等贾赦等回来要扶平儿为正。”38笔者认为，平儿最终的命运始终与悲惨

脱离不了关系。倘若当时王熙凤没有离世，那么平儿的身份最终也只能是妾侍，其

命运还是不能任由自己掌控。因此，她也被归纳为悲惨命运的丫鬟之中。 

 

 

 

 

 

 

 

 

 

 

 

 

 
                                                             
37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97。 

38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下册，页 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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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紫鹃的故事情节 

紫鹃也与袭人一样都是由贾母割爱，将二人分别派给贾宝玉和林黛玉。贾母之

所以将身边二等丫鬟——紫鹃派给林黛玉，除了林黛玉是她最疼爱的外孙女外，因

为随伴着林黛玉的丫鬟是一老一少，贾母觉得她们无力照料其外孙女。因此，将紫

鹃分派给林黛玉。其实“紫鹃”并非她的本名，当她还是贾母的丫鬟时，名为鹦哥。

后来，被贾母割爱于林黛玉时，才改名为“紫鹃”。 

此外，笔者觉得紫鹃与林黛玉之间，存有非常微妙的关系。她们并不像普通的

主仆关系，然而那是因为她们除了名义上是主仆外，但实际上却是坦诚相见的“亲

姐妹”。笔者认为她们之所以能相处得像“亲姐妹”，主要原因在于她们俩年纪相

近，所以彼此间没有太大的代沟、想法也近乎相同。因此，笔者猜测林黛玉当时是

十二岁，而紫鹃的年龄则应该介于十三或是十四岁之间。笔者是依据第三回： 

一个是自幼奶娘王嬷嬷，一个是十岁的小丫头，亦是自幼随身的，名唤作雪雁。贾母

见雪雁甚小，一团孩气，王嬷嬷又极老，料黛玉皆不遂心省力的……
39
 

从以上的论证，得以知道贾母对于携伴着林黛玉而来的丫鬟存有意见。因此贾母认

为年纪略长的丫鬟，才有力地照料林黛玉的生活起居。所以，笔者推断出紫鹃的年

龄应比林黛玉略长些，亦介于十三或十四岁。 

作者在小说中极少描写紫鹃的容貌及其衣着打扮。唯一一次拥有描写紫鹃的容

貌及衣着打扮也仅仅只是透过贾宝玉的视角来告知。如在第五十七回中，贾宝玉到

                                                             
39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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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馆看林黛玉时，“……见他穿着弹墨绫薄绵袄，外面只穿着青缎夹背心……”

40 

林黛玉最终的一生，间接的改变了紫鹃的命运。林黛玉死后，紫鹃似乎对人世

间的“情”感到无奈，也对贾家的冷漠无情感到悲愤，并且从中认识到现实是残酷

无情。因此当惜春立意出家时，紫鹃便决定出家。 

……如今四姑娘既要修行，我就求太太们将我派了跟着姑娘，服侍姑娘一辈子。不知

太太们准不准。若准了， 就是我的造化了。
41 

从紫鹃愿意跟随惜春出家，这已说明了她最终的命运也是坎坷不堪。笔者认为紫鹃

原可在贾家安稳的当丫鬟或将来再配于小厮，但她却选择断送其大好青春而随着惜

春出家。故，紫鹃的命运亦是坎坷不堪。 

    紫鹃作为一个传统社会时代的丫鬟，即使对现实社会的残酷感到不满，也只能

出家来表示出她最后的抗议。虽然紫鹃的命运也是悲剧，但出家后的她不仅可以从

中得到解脱，也无须再面对冷酷无情的传统社会。 

 

 

 

 

 

 

 

                                                             
40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778。 

41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下册，页 1565-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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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红楼梦》中丫鬟的性格分析 

《红楼梦》中的丫鬟——袭人、晴雯、鸳鸯、平儿和紫鹃的故事情节虽然皆有

不同，但她们最终都被逼迫走上丫鬟的舞台。这五位丫鬟虽被局限在小小的舞台之

中，人生自由受到束缚、社会地位卑贱，但她们依然不忘秉持着自身最为真实的性

格。 

虽说性格会随着外在的因素而改变，但这五位丫鬟并没因外在的元素而屈服自

己改变其性格。在这一章节中，笔者不但从丫鬟本身的形象去分析其性格，并试图

从这五位丫鬟与其主子之间微妙的关系来进一步分析她们的独特性格。 

 

第一节、 袭人的性格分析 

人在社会上都随着时代而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即使同命为丫鬟的袭人也与众丫

鬟有着不同的性格。然而，从袭人的故事情节当中，稍微能看出她的性格和为何她

要具备着如此的性格。笔者从两方面视角——客观和主观视角对袭人的性格进行分

析。 

从客观的视角看待袭人，则会发现其实袭人在贾家所做的每件事都出自于真心，

也表现出她是个非常“忠心”的丫鬟。由于袭人 “忠心” 的表现占据太大的篇幅，

所以笔者只选其中几回来探讨其“忠心”。 

袭人从贾母转让给贾宝玉那一刻起，其“忠心”只表现于贾宝玉一人了。袭人

身为贾宝玉贴身丫鬟，对于贾宝玉的日常生活都是掏心掏肺地照顾得无微不至。她

细心地照料贾宝玉的生活起居可从以下几方面显示出来，如：袭人服侍贾宝玉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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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她“伸手从他项上摘下那通灵玉来，用自己的手帕包好，塞在褥下，次日带时

便冰不着脖子。”42另外，当贾宝玉到袭人家做客时，她深怕贾宝玉感到寒冷而

“……一面将自己的坐褥拿了铺在一个炕上，宝玉坐了，用自己的脚炉垫了

脚，……”43第三十六回，服侍贾宝玉睡后，她必定会在贾宝玉床边“……放着一

柄白犀塵。……虽然没有苍蝇蚊子，谁知有一种小虫子，从这纱眼里钻进来，人也

看不见，只睡着了，咬一口，就象蚂蚁夹的。” 44从以上的论证，足以得知贾宝玉

在她的心里占据重要的位置。她深怕贾宝玉受寒、饿着、不开心等，所以凡事都将

贾宝玉摆放在第一位置，而自己则属其次。因此，袭人可说是尽了丫鬟的本分，无

微不至地照料主子的生活起居。 

袭人的“忠心”在第十九回发挥得淋漓尽致。袭人因受环境所逼而被卖入贾

家当丫鬟。当袭人有机会被赎回时，她却放弃了这大好机会。笔者以客观的视角看

待此事，认为是袭人的“忠心”在作祟。她觉得照料主子是她当丫鬟的本分，而且

平日主子也待她不薄，因此为了感恩而继续站在丫鬟的舞台。 

袭人除了“忠心”性格之外，还兼具着守礼的性格。如，第十九回： 

……你真喜读书也罢，假喜也罢，……只作出个喜读书的样子来，也教老爷少生些气，

在人前也好说嘴。
45 

从这段话，其实并不难发觉她的思想极为传统。她认为贾家世世代代都是科举门第

且社会地位极高，很自然地，贾宝玉与此结下了无法逃脱的渊源，所以她时常奉劝

贾宝玉要走仕途之道。但，袭人的守礼性格追根到底还是与“忠心”脱离不了关系。

                                                             
42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127-128。 

43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256。 
44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478。 

45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262-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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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贾政对贾宝玉的期望很高，但贾宝玉总是令贾政失望。所以，她希望贾宝

玉经其规劝而能有上进心，致使贾政对贾宝玉有所改观。然而，守礼的袭人不仅希

望贾宝玉能走仕途之路，更加希望改善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因此，笔者才说袭人

做任何事情都是出于“忠心”，而且“忠心”则是她最主要的性格。 

若以客观视角而言，袭人的性格属于“忠心”；反之，以主观的视角看待袭

人，她过分的“忠心”性格则令人产生怀疑。她的“忠心”，其实都是为自己铺成

后路。因此，袭人的“忠心”性格在主观的视角将被视为攻心计、私心。如第十九

回，袭人有机会摆脱丫鬟的枷锁，但她却放弃了这大好机会。这并非是她真心地想

要感恩，而是要试探贾宝玉对她的情意以巩固其姨娘地位。因为众人都知道，凡为

奴仆者莫不希望讨得主子的宠爱，更何况她与贾宝玉主仆之间，正好又皆是少男少

女，兼以她们又曾“同赴巫山共领云雨”，其心中所企求者，不过是将来开了脸，

正式收作屋里人，他日生得一男半女，也便是半个主子了。
46
再者，袭人时常奉劝

贾宝玉要走仕途之路。即使在人前或人后做个样子即可，这无非也是为了要满足自

己的私欲，使高层统治者能看出她对贾宝玉的“用心”。所以说，袭人的“忠心”

性格在主观的视角将被视为攻心计或私心。 

此外，贾宝玉虽是身分尊贵，却毫无实权，命运不能自主，要想往贾宝玉身

边再进一步，光靠在贾宝玉身上是不够的，主要关键在王夫人。47因此，袭人这份

“用心”不但反映于贾宝玉一人，甚至对王夫人、王熙凤也存有攻心计及私欲的个

性。袭人在第三十四回向王夫人示好，说： 

                                                             
46
罗德湛：《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台北：东大出版社，1991 年，页 405-406。 

47罗德湛：《红楼梦的文学价值》，页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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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二爷搬出园外来住就好了。”……“如今二爷也大了，里头姑娘们也大了，

况且林姑娘宝姑娘又是两姨姑表姊妹，虽说是姊妹们，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处起坐不

方便，由不得叫人悬心，便是外人看着也不象。”
48  

她此举动无非是暗中挑拨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三人之间的感情。但笔者认为，

她主要挑拨的对象是林黛玉。这是因为林黛玉为人比较小家子气，且不能容许贾宝

玉一夫多妻制。所以她深怕贾宝玉待林黛玉胜于自己，而影响其未来姨娘地位。因

此，先下手为强、挑拨他们之间的感情。反之，薛宝钗则能接受一夫多妻制。因而，

她认为其地位与薛宝钗相近且能和平共处。如袭人感到疲倦而放下针黹时，薛宝钗

“因又见那活计实在可爱，不由的拿起针来，替他代刺。”
49
从这当中足以见得，

袭人挑拨的对象是林黛玉，同时亦反映出她的攻心计、私欲的性格。 

纵观以上的客观与主观的视角看待袭人，笔者觉得袭人的性格是属于矛盾的

性格。“忠心”是身为丫鬟首要具备的条件，但她的“忠心”却令人产生一种压力

和矛盾。因为，她的本性是“忠心”，但她又不知其所谓的“忠心”背后还隐藏着

“居心”、“私心”。因此，这就是笔者对她的性格分析所做出的个人见解。 

 

 

 

 

 

 

 

 

                                                             
48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455。 

49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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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晴雯的性格分析 

晴雯与袭人同为丫鬟之命，但其性格与袭人却是天壤之别。她们虽因不幸而走

上丫鬟之路，但晴雯并没因社会地位卑贱而贱蹋其“心”，反而随“心”所欲，其

性格可称之为任性。如第三十一回晴雯不小心将扇子跌折而惨遭贾宝玉责骂，但她

并不像一般传统丫鬟一样任由主子主宰，反而大胆地与主子抗衡。从晴雯与主子抗

衡的举动中，不止表现出她任性的一面，亦表露出她与贾宝玉的关系并非一般的主

子与丫鬟关系，而是有其微妙之处似真知己。他们俩会如此投机主要原因在于晴雯

与贾宝玉在思想上比较契合，他们在反对传统等级制度、要求个性自由发展这点上

有一致之处。50然而，十一岁的晴雯，性格就像小孩似的纯洁、天真、任性，其真

“心”还未受污染。因此，她的任性性格完全出自于其本性，毫无虚假可言。所以，

晴雯的任性引来一段 “……拿了扇子来我撕，我最喜欢撕的……”51 “撕扇子作

千金一笑”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内涵，这就是传统礼教所不允许存在而为贾宝玉

所提倡的“各有性情”，虽然纵容晴雯撕扇子的举动本身，又包含着一定的剥削阶

级挥霍侈靡的劣根性。
52
从“撕扇子作千金一笑”中，不仅表露出晴雯任性性格，

亦揭示出她与其主子间的微妙关系。 

由于晴雯与贾宝玉的关系似真知己，以致晴雯与袭人之间的姐妹关系也产生了

矛盾。晴雯不止在性格上任性，在语言上也一样的任性和犀利。如第三十一回袭人

对晴雯好言相劝，但晴雯却以犀利的语言回敬她。“我倒不知道你们是谁，别教我

替你们害臊了！便是你们鬼鬼祟祟干的那事儿，也瞒不过我去，那里就称起‘我们’

                                                             
50刘梦溪：《陈寅恪与红楼梦》，页 250。 
51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422。 

52刘梦溪：《陈寅恪与红楼梦》，页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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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
53
这并不是代表她们俩为了贾宝玉而争锋吃醋，而是表现出纯洁的晴雯，

容不得袭人的邪鄙。54晴雯与袭人之间的矛盾，既有性格上的分歧，也反映了她们

对传统纲常名教的不同态度。
55
正因如此，她与袭人的关系才会产生矛盾。 

一般上，众人都认定丫鬟毫无人格和尊严可言，但晴雯却打破了传统以来这种

迂腐的概念。即使晴雯身为丫鬟，但她的“心”从没视自己为丫鬟，所以她的反奴

性性格非常强烈。这如同晴雯的判词为“心比天高，身为下贱”，这证实了她始终

的不屈不饶的反抗精神，虽居于奴隶地位却不为奴隶思想所束缚。56如第三十七回

由于秋纹从太太哪赏到两件衣服而高兴地向她炫耀。晴雯非但没有羡慕之意，反而

生气地对秋纹说：“呸！没见世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给了人，挑剩下的才给你，

你还充有脸呢。……要是我，我就不要。”
57
晴雯对于主子的赞赏非常反感，认为

这是对她的人格作出严重的侮辱。而且她从朴素的真感出发，反对传统等级制度，

不满意把被压迫的奴婢分成三六九等。
58
晴雯追求的是平等主义，无论高层统治者

与丫鬟们之间或是丫鬟与丫鬟们之间都要以平等为主。 

 此外，晴雯的反奴性性格也反映在第五十二回。当时晴雯还病卧在床，但当

她听见平儿的镯子是被坠儿偷时，她极度地愤怒且责骂她，“……一把将他的手抓

住，向枕边取了一丈青，向他手上乱戳……”59甚至擅自将坠儿赶出贾家。晴雯愤

怒的是坠儿不但没有具备着反奴性性格，而且还做出有损丫鬟人格耻辱之事。笔者

                                                             
53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419。 
54
刘梦溪：《陈寅恪与红楼梦》，页 249。 

55刘梦溪：《陈寅恪与红楼梦》，页 249。 
56
刘梦溪：《陈寅恪与红楼梦》，页 237。 

57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496-497。 
58
刘梦溪：《陈寅恪与红楼梦》，页 239。 

59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712-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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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晴雯会如此的冲动，因为丫鬟的地位本是卑贱，但丫鬟却可以依靠自身反抗将

地位提高，做个有人格和尊严的丫鬟。然而，从坠儿此事不止显示出晴雯的反奴性

性格，也揭露出她的火爆性格。 

再者，小说第七十四回更加能将晴雯反抗统治者的精神发挥到最高境界。王夫

人命王善宝家与王熙凤一同实行抄检大观园，所有丫鬟们都甘心地任由高层统治者

抄检，唯独晴雯一人对此事作出反抗。高傲的性格且将自尊心摆放在第一位的晴雯

认为任何人都无权搜查她的私物，即使是最高统治者也一样。她为了证明自己光明

磊落的人格，“……豁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捉着底子，朝天往地下尽情一倒，将

所有之物尽都倒出。” 晴雯此大胆的举动是为了维护被压迫者的尊严，反抗的是

统治者对压迫者的摧残。
60
因此，从中足以看出年幼的晴雯不仅是任性、快人快语、

反奴性、火爆，甚至还具备着无人能敌的勇敢性格。 

纵观以上笔者列出的晴雯性格，其实并不难发现晴雯的性格无论是任性、火爆、

反奴性，其性格都是出于“本性”、人最真诚的一面。她没有私心、没有目的，对

于不满或看不过眼的事物很自然地表露出她的愤怒，毫无隐瞒自己的情感。 

 

 

 

 

 

 

                                                             
60刘梦溪：《陈寅恪与红楼梦》，页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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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鸳鸯的性格分析 

鸳鸯是贾母的贴身丫鬟又是家生女，但她从不摆出一幅半个主人的架势也不鄙

视比自己更为低贱的人——刘姥姥。从鸳鸯平日待人处事之道，可看出鸳鸯的善良

性格。如第四十二回鸳鸯不但没有瞧不起地位低贱的刘姥姥，反而愿意把自己的衣

物送给刘姥姥。 

……换的衣裳是我的，你不弃嫌，我还有几件，也送你罢。
61
 

从鸳鸯送衣物给刘姥姥的举动中，明显地揭露出她对于低阶层人物，都以真心对待

她们，不会因为她们低贱而带着异样的眼光看待她们。 

男人好色是天性，凡是都认为妻不如妾；妾不如偷，然而此天性几乎都反映于

贾家，致使贾家显得非常的糜烂和污浊。贾家越是糜烂和污浊越是能突显出鸳鸯高

贵的性格。如第四十六回贾赦要娶鸳鸯为妾，即使刑夫人及其家人道出当上姨娘有

许多好处来诱惑鸳鸯。她依然不为心动，反而誓 “死”作为其最后的反抗。 

……就是老太太逼着我，我一刀抹死了，也不能从命！……我或是寻死，或是剪了头

发当尼姑去！
62
 

笔者从正面上看，鸳鸯抵死不从的性格，一方面揭露出她并不像袭人想赢得姨娘之

位。然而，另一方面则是出自于内心地对贾母的忠心，希望能一直服侍在贾母左右

直到她归西。从这段鸳鸯对贾母的忠心，其实不难发现贾母与鸳鸯之间的关系也为

之特殊似母女般。实际上从侧面上来看，鸳鸯抵死不从的性格却是打破了传统以来

男尊女卑的思想和包办式的婚姻。女性不再是男性的附属品、不再是卑贱低微、毫

                                                             
61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566-567。 

62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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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自主权，她们有权利拒绝强迫性的婚姻及追求自由恋爱。因此，在笔者研究的五

位丫鬟中，唯独鸳鸯敢以“死”来挑战高层统治者和传统社会的压迫。 

再者，鸳鸯抗拒的是包办式的婚姻，认为女性应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婚姻生活。

笔者认为鸳鸯秉持着与众不同的心态，来看待第七十二回中的司棋和她姑表兄弟的

恋情。鸳鸯为了能使司棋追求自己幸福，因此她没有棒打鸳鸯，反而替司棋保守此

秘密。 

……反自己立身发誓，与司棋说：“我告诉一个人，立刻现死现报！
63
 

从鸳鸯替司棋保密举动当中，足以看出她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她有情有义的性格之

中充满着敢于维护女性做人的尊严，而且对司祺的“情”也充满了同情和理解。64

所以，笔者才认为她是秉持着与众不同的心态看待司棋的恋情。 

    鸳鸯的性格在《红楼梦》中是个不可多得的人。她虽然是高层统治者的丫鬟，

但其心地善良、忠心、有情有义，甚至拥有抵死不从的性格。除了晴雯之外，鸳鸯

便是第一位为了维护自身的清白而挑战高层统治者的压迫。 

 

     

 

 

 

 

 

                                                             
63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下册，页 994。 

64周彬：〈从鸳鸯看《红楼梦》中的痴情世界〉，《成都大学学报》，2007 年第 2期，页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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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平儿的性格分析 

    笔者研究五位丫鬟之中，平儿与主子之间的关系可说是最复杂且矛盾的一位

丫鬟。笔者在第二章中提及她是贾琏的“妾侍”又是王熙凤的“心腹”，而且贾宝

玉曾经说过：“平儿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俗，凤姐之威，她竟能

周全妥贴。”65从这端倪可看出即使平儿与主子关系复杂，但她依然能保持中立的

心态处理人事务。 

平儿与王熙凤虽是主仆关系，但实际上她们的感情像金兰姐妹一样。笔者认为

正因为她们的关系如此，所以平儿从不会为了贾琏而与王熙凤争锋吃醋。由于王熙

凤身子差且又遭遇过小产，因而不能满足贾琏生理上的需求。因此，当贾琏在生理

上有所需求时，便寻找他的妾侍，但是平儿却拒绝了贾琏的欢爱。 

贾琏见他娇俏动情，便搂着求欢，被平儿夺手跑了……
66
 

平儿既是贾琏的妾侍，但仍然能拒绝他的欢爱。从这段情节中，明显地看出平儿是

个心无杂念且忠心于主子的性格。      

    另外，平儿的性格除了心无杂念且忠心于主子外，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也是她

的性格之一。如第二十一回当平儿收拾贾琏房间时，发现在枕套中抖出一绺青丝。

她不但不将此事禀报王熙凤而知，反而替贾琏隐瞒事实。“……怎么我的心就和奶

奶的心一样！我就怕有这些个，留神搜了一搜，竟一点破绽也没有。”
67
平儿之所

有此举动，因为她深知王熙凤是个醋醰子，她固然不赞成贾琏粘花惹草，却也深知

                                                             
65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595。 
66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288。 

67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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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琏的積性难改，也不愿因此而使得他们为此事闹得乌烟瘴气，
68
伤了夫妻间的感

情。第四十四回也因贾琏的风流债，而使王熙凤误会平儿与其他人一样暗地里埋怨

她的专制。以王熙凤高傲的个性，岂能容忍身边最亲近她的平儿背叛她。因此，当

王熙凤怒气当头且酒意涌上时，便失去了理智地打了平儿两下。虽然最后由贾母出

面要贾琏与王熙凤一起向平儿赔不是，但平儿却说：“我服侍了奶奶这么几年，也

没弹我一指甲。就是昨儿打我，我也不怨奶奶，都是那淫妇治的，怨不得奶奶生

气。”69从这两回的论述当中，足以证实平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性格。 

再者，平儿的身份虽是半个主子，但她从来不仗势欺人，反而宽厚待人。如第

五十二回平儿知道她的镯子被坠儿偷了，但她为了维护贾宝玉和房内大丫鬟们的颜

面、免得老太太、太太们生气、省得生病中的晴雯动气，因而独自隐瞒此事。 

“谁知镯子褪了口，丢在草根底下，雪深了没看见。今儿雪化尽了，黄澄澄的映着

日头，还在那里呢。”
70
。笔者认为平儿虽对坠儿偷窃行为表示不赞同，但她希望

能重新给坠儿一次机会。即使是高层统治者也都会犯错，更何况是社会低贱的丫鬟。

倘若平儿将此事告知高层统治者，那么坠儿的命运则是被赶出贾家。此外，小说中

第六十一回彩云偷窃茯苓霜一案，平儿亦采用了婉转的方式处理此案。 

……“不用慌，贼已有了。……这里宝二爷不过意，要替他认一半。我待要说出来，

但只是这做贼的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个姐妹，窝主却是平常，里面又伤着一个好人的体

面……”
71 

                                                             
68
罗德湛：《红楼梦的文学价值》，页 391。 

69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597。 
70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704。 

71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下册，页 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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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宽厚待人的性格，不但能瞻前顾后，既诫饬了窃者，宽容了窝主，又保护了好人，

没有辜负贾宝玉的一片苦心。72因此，从平儿处理两次偷窃案的手段当中，更能表

露出她宽厚待人的性格。 

根据笔者以上的叙述，平儿的性格被归纳为三大类，心无杂念且忠心于主子、

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和善于宽厚待人。纵观平儿的性格，其实并不难发现她的性格

正如其名一样，凡是向往着平凡的生活。 

 

 

 

 

 

 

 

 

 

 

 

 

 

 

                                                             
72胡文彬：《红楼梦人物谈》，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年，页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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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紫鹃的性格分析 

紫鹃虽然不是随伴林黛玉而来的丫鬟，但她们俩的关系也极为微妙。笔者在第

二章中提及她们俩的感情似金兰姐妹。因此，笔者从她们俩特殊的关系中分析出紫

鹃的性格。 

紫鹃与林黛玉朝夕相处，因此知道主子自幼身子就不太好，所以对于主子的生

活起居也都特别地留心和体贴。如第八回林黛玉探望薛宝钗病情，因正下着雪而与

贾宝玉一块留下一起喝酒。然而，贾宝玉却要喝冷酒但被薛宝钗阻止之时，恰好紫

鹃命人为主子送小手炉。 

……可巧黛玉的小丫鬟雪雁走来与黛玉送小手炉，……“紫鹃姐姐怕姑娘冷，使我送

来的。”
73
 

从这小小的举动当中，足以看出紫鹃的心里无时无刻都惦记着林黛玉，深怕她一不

小心就会感染风寒。即使紫鹃不在林黛玉身边，她也非常体贴地为林黛玉打点好一

切。因她们虽属主仆关系，但紫鹃这份留心和体贴的性格足以说明她们俩的感情比

亲人更为深厚。 

    紫鹃不止对林黛玉的生活起居留心，甚至连林黛玉的心思她都能观察入微。如

第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辞试莽玉”，紫鹃为了试探贾宝玉对林黛玉的真心及盼望他

能定下心娶林黛玉为妻，而编出谎言欺骗贾宝玉。“……你妹妹回苏州家去。……

将从前小时顽的东西，有他送你的，叫你都打点出来还他。”74 由于贾宝玉深信不

疑而卧病在床，致使紫鹃也因此被众人责骂。但，她却不介意，因为她想要知道贾

宝玉对林黛玉的“真心”，而贾宝玉这时也表明自己的心志。“……我只愿这会子

                                                             
73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123-124。 

74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780-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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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来你们瞧见了……”
75
所以紫鹃觉得这一切的用心都是值得

的。然而，从这端倪不但表现出紫鹃对林黛玉的忠心，尤其更加能显示出她的兰心

慧心的性格。
76
紫鹃身为卑贱丫鬟，为了主子的幸福不惜以下犯上，足以见得她与

林黛玉的姐妹情谊是多么的深厚。 

此外， 第九十七回充分地发挥了紫鹃为了姐妹情，而勇敢地反抗高层统治者

的命令。当紫鹃看到林黛玉早已奄奄一息时，她“……闭了眼只管流泪，那鼻涕眼

泪把一个砌花锦边的褥子已湿了碗大的一片。”77然而，社会尽是如此残忍，高层

统治者要求紫鹃当贾宝玉与薛宝钗的伴娘。紫鹃为了守护林黛玉而勇敢地回拒说： 

“等着人死了我们自然是出去的……”……“况且我们在这里守着病人，身上也不洁

净。林姑娘还有气儿呢，不时的叫我。”
78
 

紫鹃反抗统治者的举动，不但突现出她勇敢的性格，也从中显示出紫鹃机智的一面。

紫鹃善于利用白事及林黛玉需要她的照顾，来回拒高层统治者，因为毕竟喜宴最忌

讳与白事相冲。笔者以紫鹃的视角看待此事，觉得紫鹃只想安静地陪林黛玉走完她

最后的人生，所以为了完成此心愿而与高层统治者对抗。 

    笔者相信众人都能深刻地体会到紫鹃对林黛玉的情谊与用心。虽然紫鹃留心和

体贴、忠心的性格看似平凡，但高层统治者若漠视其姐妹感情、剥削她的权力之时，

性格温柔的紫鹃依然会像晴雯和鸳鸯一样，勇敢地向高层统治者宣战。 

 

 

                                                             
75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785-786。 

76罗德湛：《红楼梦的文学价值》，页 440。 
77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下册，页 1341。 

78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下册，页 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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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红楼梦》中丫鬟在小说中的作用 

每个人活在这世上必定都有其作用之处，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即使是社会地

位卑贱的丫鬟也不例外。曹雪芹在小说中大量地穿插了丫鬟们出场的次数，无论大

事或小事皆有她们的身影，所以这五位丫鬟在小说中占据了极大的重要性及其作用。

因此，笔者在这一章将探讨五位丫鬟在小说中展示出其作用。 

 

第一节、 袭人在小说中的作用 

袭人的性格是“忠心”，但又从中延伸出“居心”或“私心”。然而，她的

“居心”或“私心”想必在小说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不能忽视她在小说中

的作用。 

袭人身为贾宝玉贴身丫鬟且是准姨娘，凡做每件事都必须考虑周详。因此，当

她知道贾宝玉不喜欢读书，乐得整天都与姐妹们一起嬉闹。这时袭人的出现是规劝

他该有上进心，“读书是极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一辈子……只是念书的时节想着书，

不念的时节想着家些。别和他们一处顽闹……”79，反而不像晴雯那么任性的教唆

他装病逃课。袭人的“居心”，感动得王夫人称赞她是比宝玉强十倍的孩儿。
80
从

这当中明显的衬托出袭人和晴雯的不同处及其在小说中的作用。  

此外，第三十四回袭人为了自己的私心，而向王夫人示好并表示贾宝玉应与林

黛玉、薛宝钗保持距离。袭人借由她的“私心”使王夫人对她留下深刻的印象。以

                                                             
79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138。 

80张伯娟：〈论《红楼梦》悲剧人物形象〉，《青海师专学报》，2008 年第 4 期，页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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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引来第七十四回惑奸谗抄检大观园之时，王夫人只命令晴雯来相见，剩余的丫鬟

则继续服侍贾宝玉。 

“宝玉房里常见我的只有袭人麝月，这两个笨笨的倒好。…… 留下袭人麝月伏侍宝

玉不必来，有一个晴雯最伶俐，叫他即刻快来……”
81 

从这端倪便可看出袭人的“私心”得逞了，因而导致王夫人对贾宝玉房中的丫鬟有

了评价。王夫人是传统妇人，因此认为丫鬟就该像袭人那样处处为主子着想，而不

是像晴雯任性地教坏主子。因此，袭人的“私心”这时起了很大的作用，以致王夫

人对晴雯存有偏见。 

根据笔者以上的论述，无可否认袭人的“居心”和“私心”对小说起了很大的

作用。因此，绝对不能漠视在小说中微小的丫鬟形象，其影响力甚至会牵涉整部小

说的结局。 

 

 

 

 

 

 

 

                                                             
81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下册，页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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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晴雯在小说中的作用 

    笔者在第三章当中分析出晴雯是个快人快语、任性、火爆且反奴性。晴雯在第

八回一出场便对其主子说：“耍我研了那些墨，早起高兴，只写了三个字，丢下笔

就走了，哄的我们等了一日。快来与我写完这些墨才罢！”82同时，第八回贾宝玉

知道晴雯爱吃豆腐皮的包子而替她留了一碗，但却被李嬷嬷拿给其孙子吃。晴雯对

于此事，毫无隐瞒地告诉贾宝玉“……偏我才吃了饭,就放在那里。后来李奶奶来

了看见，说：‘宝玉未必吃了，拿了给我孙子吃去罢。’他就叫人拿了家去了”83，

并不像袭人委婉地告知“……吃过了好肚子疼，足闹的吐了才好。他吃了倒好，搁

在这里倒白糟塌了。”84。这时晴雯的出场，证实了丫鬟之中也只有晴雯一人不畏

强权，凡事都随“心”所欲，勇敢与高层统治者抗衡，并且说明丫鬟摆脱了传统以

来强者欺凌弱小的宿命。 

小说中第二十六回，林黛玉因担忧贾宝玉一日未归而到怡红院探究，哪知晴雯

与碧痕拌了嘴而耍性子说道：“……有事没事跑了来坐着，叫我们三更半夜的不得

睡觉！……都睡下了，明儿再来罢！”
85
晴雯在这一环节中，反映出不满传统礼教

和追求平等意识。传统的丫鬟可说是随时候命着，然而晴雯却要打破传统的概念，

为丫鬟们争取平等的对待。她认为丫鬟与主子同样是人，亦需要休息。因此，当林

黛玉来到怡红院之时，她为了要追求平等意识而不为林黛玉开门。此外，晴雯的平

等意识，还表现在第三十七回对秋文得到小小的赏识而得意忘形表示不满。晴雯不

                                                             
82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126。 

83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127。 
84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259。 

85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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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于秋文没有反奴性，而是一味的委屈强求甘为奴。从这两回事实中，足以得知她

出现于小说中的作用是追求平等意识。 

纵观以上笔者对晴雯在小说中的作用，足以证明晴雯从出场到其悲惨的结局都

对小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小说中虽然女性形象众多，但惟有晴雯是第一个以丫鬟的

形象来具备着强烈的反抗高层统治阶级和要求平等意识。晴雯虽居于奴隶地位却不

为奴隶思想所束缚，86手无寸铁地与统治者抗衡。即使最后她因时代的缘故而牺牲，

但她认为，只要能激起人们一丝的反抗高层统治阶级和要求平等意识，就算牺牲自

己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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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鸳鸯在小说中的作用 

笔者将鸳鸯在小说中的作用注重于第四十六回“鸳鸯女誓绝鸳鸯偶”。传统

“父权制”社会都是三妻四妾，因此贾赦贪图鸳鸯的美色而要娶她为妾。然而，这

时鸳鸯的出场证明了在众丫鬟之中，唯独鸳鸯勇于打破传统思想——誓 “死”不

嫁。鸳鸯在小说中的作用是激起女性主义87意识。《红楼梦》中的女性应当做男性

相对应的一个性别群体来看待，即视做与男性一样的、只是性别不同的一个人群了。

88换言之，小说中的女性，尤其是年轻的女人，不再是男性生命中的某种工具，不

再是让男性受挫受难的祸水，不再是男性变态性需求的伙伴，也不再是失意男性镜

花水月般的自我补偿了。89鸳鸯正是有着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因此她不想当“姨

娘”，也不想将来嫁“配于小子”，反而希望能自由自在的在贾家当个快乐的丫鬟。 

因此，当平儿和袭人嬉闹、讥笑说将她许配给贾琏或是贾宝玉之时，鸳鸯便嘲

讽她们俩别做“姨娘梦”，“自为都有了结果了，将来都是做姨娘的。……天下的

事未必都遂心如意。”90鸳鸯的嘲讽拆穿了一切想要向上爬的奴才心态。91无可否认，

平儿和袭人将来都是当姨娘的命运，自然屈服于此命运。然而，鸳鸯却要征服她的

命运，按照自己的“心”行事，而不是将命运假手于高层统治者，并且更加反抗女

性的尊严任由男性践踏或玩弄在鼓掌之中。 

                                                             
87女性主义（Feminism）定义包括三个层面：政治、理论和实践。从政治上说，女性主义是一种社

会意识形态的革命、一场提高女性地位的政治斗争；从理论上看，女性主义是一种强调两性平等、

对女性进行肯定的价值观念、学说或方法论原则；从实践上来讲，女性主义是一场争取妇女解放的

社会活动。 
88
刘梦溪：《红楼梦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页 159。 

89刘梦溪：《红楼梦十五讲》，页159。 
90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619。 

91胡文彬：《红楼梦人物谈》，页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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鸳鸯强烈的女性主义，反映出她与平儿和袭人不同的思想。同时也揭示出只要

女性勇于反抗，必定能取得胜利。因此，鸳鸯的角色在小说中是不能缺少。若是缺

乏了其角色，那么小说中的情节则无法完全的表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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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平儿在小说中的作用 

平儿向往和平的性格，在小说中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因此，笔者再度从平儿

的性格中探讨出她在小说中的作用。 

王熙凤掌握着贾家的政治和经济的命脉。因此身为王熙凤“心腹”的平儿，自

然也要在政治和经济上给予最大的协助。平儿在小说中的作用是成为王熙凤的秘书。

平儿处处为王熙凤着想，分担许多家内事。92凡属王熙凤的大小事情都要先经过她

的手，然后再报告给王熙凤裁夺。93笔者认为，平儿能成为王熙凤的秘书与她的才

华有关。这也证实了王昆仑说“过于软弱无能，不配做王熙凤的心腹助；精明强干

了，一天也容她不下”94的说法。此外，也因王熙凤平日身子差而需要平儿替她处

理大小事务。如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便作了主意：‘叫他们进来，先在

这里坐着就是了’。”95
 和第五十五回“……忽听有人说：‘二奶奶打发平姑娘说

话来了’。”
96
从这两方面足以证明平儿是王熙凤的左右手。 

另外，《红楼梦》对重要人物的描写，常常采用陪衬法。97因此，王熙凤的陪

衬人物是平儿，所以平儿以向往和平的性格出现在小说里，实际上起了极大的作用。

如第六十一回彩云偷窃茯苓霜一案，王熙凤处理的方法是“……只叫他们垫着磁瓦

子跪在太阳地下，茶饭也别给吃。一日不说跪一日，便是铁打的，一日也管招了。”

98然而，平儿则不认同王熙凤狠毒的方式，而是采用了婉转的方式处理此案。平儿

                                                             
92胡文彬：《红楼梦人物谈》，页118。 
93
胡文彬：《红楼梦人物谈》，页118。 

94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页81。 
95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96。 

96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754。 
97
胡文彬：《红楼梦人物谈》，页116。 

98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下册，页 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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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现衬托出王熙凤为人是泼辣、狠毒，同时也印证了周瑞家对王熙凤的描述

“……再要赌口齿，十个会说话的男人也说他不过。”99此外，第六十七回也衬托

出王熙凤泼辣、狠毒的作风。虽然贾琏偷娶尤二姐一事是平儿告知王熙凤，但她对

王熙凤虐待尤二姐、害死尤二姐一事并不赞成，反而同情尤二姐，就连尤二姐死后

的丧事都是她背着王熙凤帮助贾琏处理的。100从这两回事实中可以看出，平儿往和

平的性格不仅在小说中起了其作用外，亦衬托出熙凤为人泼辣、狠毒的一面。 

平儿的性格虽然不及晴雯和鸳鸯那么的刚烈，但她在小说中始终有她的作用。

正因为有她的出现，才知道此“心腹”对王熙凤的重要性及不能失去她。然而，也

借由平儿的出现，令王熙凤的泼辣、狠毒的手段暴露无遗。因此，不能漠视平儿在

小说中微小的作用。 

 

 

 

 

 

 

 

 

 

 

                                                             
99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96。 

100胡文彬：《红楼梦人物谈》，页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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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紫鹃在小说中的作用 

林黛玉是贾母的外孙女，虽然贾母对她疼爱有加，但始终觉得自己是寄人篱下

的局外人。因此当林黛玉看到贾宝玉和薛宝钗身上都有“金玉”之时，心中难免不

是滋味，因而导致贾宝玉砸玉。这时，紫鹃便起了小小的作用——和事佬。紫鹃不

偏袒任何一方，反而站在中立的角度道出事故的因素。 

“……是姑娘太浮躁了些……岂不是宝玉只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我看他

素日在姑娘身上就好，皆因姑娘小性儿，常要歪派他……”
101
 

笔者觉得紫鹃之所以能充当他们俩的和事佬，必定是与林黛玉朝夕相处且坦诚相见，

因而对林黛玉的性格、心思有一定的了解和把握。 

    再者，紫鹃身为林黛玉的丫鬟，知道她为了贾宝玉而整天都以泪洗脸、郁郁寡

欢等。紫鹃不忍再见到主子落泪，因此便当起他们之间的红娘。如第五十七回说明

紫鹃为了试探贾宝玉对林黛玉的真情，而编制谎言欺骗他说：“……你妹妹回苏州

家去。”
102
。若小说中抽离了像紫鹃这样的人物，那么就无法试探出贾宝玉对林黛

玉的真情。由于传统社会的婚姻都是媒妁之言，并且将婚姻似为一场买卖的交易，

几乎容不得自由恋爱的存在。因此，笔者认为紫鹃的举动也意味着她与鸳鸯一样都

是向往自由恋爱的一族，而抗拒媒妁之言的婚姻。在此，她为了希望贾宝玉和林黛

玉能有情人终成眷属，而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与高层统治者对抗。 

此外，小说也借由紫鹃与林黛玉情同姐妹的关系，在第九十回时，紫鹃将林黛

玉严重的病情告知贾母、王夫人、李纨、凤姐等人，以便她们能见到林黛玉最后一

                                                             
101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407。 
102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780-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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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恰好贾母，王夫人，李纨，凤姐听见紫鹃之言，都赶着来看。”
103
紫鹃

之所以知道林黛玉的病情，因为她是唯一一个丫鬟寸步不离地陪伴在她的身旁。至

于其他人则都忙着参加贾宝玉和薛宝钗的婚宴。倘若林黛玉身边没有这位情同姐妹

的丫鬟，即使她逝世了也没有人知道此事。而贾家的人反而高高兴兴的迎接新嫁娘，

殊不知红事之时，同时也出现了白事。 

根据笔者以上的论述，更加证实了笔者所说的紫鹃虽然身份卑贱低微，但却不

能抹煞她出现在小说中的重要性。小说中正因有她的出现，才能借由此人物充当和

事佬、红娘和告知众人林黛玉的病情。 

 

 

 

 

 

 

 

 

 

 

 

 

                                                             
103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下册，页 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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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结论 

纵观以上的叙述可发现，笔者研究的五位丫鬟都因不幸的出身而同时走上丫鬟

的舞台。然而再经过笔者的归纳和诠释后，笔者认为丫鬟可分为两类，即是正面反

抗如晴雯、鸳鸯和紫鹃，而反面反抗则是袭人和平儿。袭人和平儿虽表面似甘为丫

鬟之命及服从主子，但她们却从另一方面进行反抗。如袭人其实是不甘于平凡，而

用“忠心”这种方式来抵抗命运，希望能从此摆脱丫鬟之命。平儿不满主子作风时

则以婉转的方式反抗，“…… 忙将二百一包的碎银偷出来，到厢房拉住贾琏，悄

递与他说‘你只别作声才好，你要哭，外头多少哭不得，又跑了这里来点眼!’”

104因此小说中的丫鬟可谓敢于与高层统治者抗衡，但是她们却也因这份勇敢而踏上

悲惨的命运。 

笔者认为丫鬟的形象与作用在作者的塑造下，不仅带有成功之时亦存有失败之

处。其成功在于笔者研究的五位丫鬟形象虽是以悲剧收场，但当中却存有不懈奋抗

到底的精神，令人感动。而且从小说中明显地看出，她们与传统丫鬟的不同点。她

们极力地想摆脱被打压、被蹂躏或摧残的传统丫鬟形象，并且具备着强烈反抗高层

统治者、反传统礼教至高无上的精神，使众人无法漠视她们的出现及作用。这也证

实了笔者所说的丫鬟看似平凡、低贱，但平凡中又带着不平凡；低贱中又有着尊贵

的一面。在传统时代，女性的地位比男性卑微，但是作者在小说中却将丫鬟的形象

深深地提高。虽然丫鬟在作品中的身份卑微，但若一部小说缺乏了这些灵魂的人物，

就不能完整的反映出小说的精髓。因此，笔者认为丫鬟的形象是成功的。但同时，

笔者认为亦有失败之处。这是因为丫鬟的反抗最终换得的却是悲惨的命运，这是否

                                                             
104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下册，页 962-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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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暗示着她们无法与高层统治者抗衡到底的命运。所以，笔者认为《红楼梦》中丫

鬟的形象与作用，不仅带有成功之时亦存有失败之处。 

经过笔者的分析、归纳和诠释后，《红楼梦》中的这五位丫鬟不止摆脱了传

统丫鬟的形象，而且从她们反抗当中，亦带出女性不再是男性的附属品。这是因为

在父权制的社会里，女性往往都是处于被鄙视的状况下，然而经过她们以生命捍卫

自己人格的女性丫鬟形象之下，揭示出女人不再是男人某种政治行为、舆论行为或

传宗接代行为的工具，已不再是男人成功路上的灾星或祸水，已不再是男人皮肤滥

淫的性对象，已不再是不得志男人镜花水月的精神补偿。
105
然而，这也印证了作者

以“女尊男卑”作为主要思想。此外，小说中的贾宝玉曾提到 “原来天生人为万

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
106
 

总的来说，小说中的“女尊男卑”思想，为古典文学“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东西，就

是把女人当人，对女性尊重”，即对历史上的男权神话表示了大胆的怀疑与蔑视，

极力弘扬女性自主意识，显示出女性绝不依附于他人的人格力量。107这也是笔者研

究此题材所获得的价值。 

 

 

 

 

 

 

                                                             
105刘梦溪：《红楼梦十五讲》，页167。 
106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册，页 274。 

107黄微：〈浅谈《红楼梦》中的女尊男卑思想〉，《民办高等教育研究》，2010 年第 3 期，页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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