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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言”
中男子形象的弱化谈开去
—
—— 兼与 《红楼梦 》对比

曹军黎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在 ＂三言 ＂等小说中却出现了弱化的趋势，本文尝试考察其弱化的特征、外部缘由、内部成因等
几个方面，
同时兼与《红楼梦》对比，以揭示其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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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在我国的传统社会占有绝对的话语权，然
而在明中后期开始的一些作品中，男性形象开始呈
现出一定程度的弱化，如“三言”
、
《红楼梦》、
《镜花
缘传奇》等等都是如此。本文以
“三言”
为例，
尝试从
其弱化的表现特征、
内外成因等几个方面着手，
并对
照《红楼梦》，
以期揭示这一现象背后呈现的意义。

1 弱化的特征
美学中“壮美”和“秀美”①两种审美模式，可以
对应到传统男强女弱的两性审美中。明代初期的小
说像《三国演义》、
《水浒》等作品就多推崇雄性之壮
美，
刚劲粗犷的英雄好汉比比皆是。而就“三言”相
关作品看，
对男子的审美趣尚显然已由传统观念的
“壮美”变成女性化的“秀美”来。
在外貌上，这些男子多眉清目秀、
柔美白净。无
论是书生秀才还是商贾市民，男主人公都是容止可
观，像潘华“生得粉脸朱唇，如美女一般，人都称玉
孩童”
（《醒世恒言·两县令竞义婚孤女》
）孙玉郎“如
良玉碾成，白粉团就一般”
（《醒世恒言·乔太守乱点
鸳鸯谱》②）。若不是已标明，单看这些形容的词句，
还以为是作女子之赞。颇有意思的是，作为衬托，反
面人物倒更具有雄性特征。如《醒世恒言·钱秀才错
占凤凰俦》中秀才钱青“出落唇红齿白，生成眼秀眉
清”
，商人颜俊则“面黑浑如锅底、眼圆却似铜铃”，
从名字到性格都充满了反讽意味。
在行事以及性格上，男性们也显得被动懦弱：
其一，
爱情上优柔寡断。相较之作品中女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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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和坚贞，他们大都不敢冲破束缚。比如杜十娘，
从一开始选定从良对象到为未来精心策划，甚至直
到心死自尽都一直牢牢掌握着主动权；而李甲似乎
总是被动地配合，全无谋划，更无远见，其懦弱和十
娘的刚烈形成了鲜明对比。（《警世通言·杜十娘怒
沉百宝箱》
）。
其二，性格上全无男儿本色。他们动辄垂泪，多
愁善感。如孙玉郎“听着打慧娘, 心如刀割, 眼中也
落下泪来, 没了主意。”
（《醒世恒言·乔太守乱点鸳
鸯谱》
）张彬流落异乡，除了“籁籁地两行泪下”毫无
）。
办法。（《警世通言·计押番金鳗产祸》
其三，处世能力上远不及优秀的女子。书中的
很多女性，如为家族报仇的蔡瑞虹、女扮男装的刘
方③以及帮丈夫重振家风的白玉娘④、玉堂春⑤等，都
有超越男子的才华，相比之下男性更加显得无能。
如《警世通言·赵春儿重旺曹家庄》中，曹可成不听
劝导把家当败光，潦倒后“思想无计，只是啼哭”
，还
要去自杀，几乎“一哭二闹三上吊”。赵春儿则荣辱
不惊，精心帮助丈夫重振家风，包括在宦途上“都是
老婆帮他做官，宦声大振。”
无论是外貌特征、感情态度还是行为心理，作
品中的男性都呈现出阴柔之气，这也意味着男子雄
性特征逐渐消解，一步步朝着处在附庸地位的女性
转变，呈现了弱化的趋势。

2 弱化的外部缘由
从外部因由上看，小说中的男子呈现出如此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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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趋势和传统观念、时代背景等是分不开的。
2.1 宗法伦理的束缚
君主制社会中，统治阶层认为伦常道德是和人
“存天理、灭人欲”。在这种观
的感性需求对立的，即
念下，人感性需求中的情显然不被允许，娶妻是为
了繁衍后代和维护宗法家族的利益，爱情则随时可
以为财、权取代，这也就决定了爱情在中国传统观
念中的边缘化地位。
有了这样的理念支撑，男性见异思迁就不足为
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我国文学作品中“痴
情女子负心汉”的固定模式。对娇鸾始乱终弃的周
廷章（《警世通言·王娇鸾百年长恨》
）、为前途杀害
结发妻金玉奴的莫稽（《喻世明言·金玉奴棒打薄情

从地域文化看，冯梦龙一生都在苏州范围内活
动，因此我们看到无论是环境风景还是生活习惯，
作品都展现了一派江南的人情风貌。并且苏州还是
当时江南的经济文化中心：张翰《松窗梦语》[7]卷 4：
“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奢于江北，而江南之奢又
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
焉。”江南气候温润、风景秀美，这样环境孕育出的
文化自然不会似燕赵文化般雄浑豪迈。
从时代背景看，明朝晚期宦官横行，科场腐败，
这使得诸多仕子开始移情山水，耽美酒色，而江南
的美景和经济的发达为之提供了充裕的物质基础，
这股风气显然弥漫了整个社会，人们开始追求现世
享乐，甚至出现了男子好女风。据说万历皇帝每天

郎》
）等都是如此。不仅是仕子，市井百姓如崔宁、许
⑥
宣 的爱情同样不堪一击。像崔宁因为要逃脱责任
而间接害死了和他私奔的秀秀；
（《警世通言·崔待
诏生死冤家》
） 许宣则是胆小自私而使得一往情深

早朝之前都要往脸上扑粉，与此有同好的还有大学
士张居正。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⑧卷 24《风俗?傅
粉》：
“予游都下见中官辈谈主上视朝，必用粉傅面
及颈，……近见一大僚年已耳顺，洁白始美妇人，密

的白娘子被永镇雷峰塔等等，不胜枚举。
出于本能，
男性们有追求感情的需要，
但是宗法
制度太过根深蒂固，这使得情和理发生强烈冲突之
《警世通言·宿香亭张浩遇莺
时，
他们往往选择屈服。
张生的梦境就是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
“（张
莺》中，
浩）徘徊未进，忽见旁有隙户半开，左右寂无一人。
……方欲以指击窗，
询问仔细，
忽有人叱浩曰：
‘良士
非媒不聘，
女子无故不婚。今女按板于窗中，
小子逾

诇之，乃亦用李何故事也。”统治阶层如此，民间自
然风靡，李乐《见闻杂记》⑨卷 2：
“ 凡生员读书人家
有力者, 尽为妇人红紫之服”；同书卷⑩：
“昨日到城

永作淫奔
墙到厅下，
皆非善行，
站辱人伦。执诣有司，
之戒。’
浩大惊退步，
失脚堕于砌下。”
在情理之间的
两难抉择估计是当时很多传统仕子的心理写照。
同时，伦理道德要求人们“非礼勿言、非礼勿
听”
，以追求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标准。这导致
鲜明的个性往往很早就被扼杀在“中正平和”、
“乐
而不淫，哀而不伤”等观念中，加上宗法体系的强
大，他们显得十分懦弱，而这软弱的根源还是来自
于传统观念对爱情的态度。
2.2 时代风气的影响
冯梦龙生活在晚明时期的江南，此时商品经济
蓬勃发展并形成一股浪潮，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的道
德，
并影响了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三言”作为一部
摹写生活百态的作品，不可避免地要反映所处时代
环境的影响。
从受众对象看，
“三言”是针对广大市民编辑的
一套短篇小说集。冯梦龙对宋元话本及明代拟话本
进行修改整理，然后以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现其
熟悉的生活百态、儿女情长，
《三国》、
《水浒》里的英
雄审美在这里显然是不需要的。

郭, 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敷粉、
着红装，尚靡丽，种种现象表明男性的女性化是社
会潮流所趋；这自然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作品中出现
的男子形象如此秀气，并且能成为女子们争相献出
爱情的对象了。
可以这样说，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男性们有
挣脱传统伦理道德束缚的愿望，却往往心有余力不
足，只能在矛盾中走向了一个尴尬的境地。

3 弱化的内部缘由
所谓
“文如其人”
，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必然会
把个人特色和主观预期融入作品中。就像译制作品
是翻译者的再创造一样，冯梦龙整理选编“三言”，
也是一次再创造的过程。
3.1 个人经历映射
纵观冯梦龙一生，仕途和爱情的经历对其影响
可谓深远。
冯梦龙出身书香，
《江南通志》⑩卷 165 载其“才
情跌宕，诗文丽藻，尤明经学”；十一岁就由童生考
取生员，被同辈称“早岁才华众所惊，名场若个不称
兄”。（文从简《冯犹龙》11）但之后屡试不第，到中年
12
甚至
“落魄奔走，砚田尽芜”
（《情史序》）
。五十七岁
时方选岁贡，崇祯七年升为福建寿宁县令，四年后
卸职归乡。直到清兵入关，已逾古稀之年的冯梦龙
为复国四处奔波，最后在忧愤中溘然长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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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做妾，并且说出“奴是烟花，出身微贱”的话来。

的才子。从冯梦龙为官四年间颇有政绩来看，他的
确拥有治世之才，
《福建通志》13 卷 32“名宦”记载他
“政简刑轻，首尚文学，遇民以恩爱，待士有礼”，这
更凸显了他人生的悲哀。这种经历在作品中时有反

由此可见，作者尝试通过一种异于传统的手
法——
—弱化主流男性来抨击社会不合理的现象，以
此达到警醒世人，
并最终维护传统的目的。在《古今
小说叙》中他直言：
“虽小诵《孝经》、
《论语》，其感人

映。比如《警世通言·老门生三世报恩》几乎可算其
半篇自传：鲜于同八岁以神童闻名于世，却直到五
十七岁遇上伯乐蒯公才出贡。巧合的是，冯梦龙出
贡的年纪也是五十七岁，因此这种安排更像是作者
的自嘲。还有《喻世明言·赵伯升茶肆遇仁宗》、
《警

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
不通俗而能之乎？”
他正是
用通俗小说这样一个手段来发挥其社会功效，身世
背景决定了他的旨归，
但从出发点来说，
这也是源于
一种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观救赎，
可谓爱之深责之切。

世通言·俞仲举题诗遇上皇》等，主人公都是因皇帝
的一个梦而发迹。作者在这些文章中毫不掩饰对功
名的羡慕、对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伯乐的渴望：
“若
使文章皆遇主，功名迟早又何妨”。
感情上的失败对冯梦龙影响同样深刻。他曾
14
“逍遥艳冶场，游戏烟花里”
（王挺《挽冯犹龙》 ），
和名妓侯慧卿相爱，作品中杜十娘、莘瑶琴、玉堂春
这样才貌双全、谋略和远见皆胜过男子数倍的名
妓，
恐怕就融入了侯慧卿的影子和作者的感情。然
而因无财力娶侯慧卿，他只能看其嫁作商人妇。
《太
15
霞新奏》 卷 7《怨离词·为侯慧卿》：
“谩道书中自有
千钟粟，比着商人终是赊”、
“毕竟书中那有颜如玉，
我空向窗前读五车。”
被商人夺爱，想来也是无奈之事，毕竟不是每
个佳人都如十娘般贞烈，也不是每个男子都似秦重
般好运。爱情悲剧对于以风流才子自居的冯梦龙来
说自然是不小的打击，书中那些恋情悲剧就有他自
己感情经历的影射，像杜十娘就是被商人看中而引
发悲剧，
玉堂春则是被鸨母逼迫离开钱财散尽的王
琼 等。
小说人物经历是虚构的，但是作者的感情是真
实的。换言之，曲折的人生经历使他有一种源自内
16

心的遗憾以及怀才不遇的愤懑，所以在创作时往往
不由自主地自我映射。
3.2 创作主观预期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冯梦龙在“三言”中体现了
诸多反传统的观念，
如对女子的尊重，
对世俗生活的
推崇，
但这一切却是站在维护传统的角度出发的。
作者能从一个少年才子蹉跎成五十七岁的老
贡生，正是由于他从未放弃过举业之愿，这使得他
不敢也不能逾越传统。从
“喻世”、
“警世”、
“醒世”这
带着明显道德教化的命名，就能看出冯梦龙内心真
正的旨归。书中的圆满结局多遵循着读书成名，世
代为宦这一类套路；作者不吝赞美的女性也仍然要
受传统制约，如玉堂春倾尽家产帮助王琼却仍然只

4 与《红楼梦》的对照
《红楼梦》的魅力无需赘言，有意思的是，在弱
化男子形象这一点上，后于“三言”一百多年的《红
楼梦》延续了前者并且将其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
首先，
《红楼梦》 把男性之柔美发挥到了一个极
致。贾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
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
；
（
《红楼梦》第
三回）北静王
“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丽人物”
（同书第十五回）。反观书中男性特征较明显的薛蟠、
贾雨村之流，
都是作反面形象出现的
“须眉浊物”
。
其次，
男子在性格行为上更加懦弱无能。整部作
品出现的主流男性不是贾赦贾珍之类的淫棍，就是
薛蟠贾环那样的草包；唯独一个似合传统要求的贾
政，
也是在仕途上靠祖宗荫德和女儿的皇妃地位，
在
家里受制于母亲和妻子。而整个家族寄予厚望的宝
玉则干脆放弃了经济仕途，
而且他面对诸如
“抄检大
观园、逐司棋、别迎春、悲晴雯等羞辱惊恐悲凄之
事”
，“不敢多言一句，多动一步”
（同书第七十七
回），
只能
“酿成一疾，
卧床不起”
。
（同书第七十九回）
再次，曹雪芹的人生经历非常跌宕起伏。他自
小锦衣玉食，然而在家族成为康雍乾三朝皇族争权
的牺牲品后，只能寄人篱下，四处流浪。身为一个希
望能
“补天”的贵族子弟，作者自然有维护自己阶层
利益的本能，但是种种“诗礼簪缨之族”的“败絮其
中”使他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从而对所处的现实失
望，真可谓“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了。
从“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到风餐露宿，巨
变的人生使作者有机会接触到社会的底层和真实
面，并透过乾隆盛世的表象看到腐朽的内核，并付
与“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之中。作者冷酷地揭
露了
“国贼禄蠹”
挥金如土、
巧取豪夺、
眠花宿柳的恶
行，真真
“浊臭逼人”
；底层男性如“贾府屈原”焦大、
宁死不屈的石呆子、重情义的潘又安等虽然时而出
现星点火花，但这种微弱的光亮在整个黑夜中是微
不足道的，
因此作者只好将人生的理想寄托于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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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女性当权的贾府，还有天地精
华所独钟的大观园。遗憾的是，
到最后这个希望显然
被作者自己否决了，再优秀的女性在即将崩溃的旧
“千红一哭，
万艳同悲”
。这才是作
体系中，
也必然是
者最大的悲哀，
眼下的已然是最坏，
前方也看不到出
路，
他只好藉由如宝鉴般亦真亦幻的假语村言，
抒发
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无奈。而这种无奈和失望
很大程度上是时代带来的，
是一种末世之叹。
值得思考的是，
《红楼梦》中的男子在整体弱化
的同时也显出了复杂的人性。如反面形象贾琏、贾
珍也还是有发自本心对爱情的需求。贾珍对秦可
卿，贾琏对尤二姐都可谓真情流露，但是这种感情
要么为道德所不齿，要么就是不被家族允许。而宝

古代小说艺术成就的巅峰是当之无愧的。
男子是父权社会的支柱，他们的整体堕落则意
味着此体系的衰亡，对此先进的文人仕子不可能没
《红楼梦》的二位作者有意识地将
有警觉。“三言”、
男性置于一个尴尬之境，从而表达了自己的愤懑和
担忧，同时促使读者从深层次去思考当时社会中人
类的命运和出路。且不论作品艺术成就，单是他们
这一片良苦用心也已经值得后人肃然起敬了。而这
种主观救赎则彰显了我国优秀文人对于社会民族的
责任感，
这也是中华民族优秀的艺术遗产和瑰宝。

玉似是千古情痴，但是他在婚姻问题上根本不会有
任何发言权，并且在黛玉死后他仍然可以和宝钗琴
瑟和鸣。对此作者观点很明确：
“比如男子丧了妻，
或有必当续弦者，也必要续弦为是，便只是不把死

2006 年版。

注释：
① 详见朱光潜著，
《文艺心理学》 第 15 章，安徽教育出版社
② 本文所引“三言”原文皆出自冯梦龙编，
《喻世明言》、
《警世
通言》、
《醒世恒言》，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
③ 详见《醒世恒言·刘小官雌雄兄弟》。
④ 详见《醒世恒言·白玉娘忍苦成夫》。

的丢过不提，便是情深意重了，若一味因死者孤守
一世，妨了大节，也不是理，死者反不安了。”
（同书
第五十八回）这“大节”
，自然是传统观念中的“不孝
有三，无后为大”之类。爱情就从来是女子的专利，
林黛玉、司棋等女子可以为情而死，而男子苦守就
是妨大节。从这方面上看，占有主导话语权的男性
受到的束缚反而更大。

⑤ 详见《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
⑥ 详见《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⑦ 张翰《松窗梦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 2550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
⑨ 李乐《见闻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⑩《江南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中华书局 1958 年版。
11 陈济生编《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卷 8，
12 冯梦龙编《情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
13 《福建通志》，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因而从深度上看，
“ 三言”只冲击了传统的某
些方面，
更多地表现为对传统的维护和回归；但《红
楼梦》则是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的一切，它从深层
次去思考和挖掘几千年来社会存在的弊端，并试图

14 陈瑚辑《高忧集》卷上，
《四库禁燬书丛刊补编》，北京出版社

2005 年版。
15 冯梦龙编，
《太霞新奏》，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
16 详见《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

《红楼梦》达到了我国
寻求一条新的出路。所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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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Weakening Male Image in“Sanyan”
—And Comparison with the“Dream of Red Mansions”
——
Cao Junli
(School of Art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 Male dominance 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weakened in “Sanyan”. The paper makes a probe into the
weakening characteristics, exterior and interior causes, and makes a comparison with“Dream of Red Mansions”and
revealing its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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