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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論張愛玲小說中的怨婦形象

⊙ 馬永生

 

張愛鈴筆下的女性人物大多有著悲劇的命運，在形形色色的人物中，給人留下典型印象的有

《金鎖記》中的曹七巧，有《傾城之戀》中的白流蘇，有《半生緣》裏的曼楨，有《沉香屑

第一爐香》中的葛薇龍。我們發現這些女性無一不充滿了愁怨，而基本的情況也大致相同：

都因為愛情的不如意最後走向自我的墮落，喪失人格喪失為女人的自尊。在這樣的情況下，

近乎相似的人生境遇卻因為個性不同，曹七巧，由怨愁轉為怨恨最後達到了瘋狂的報復，屬

於「怨而生怒」類型；白流蘇是懷著對舊家庭的失望，離婚回家後又主動離家的，她的離家

只為了尋找到新的希望，而總是失望，最後離家只為了找一個可以在經濟上有依靠的人，全

不管愛或不愛。儘管戰亂成全了她和范柳原的虛情假意的愛情，但終究前途未蔔，她基本上

屬於「怨而鬱悶」型。曼楨由於中了她姐姐曼璐的圈套，被姐夫強姦，儘管盡力反抗終究難

逃宗法制度的束縛，在姐姐去世後又嫁給了姐夫。她的命運雖然充滿了偶然性，但終究表現

出面對宗法制度的軟弱和無奈，屬於「怨而順從」型。同樣葛薇龍從一個純潔少女在姑姑引

誘下墮落為替喬琪喬掙錢給姑媽拉人的交際花，她剛開始是不願意的，但眼前經歷的愛情破

碎以及傳統倫理觀中女子貞潔問題的困擾，讓她終於下定決心嫁給風流公子喬琪喬，觀念前

後變化之大，令人側目。她以女子的身份掙錢在當時就註定了一生的墮落。然而她對自己的

選擇非常清楚，知道那如同做妓女，可她卻心甘情願地去做了，而且很成功，她也屬於「怨

而順從」型。

以下我們從三種類型的女子出發，具體就作品談三種怨女在張愛玲筆下的具體表現和造成悲

劇的原因所在。

一 「怨而生怒」的曹七巧

《金鎖記》裏的曹七巧出身「開麻油店」的小販，從小說一開場，作者就借兩個丫鬟的對話

透露了這個背景。而在丫鬟的口氣裏，更可以看出當時開麻油店是連丫鬟們都瞧不起的出

身。這樣出身的人竟然做了少奶奶，實在是不配的。因為按照當時的社會風俗，要門當戶

對，正牌奶奶應該出身大戶人家才符合姜公館的地位。七巧自己也知道這屋子裏的人都瞧不

起她，因此開始就格外討好那些新來的人，而一旦新來的人知道了她的出身都不願意和她交

好。作為麻油店出身的她，之所以嫁給姜家做媳婦是因為她想出人頭地，是想從此過上好日

子，這在文章中時有流露，而像她這樣出身的人除非做姨太太是不可能做太太的，而姜家的

二少爺是骨癆，找個媳婦無非是達到傳孫接代的作用，更為了讓出身貧寒的七巧死心塌地地

服侍丈夫就直接讓七巧做了正室。按當時人的觀點，這屬於前世積德燒了高香，七巧從此可

錦衣玉食。然而除生了一雙兒女，七巧在婚姻中找不到幸福。一個整日臥床的病人帶給她的

是疲憊和無法滿足的情欲。這是讓金鎖成為「怨女」的最關鍵的條件。



這時候的七巧在一家人中找不到可以傾訴的物件，竟然誤把花花公子三少爺季澤做了自己的

知己。吐露了自己真實的想法。正是因為她了解三少爺平日沾花惹草的習性，在情欲難耐的

情況下，她動了勾引小叔子的念頭。但遭到了逢場作戲的季澤正言厲色的拒絕，並不是季澤

多麼純潔和高尚，而是在這個花花公子的頭腦中還有著一個宗旨：兔子不吃窩邊草。

季澤雖然在外花天酒地，但他還是有所顧忌的，那就是傳統的禮法，「傳統的觀念認為，婚

姻形式一經成立，就不能輕易毀壞。所以婚變的主導者，無端插足破壞他人家庭幸福的第三

者，就理所當然地受到社會輿論的強烈譴責。」1他可不願意惹上七巧這個麻煩。

這正成了七巧痛苦而不得解的地方，在她以為自己的主動勾引肯定會得到輝映，因為三少爺

是個假正經，當遭拒絕後，她首先想到的是自身的魅力問題，而沒有想到其他，所以文中有

這樣一段獨白似的反問：「我就不懂，我有甚麼地方不如人？我有甚麼地方不好──」沒有

意識到封建家族倫常的嚴苛，沒有意識到門第等級制度的殘酷，使得儘管做了正妻的七巧並

沒有真正享受到正常的待遇。正是因為沒有想到，最初的七巧便在情欲的折磨裏生長著。

長期的情感的壓抑讓曹七巧已經由一個正常的女人變成一個充滿了怨氣的女子。借事瀉憤，

不能不說曹七巧有膽量。然而她也只是敢背地裏罵罵，平時在婆婆面前她是大氣不敢出的。

對於自己兄嫂的刁蠻好像曹七巧實在沒有人情，可罵是罵，兄嫂走時，她仍舊送上各種貴重

的物品。一方面顯示出她對家人的愛戀另一方面也顯示出她性格中要強的一面：儘管嫁的丈

夫是骨癆，看上去也就三歲孩子大小，但她畢竟有錢，是有錢人家的正妻。「禮法規定正妻

只能有一個，也只有正妻才能得到法律的保護，並且具有半個主子的地位，幸運者還能獲得

封建朝廷誥命夫人的封贈和嘉獎。」2遺憾中，她似乎也找到了某種平衡。於是，對門第低下

的兄嫂的恩賜恰恰顯示了她的高貴。勢利也一樣勢利，當時的親情也還是有的。

然而，曹七巧命運和性情出現徹底的轉機是在十年後，當他骨癆的丈夫去世，婆婆也去世，

輪到可以自主了。經過分家，她帶著一雙兒女獨立了門戶。然而這時候她青春的激情已經遠

去。這時候早就不聯繫的三少爺季澤上門了。本來曹七巧就防著季澤會對自己的財產動念

頭，但心底卻還有一點溫熱的私情，希望能夠讓自己小小的隱藏多年的感情有一點點回報。

因此，她和他竟然和多年前一樣打情罵俏起來。當季澤似真似假地談起多年來他對曹七巧的

感情時，在那一剎那「七巧低著頭，沐浴在光輝裏，細細的音樂，細細的喜悅──這些年

了，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來還有今天！」3，然而也只是剎那，在姜家做了

十年媳婦的曹七巧已經不是十年前被情欲左右的活寡婦了，她那時侯可以不顧禮法想勾引小

叔子，而現在當小叔子季澤主動來勾引她的時候，她產生了懷疑和警惕，她首先想到的便是

禮法，「不行！她不能有把柄落在這廝手中。姜家的人是厲害的，她的錢只怕保不住。她得

先證明他是真心的。」4想必是，七巧已經深深知道禮法的威嚴，「對於禮教社會中生活的女

性來說，她們一旦被休棄，不僅意味名譽掃地，無顏於世，而且還因使她的家族蒙羞而懷有

深深的負罪感。」5過去是不怕因為不知道或者過強的情欲控制，現在是害怕而且已經知道禮

法的厲害，雖然有情欲但還有更為重要的要考慮那就是家族中的地位和金錢的支配權。所

以，當經過試探，得知季澤果然是想打她產業的主意時，她打了他，打的那一剎那她知道她

連最後想擁有的男人也給打沒了。

她想到用糊塗的方式對付這個男人，和他逢場作戲，滿足自己的欲望。但一切的不可能讓她

必須憤怒──憤怒於他虛假的情愛，更憤怒於他對自己財產的欲望。最終的爆發只能讓她眼

睜睜地看著那個虛假的男人遠去，而她也只能從視窗看著他「長衫搭在臂上，晴天的風像一



群白鴿子鑽進他的紡綢褲褂裏去，哪兒都鑽到了，飄飄拍著翅子」6。那是曹七巧對那個男人

最後的用情，此後，她完全冷漠了。不斷地使性子發洩，打丫頭，換廚子，失魂落魄。

可以說，在她心目中，她靠十多年的青春換來的家產是第一位的，最大的事情就是保住它。

她保住了，甚至要以犧牲感情為代價。

兄嫂也不敢多和她來往了。因為她的絮叨。不僅如此，她對自己的親戚也是防賊一般。甚至

認為年少的外甥也在打自己女兒長白的主意，為的是她的家產。

這時候的曹七巧已經沒有任何人情味，所有的行為都只是為了抱緊手中的金錢。她十年的成

長也讓她懂得了為了金錢和地位，她要將禮法牢記在心間。是的她在成長，在得到金錢的同

時，情感卻一步步走向萎縮。

在家族禮法中得到正妻地位，卻得不到正常情愛的曹七巧，變得乖戾，獨立門戶後就很少跟

其他各房親戚來往，甚至認為所有外人都在鑽營她的金錢。對待她的兒女更有一套令人膽戰

心驚的手段。先是送女兒長安進了學堂，卻找個岔到學校和老師爭吵，弄的女兒無顏再見同

學老師主動退學，整日和她娘一樣學會了東家長西家短。到了婚嫁年齡，曹七巧不是嫌人家

娶女兒是貪戀她家的錢財，就是別人家瞧不上七巧的為人和出身，姑娘就耽擱下來了。

三十歲的老姑娘終於自主地看上了一個心上人童世舫，兩人有情並訂了婚，可看到女兒找到

了幸福，曹七巧也看不下去，大罵童世舫是看上了她家的錢財；後來無端地罵姑娘長安不守

婦道，品行不端，弄的輿論沸沸揚揚，讓曾經和母親一起抽過大煙的長安對自己失去了信

心。這還不夠，當退了親，世舫要求和長安處普通朋友，曹七巧得知後請童世舫吃飯，故意

告訴他：女兒長安在抽大煙，十多年的歷史了。其實為了愛情長安早就戒了煙。曹七巧是想

徹底消滅女兒的婚姻夢。因為只有這樣她的內心才能夠平衡，按照她的話：「我娘家當初千

不該萬不該跟姜家結了親，坑了我一世，我待要告訴那姓童的趁早別像我似的上了當。」7其

實她哪裏是為姓童的著想，實在是為了平衡她那顆被欲望折磨的心。即我得不到的幸福別人

也別想得到，即使是自己親生的兒女也一樣。

兒子大了開始和三叔逛窯子吃喝嫖賭，為了不讓兒子走敗家的路，早早就給娶了新媳婦。娶

親的當天當著眾人的面便說：新媳婦有克夫相，而且嘴太厚，割下來可以炒一大碟肉。懷著

可怕的佔有欲，她經常挑唆著兒子和他一起抽大煙，挑唆著兒子透露他們夫妻的房事，然後

再肆無忌憚地講給外人聽。可怕的窺私欲和變態的母愛，讓新媳婦整日抬不起頭做人，也使

得媳婦終於抑鬱而死。只要曹七巧在一天，她就會用她的手段把持住兒子，就會用她從家族

那裏學到的手段對付媳婦們。

「長白不敢再娶了，只在妓院裏走走。長安更是早就斷了結婚的念頭。」8文中的這句交代將

曹七巧對親人的殘酷「此時無聲勝有聲」地做了表達。到這時候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了一個

被禮法壓抑的女性是怎樣在禮法中瘋狂地報復。

二 「怨而鬱悶」的白流蘇

小說中的范柳原是個花花公子。揮霍無度。但因為出身問題沒有一個幸福的家。原因是他母

親不屬於正式的范家人，沒有經過明媒正娶，而僅是父親出國留學時認識而同居的女子，連

姨太太的身份也不是。儘管父親去世他最終繼承了遺產，卻得不到整個家族的尊重和認可。



庶出的身份讓范柳原開始走上一條社會零余人的道路。作者沒有用過多地筆墨交代范柳原年

少墮落的過程而是一筆帶過「他年紀輕輕的時候受了些刺激，漸漸的就往放浪的一條路上

走，嫖賭吃著，樣樣都來，獨獨無意於家庭幸福」。

作者借這一筆概括了范柳原的生活狀況也暗示了其出身和家庭對個人的影響。作者有意地將

一個設定的零餘人形象直接推到前台，下來就是看他如何表演了。

是的，這樣一個人物怎樣和流蘇交往呢？流蘇會喜歡他嗎？這就成了懸念成為故事發展的動

力點。而流蘇，這部作品的女主角或許也有著零餘人的特點：那就是和丈夫離婚回到婆家，

受盡白眼和兄嫂的侮辱，每日只好忍氣吞聲，終日不知自己前途。這恰好是形成她「怨婦」

命運的前提。

故事一開篇就是和流蘇離婚多年的丈夫死了，兄嫂慫恿她回去弔孝再進公婆家，做名副其實

的寡婦，但遭到了流蘇的反對。然而兄嫂又逼迫著她，她感到自己真的無路可走，只好向母

親哭訴。

如果說，白流蘇最初的出場給讀者的感覺是軟弱無能的寡婦形象，那麼范柳原則是個終日花

天酒地的浪蕩子。

他們共同的處境是：被社會和家庭遺棄。

不同的處境是：范柳原至少還有家產，有豐富的物質基礎做保障。白流蘇是被兄嫂榨幹了私

房錢的一無所有的二十八歲老姑娘。

兩個似乎苦命的人要因為一次陰差陽錯的安排走到一起。好像一場充滿了懸念的好戲已拉開

了序幕。這就是張愛玲在此篇小說中的著意安排。也讓整部小說的開篇就有了煙雨未來風滿

樓的感覺。

本來范柳原是要被介紹給白家七姑娘的，那天全家人要去給七姑娘相親，處於對六姑娘流蘇

的信任，七姑娘拉了她一同去，卻不承想范柳原接二連三地請流蘇跳舞，而不會跳舞的七姑

娘就只好乾著急，明顯的是范柳原沒有看中七姑娘，這讓全家人更瞧不起這個離婚了在家吃

閒飯的白流蘇。而直到那時候，白流蘇似乎才領悟到了甚麼，她開始端詳起自己二十八歲的

容貌，好像從范柳原那裏找到了幾分自信。那時候她聽著屋外嫂子們的咒罵，卻不再像過去

那樣發抖或者氣得說不出話來，而是「擦亮了洋火，眼看著它燒過去，火紅的小小三角旗，

在它自己的風中搖擺著，移，移到她手指邊，她噗的一聲吹滅了它，只剩下一截紅豔的小旗

杆，旗杆也枯萎了，垂下灰白蜷曲的鬼影子。」9這是一段頗有寓意的情景描寫。沒有直接寫

出白流蘇當時的所思但似乎所思都已經表露無疑：她開始鎮定，開始不驚慌，不心疼了。簡

直已經和開篇的白流蘇判若兩人。她似乎已經找到了自信看到了生命的亮色和曙光，這不能

不讓讀者稱奇。是甚麼原因呢？作者似乎早就揣測到了讀者的好奇緊接著是下面的文字「她

把燒焦的火柴丟在煙盤子裏。今天的事，她不是有意的，但是無論如何，她給了他們一點顏

色看看。他們以為她這一輩子已經完了麼？早哩！她微笑著。」10

隨後不久，就是媒人徐太太設下計謀要流蘇陪她到香港去玩。而且是她掏錢請，這讓白流蘇

大惑不解但聰明的她也在大腦中猜到幾分，但一個小寡婦她已經顧不了那麼多，她決心去賭

一把。這個賭輸贏勝負難料。這時候的白流蘇還是從離婚的陰影中走出了，給自己看到了一

線希望，想為自己賭一個未來。



「女性通過婚姻獲得一張長期飯票成為張愛玲小說中女性奮鬥的終極目標。」11白流蘇就要

這樣。她與其在家受白眼，不如出去賭一把尋找一個長期的依靠。最初她是對自己絕望，一

個沒錢的寡婦從范柳原那裏看到了希望，她不能不想法抓住，這樣的機會對一個舊式的女人

已經不多。故事的確按照白流蘇的設想進行著。她在香港見到了范柳原。然後住在同一家賓

館。於是大段的浪漫情愛場面開始出現。這也許是讀者的閱讀興奮點。范柳原的確像開篇就

定性的：放浪形骸。然而卻揪動著那個一心想攀住他的白流蘇的心。其實一開始他們的出發

點就不同。白流蘇是想找個男人成家。范柳原並無意於家庭的幸福，他更多的是在女性身上

尋找到刺激和快活。矛盾必然產生而且只是早晚。

然而，在張愛玲筆下，這個范柳原又並非充滿了邪惡。儘管是個浪蕩子，但他的交際手腕和

話語卻有著難得的詩情畫意，你在欣賞他的才華時又不能不時時提醒那是虛假的表演，應該

警惕這個人物的戲子行為。但種種跡象表明，作者張愛玲近乎是用了欣賞的筆法描畫著范柳

原：「柳原道：有的人善於說話，有的人善於笑，有的人善於管家，你是善於低頭

的。」12這裏表露出范柳原的善解人意和對女性的欣賞眼光。當從酒店舞會中出來散步到一

堵殘牆邊，范柳原的一席話更讓讀者漸漸要解除武裝，「有一天，我們的文明整個的毀掉

了，甚麼都完了……燒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許還剩下這堵牆。流蘇，如果我們那時侯

在這牆根底下遇見了……流蘇，也許你會對我有一點真心，也許我會對你有一點真

心。」13這樣的言語畢竟會讓人砰然心動，又如何懷疑說話人的真誠。他甚至煩躁地向她說

「我自己也不懂得我自己──可是我要你懂得我！我要你懂得我！」14小小的請求，那份痛

苦和哀憐，讓我們不敢太過簡單地理解這位所謂的花花公子。

人物的深度和複雜也就在故事的步步展開中逐漸顯露。

原來認為懦弱無助的白流蘇正在挖空心思地想和眼前的男人結婚，因為目的過於明確我們無

法看清她是否真的愛他。而那個一向被認定為浪蕩子的范柳原卻在一次次真實和深刻起來，

他清楚地認識到和一個不愛的人結婚是「糊塗」，他甚至一針見血地指出白流蘇並不愛他，

從這個意義上說「婚姻就是長期的賣淫」15。白流蘇被徹底羞辱了。

她等於是被當場揭穿。儘管范柳原的話語刺耳，可畢竟正確。她的種種跡象表明她除了結婚

沒有任何愛的念頭。為了一點身價和自尊，也為了破碎的結婚夢，白流蘇回到了白家。

在一個男權時代，一個弱女子除了嫁人沒有出路。當第二次離家回到范柳原身邊時，白流蘇

已經感到自己完全失敗了。第一次是想和命運賭一把，找到那個男人嫁了。第二次出門根本

已經沒有這個希望，去了明知道只是做了男人的附庸和抹布，但「總之，沒有婚姻的保障而

要長期抓住一個男人，是一件艱難的，痛苦的事，幾乎是不可能的。啊，管它呢！她承認柳

原是可愛的，他給她美妙的刺激，但是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經濟上的安全。這一點。她知道

她可以放心」16。小說這段人物獨白非常必要。幾乎是對白流蘇內心發展的一個點睛。

其實也是一個無奈的妥協。

依靠一個男人完成自己今後的依靠，這無論如何正是那個時代男權勢力的最好表徵。

因為流蘇的妥協，那麼從開始到後來的所有的看似浪漫的調笑和愛憐，以及令人心動的情話

無不帶著荒誕的色彩。兩個人明知道是遊戲，卻還假情假意地繼續著，這不能不讓讀者動

容，為荒唐的人世情愛捏把汗。



但人類偷窺欲和好奇心引領讀者繼續閱讀，他們想明白這樣的一對冤家如何走到頭？

事實是當范柳原得到了白流蘇後就要離開，他要到英國去，還好他給白流蘇租定了一所大公

寓。范柳原的走並不曾傷害白流蘇，相反她感覺到了解脫，畢竟她只是為了一個家，一個真

正屬於自己的家，現在得到了。在小說中有一段這樣的描寫：「她走上樓梯去，空得好！她

急需著絕對的靜寂。她累得很，取悅于柳原是太吃力的事，他脾氣向來就古怪；對於她，因

為是動了真感情，他更古怪了，一來就不高興。他走了，倒好，讓她松下這口氣。現在她甚

麼人都不要……可憎的人，可愛的人，她一概都不要。」17過於直白的內心活動真實地再現

了白流蘇的心境。她並沒有按照一般的規則陷入愛河，而是理智地感覺著對方的感受和自己

的感受。所謂的談情說愛終於可以告一段落，她可以不用作戲了。當偽裝卸下後她是無比的

暢快接著是空虛無比的空虛。該怎麼消磨這以後的歲月？成為她思考的一大難題。的確如文

中所述：她能夠成為賢妻良母但事實上她只是男人的情婦，她已經不用操心孩子和生計，她

該操心甚麼呢？

然而范柳原走的第二天，炮火就響了。房子差點被炸，白流蘇也在炮火中受到驚嚇，在恐懼

中她也想到了范柳原，但已經如同隔世般渺茫。可見所謂的感情是多麼不堪一擊。而此前兩

人說的那些耳熱臉紅的情話更顯得虛假。

戲劇性場面出現了。正當在硝煙中無計可施時，范柳原出現了。因為這場戰爭讓他出國的計

劃泡湯，他接流蘇到了安全的地方。然而畢竟在香港，炮火就在耳邊，就在緊張的絕望的炮

火中兩個自私的人兩個本來虛情假意的人戀愛了。「在這動盪的世界裏，錢財，地產，天長

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裏的這口氣，還有睡在她身邊的這個人。她

突然爬到柳原身邊，隔著他的棉被，擁抱著他。他從被窩裏伸出手來握住她的手。他們把彼

此看得透明透亮，僅僅是一剎那的徹底的諒解，然而這一剎那夠他們在一起和諧地活個十年

八年。」18可以說，作者用巧妙的設計為這樣兩個特殊境遇的男女找到了結合的理由，而他

們的交往可以分幾個步驟：互相的遊戲─傷害─相依為命─諒解，有意地讓出人意料的結果

發生在令人容忍的背景中。

如果讀者因為小說大段的情愛描寫而忽視了小說背後傳遞出的戲謔成分，那麼在小說的最後

幾段，作者已經開始借助人物自己的口吐露了「真相」：那就是他們從一開始只是在談戀

愛，根本就沒有工夫戀愛。而真正產生了愛情是在炮火中。一個「談」字即意味著甜言蜜語

的形式成分，虛假與做作。而對此，兩人都表示了認同。故事到了這裏，似乎人物的真實面

目才開始漸漸展露。

作為最終相愛的人能夠結合頗符合中國讀者「大團圓」的心態。我們在為人物命運送去慰籍

的時刻也不能不為該小說落入俗套的結尾方式而歎惋。

但別急，小說的最後幾段的確說到，范柳原和白流蘇終於結婚，也和別人一樣登報發出鄭重

的啟事。看到了白流蘇的幸福結果，那個一向嘲笑白流蘇的四奶奶也離了婚。這是白流蘇自

豪的地方。好像引領了潮流。然而高明的作者在一派喜慶中不動聲色地加了一段頗具暗示性

的描寫：「柳原現在從來不跟她鬧著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話省下來說給旁的女人聽。那是值

得慶倖的好現象，表示他完全把她當作了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順的妻。然而流蘇還是有點

悵惘。」19即使有了婚姻的保障，然而那種災難中成全的愛情真實程度有幾分，他兩人自然

明白的。



在那樣一個男權的時代，一個女人成全了自己再婚的願望，似乎已經非常僥倖，而想得到真

正的愛情那簡直就是妄想──作者借白流蘇這個女子訴說著心中的憤懣，而這種憤懣又能如

何？

倒數第三段的那段描寫仍舊動用了張愛玲一貫的象徵手法，作者借人物的內心獨白，不無戲

謔地點出，一個女子的婚姻是以一座城市的陷落為代價的。其中透露著的是張愛玲那顆敏感

易動的心：「蠻荒世界裏得勢的女人，其實並不是一般人幻想中的野玫瑰，燥烈的大黑眼

睛，比男人還剛強，手裏一根馬鞭子，動不動抽人一下，那不過是城裏人需要新刺激，編造

出來的。將來的荒原下，斷瓦頹桓裏，只有蹦蹦戲花旦這樣的女人，她能夠夷然地活下去，

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裏，到處是她的家。」20帶著這樣心態生存下來的女子，她的怨氣已

經化為心底的鬱悶，她明明知道要甚麼卻無法得到，她的心境可想而知。

三 「怨而順從」的曼璐和葛薇龍

作為同樣鬱悶的怨婦，《半生緣》中的曼楨沒有白流蘇那麼走運。小說中她本是個追求事業

獨立，個人生活美好幸福的女性。她有家庭責任感，善良穩重溫柔。因為與戀人世鈞的一次

誤會，竟錯過了一場姻緣，陷入了她姐姐設計的一個圈套：替她的姐姐生個孩子，同時滿足

姐夫的獸欲。而且她的姐姐曼璐還逼她嫁給姐夫。這在一個一夫多妻制的封建時代尚屬平常

之事，但發生在追求新思想和自由的時代，尤其是對曼楨這樣對未來新生活充滿憧憬和渴望

的女性身上無疑是重大的傷害和侮辱。

在煎熬中無奈地生下一子後，她倉皇逃離姐姐家，過著離群索居的生活，但求平安了此一

生。但她在偶然的機會得知兒子病重而姐姐病逝的消息後，為了兒子她竟然又忍氣吞聲主動

地回到了姐姐家並嫁給了這個衣冠禽獸。在她本來受騙倍受姊夫強姦而生子已是悲劇，她滿

含著的是無限的悲傷，只覺得這一生無望了，無顏見自己的戀人世鈞；後來主動嫁給姐夫則

將一個本來追求獨立自主的女子，在面對一系列身心打擊時無奈無望無助的情態更添上一層

悲劇色彩。

這是個充滿了愁怨的女子，她悲歎自己那麼快就被打碎的幸福和命運的不濟，她的逃離本是

反抗的標誌，是有怨而憤的方式。但後來的妥協則完全屈從于宗法制度的強大影響和威懾

力：女子失去貞操就好像失去了一切幸福，為了孩子便只好犧牲自己。

「當初她想著犧牲她自己，本來是帶著一種自殺的心情。要是真的自殺，死了倒也就完了，

生命卻是比死更可怕的，生命可以無限制地發展下去，變得更壞，更壞，比當初想像中最不

堪的境界還要不堪。」21她也清楚地認識到「現在想起來，她真是恨自己做錯了事情。從前

的事，那是鴻才不對，後來她不該嫁給他。──是她錯了。」22

好在，曼楨終於提出離婚，走上了自食其力，養家糊口的獨立之路。沒有讓悲劇繼續上演。

她的怨是對命運不公的控訴，和無奈之後的主動承受和認輸。儘管後來重新找到了自我，但

這是在追求自我喪失自我找到自我的一個曲折過程，也讓一個現代文學中的怨婦形象顯得豐

滿而搖曳多姿。 葛薇龍是一個極普通的上海女孩子。到香港來了兩年，後來迫於生計投靠在

香港做交際花的姑媽梁太太。初時她是不習慣甚至有些拒斥略顯奢華的生活。當頭一夜住在

姑媽家裏她發現自己房間的壁櫥裏掛滿了衣服。一個女學生哪裏用得了那麼多？她才突然省

悟到這是姑媽特地為她定做的。原來帶著的幾份猶豫終於禁不住奢華生活的誘惑鬆動了，一



夜後她決心住下來。看似這樣一個簡單的情節，張愛玲其實很謹慎地表達了她的用意：一個

傳統文化下的讀書女子在面對誘惑和傳統文化不屑的問題時內心的徘徊和鬥爭。作為姑媽，

她是個令家族蒙羞的人，因此和家裏人斷絕了來往。交際花的角色無論多麼風光卻是不齒的

職業。所以葛薇龍最初投靠她完全是因為她的錢而投靠，表面上的親戚情分是沒有的。這一

點，梁太太知道的清楚也明白自己在侄女心中的地位。可她更世故。她已經做好了俘獲一個

人的計劃。這個計劃就是從葛薇龍來的那天起就準備把她培養成另一個自己，讓自己以後能

夠找到一個平等的身份，老了也有依靠。骨子裏是不是又有對自己恨之入骨的哥哥的報復在

裏面也很難說。

葛薇龍最初是全不知情的。因此，她成為一個無辜者，她的出場給所有讀者帶來的是懸念和

揪心的作用。故事就有了撲塑迷離的色彩。

在梁太太的指導下，她逐漸地進入了社交場合並認識了花花公子喬琪喬，倆人很快就墜入了

愛河。儘管對喬琪喬生活放蕩，拈花惹草的習性葛薇龍早已耳聞，但仍舊逃不過喬琪喬給她

少女的初戀帶來的誘惑，直到親眼看見喬琪喬在剛剛對她溫存之後、甜言蜜語後隨即就又和

丫鬟摟抱在一起的場面後，葛薇龍喪失了對愛情的憧憬和激情，決心早點離開姑媽家。

如果說，這是命運給葛薇龍的提醒，及早回頭還有希望。但躊躇再三，已經做出離開的她卻

因為種種願意沒有走成。沒有走成的主要願意除了下雨耽誤，疾病耽誤，還有是梁太太說的

那些話。小說中是這樣描寫的：

梁太太站了起來，把兩隻手按在她的肩膀上，眼睛直看到她眼睛裏去，道：「你來的時候是

有一個人。你現在又是一個人了。你變了，你的家也得跟著變。要想回到原來的環境裏，只

怕回不去了。」23

梁太太還說「等你到了我的歲數，你要有談戀愛的機會，才怪呢！你看普通中等以下的人家

的女人，一過三四十歲，都變了老太太。我若不是環境好，保養得當心，我早就老了。你呀

──你這麼不愛惜你的名譽，你把你的前途毀了，將來不但嫁不到上等階級的人，簡直不知

要弄到甚麼田地！」24這一席話，觸目驚心，讓葛薇龍不知所措。其實她不明白，她要的名

譽和姑媽的名譽是有區別的。她要的名聲和姑媽說的名聲也是有區別的。

按照梁太太的話「一個女人，頂要緊的是名譽。我所謂的名譽和道學家所謂的名譽，又有些

區別。現在腦筋新的一些人，倒不是那麼講究貞節了。小姐家在外面應酬應酬，總免不了有

人說兩句閒話。這一類的閒話，說得人越多，越熱鬧，你的名望只有更高，對於你的未來，

並沒有甚麼妨礙。惟有一樁事是最該忌諱的。那就是：你愛人家而人家不愛你，或是愛了你

而把你扔了。一個女人骨架子，哪兒禁得起這一扔？像你今天這一回子事，知道內情的人，

說你是孩子脾氣，想到哪里做到哪裏。給外面嘴頭子刻毒的人說起來，說你為了喬琪喬同一

個底下人慪氣。」25

梁太太的關於女子名譽的理論的確對葛薇龍產生了影響。在她眼中女人要乘年輕推銷自己，

名聲越大越值錢，所謂貞潔是小事；而令人吃驚的是，女子最不名譽的是被男人甩了。按照

這個邏輯，女子可以不要貞潔但不能讓男人甩。其實完全是站在男權立場上發表的言論。即

女子就是要成為男人的萬物，供男人玩，從中得到利益，並保證不要被甩掉。西方享樂主義

思想和中國傳統的貞操觀念得到了巧妙的融合。

於是薇龍決心嫁給喬琪喬，並要憑自己的年輕美貌賺錢。順應這個男權社會給她提出的「要



求」。她開始一心向梁太太學習起來，而喬琪喬則在梁太太的挑唆下為了能夠享受薇龍掙的

錢為了薇龍能掙錢養家，勉強決定和薇龍結婚。

「從此以後，薇龍這個人就等於賣給了梁太太與喬琪喬，整天忙著，不是替梁太太弄錢就是

替梁太太弄人。」26

在薇龍眼中，她和那些街頭的妓女沒有分別。她知道她扮演的角色，但卻已無力自拔。從她

最初的反感，到意識到墮落後的想離開，到最後的心甘情願的留下，其實張愛玲為我們展現

了新一代怨女的形象：她們受過教育，曾經有著美好的理想，然而卻難以抵抗這個社會對女

子的束縛和要求，最終她們心甘情願地融入社會，成為男性世界的玩物。女性的力量是有限

的也是脆弱的。在葛薇龍最終的墮落生涯裏，我們看到的是那些如梁太太一樣的幫兇，如喬

琪喬一樣腐化墮落的寄生蟲。而有這樣的人物大量存在，讓葛薇龍這樣的有著新式教育的女

子也將無法倖免。同樣在曼楨身上我們也看到了宗法制度強大的破壞力，它可以使一個充滿

新思想和新追求的文化女性最終成為命運的俘虜成為宗法制度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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