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書對《紅樓夢》人物形象的研究是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展開的。《紅樓夢》中很多人物

的性別角色符合文化的規定，但不少重要人物，其性別角色卻發生了「錯位」。這種「錯位」，

其實就是人物的性別角色與人們刻板的或傳統文化所規定的性別角色發生了一定程度的矛盾。

賈寶玉有明顯的女性化氣質，同時又有堅強的理性、原則性、堅定的信念和承擔責任的勇氣等

男性品質。兩種具有不同性別特徵的心理素質在寶玉身上同時得到了充分的表現。其性格在整

體上呈現出雙性化的特徵。曹雪芹的文化理想是其雙性化性格形成的思想基礎，明清時期新思

潮是這種性格形成的現實文化背景，中國傳統文化的陰柔性因素為這種性格的形成提供了深層

的文化基礎。由于多種因素的影響，明清時期，男人和女人的情感形式，發生了有意思的對轉。

湘雲既不失年輕女性的嬌柔含蓄，秀美羞澀，同時又具有男性化的豁達和豪爽。「玫瑰花」的綽

號最能說明探春性格的兩個方面。總體而言，湘雲和探春等人呈現出雙性化的性格特徵。王熙

鳳等人超越了傳統的女性行為規範，表現出明顯的男性化特徵。孤高癖潔的妙玉、逆來順受的

迎春、偏執孤僻的惜春、以及抑鬱悲戚、自卑多疑的黛玉，就其性別角色而言，屬於未分化型，

其心理也都一定程度地呈現病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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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年春節期間，遠在嶺南高校任教的富鵬校友，寄來了他的新著《〈紅樓

夢〉人物性別角色研究》書稿。筆者通讀之後，深為著者在書中所展現之深

廣的學術眼光，堅實的學術功力，獨特的學術視角和厚重的學術成果，而驚

喜，而感奮。至於對著者要讓筆者為本書寫序，筆者則頗為遲疑。一因著者

近年來學術水平突飛猛進，青藍勝出多多；二因筆者多年來心有旁騖，遠離

紅學主流，所以難勝此任。不過，由於著者的誠摯堅請，筆者亦考慮到可藉

此良機，與著者并學界新老朋友交流商酌，因而還是寫了讀後感言如下。 
在本書中，著者把心理學中關於性別角色的新興理論和方法，與文學、

美學、文化學關於人物性格的傳統理論和方法，有機地整合起來，對《紅樓

夢》中以賈寶玉、王熙鳳、賈探春等「越位」性別角色為中心的人物形象體

系，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研究和嚴整、周密的論證，取得了具有開拓性、創

新性的重大學術成果，從而得到了學術界的高度肯定和普遍贊許。本書多數

篇章的主體內容，此前曾在《紅樓夢學刊》等核心刊物上發表過，即為明證。 
特別是對賈寶玉的雙性化性別角色，著者更是從其特徵和實質，其得以

出現的社會時代背景、歷史文化淵源，其塑造者曹雪芹對歷史文化類型的批

判和對未來文化類型的理想等等方面，作了窮本溯源、籠圈條貫、動態全息

式的深刻分析與系統綜合，從而使得本書的整體研究成果，顯得格外厚實和

精審，稱之為賈寶玉研究以至《紅樓夢》研究歷程中的標誌性著作，應非溢

美之詞。 
以上是筆者對本書的總體看法和基本評價。其次，筆者想就本書中存在

的枝節問題，或者是筆者聯想到的超出本書範圍的問題，提出一些不成熟的

看法和建議，供著者在本書最後定稿或再版時參考。 
《紅樓夢》的主體內容及相應的情節結構線索，有相互錯綜交織的兩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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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以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以及賈母、王夫人、晴雯、襲人等人物為中

心的愛情婚姻悲劇線索，一是以王熙鳳、賈寶玉、賈探春以及賈母、賈政、

賈赦、賈璉、賈珍、鴛鴦等人物為中心的家族命運悲劇線索。因而本書與對

賈寶玉性別角色的充分論證和大量篇幅相對應，似應適當加強、加深對普通

性別角色（非「越位」）重要人物的研究和論述，以使全書在社會時代、歷史

文化等內容分量上，更為全面而深刻，相得而益彰。 
曹雪芹《紅樓夢》原作與高鶚、程偉元續改本（續寫後四十回，改動前

八十回），在思想性質、美學傾向、藝術旨趣等方面，都有巨大差別，甚至相

反，因而本書在引用《紅樓夢》原文時，似應限於原作，不用續改之作。 
關於本書在人物性別角色研究中對羅西、貝姆等人心理學理論與方法的

運用，筆者在前面具體評論中，已明確地予以充分肯定，在後面行文中也還

會從宏觀背景上正面涉及。但本書在對修訂後的貝姆性別角色量表的使用

上，似應更加審慎；在依此量表為具體人物的各項性別特徵指標打分并作綜

合評定時，需要盡可能準確，以使其符合具體人物的實際情況，并在不同人

物之間，能有妥善的平衡。 
再次，筆者想借用本書的珍貴篇幅，對於由本書研究方法的中西古今綜

合所關係到的紅學及中國文學研究的發展前景，以至中華文明（化）、中華民

族歷史命運的問題，冒昧表示一些看法或臆想。 
中華文明不僅是世界上光輝燦爛、源遠流長的古老、原生文明之一，而

且是唯一從未中斷、消亡，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凝聚力，自我調節能力和更新

能力的文明。所以英國著名史學家湯因比，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前期與日本池

田大作的世紀對話中，提出：為了避免人類社會的混亂和崩潰，要以中華文

明為指針，以東亞漢字圈國家為基礎，以中國從漢代以來中央政府對全國統

一之成功治理為參照，建立世界政府。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在五世紀

之前居於世界前列、五世紀之後一千多年裏更是遙遙領先於世界的中華文

明，長期存在與小農自然經濟、家族宗法制度相適應的封建君主專制和封建

思想禁錮的消極因素。最終導致明代中期以後相對於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社會

發展迅猛質變之歷史時代性、整體系統性的落後。《紅樓夢》中寶、黛、釵「玉

帶林中掛，金簪雪裏埋」的愛情婚姻悲劇和賈府「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凈」

的家族命運悲劇，典型地折射出了中華民族、中華文明之先進社會力量、啟

蒙思想，苦苦難於擺脫封建桎梏的社會時代悲劇。相對於十八世紀西方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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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3－ 

的啟蒙運動，英國的產業革命，以至俄國的銳意改革，《紅樓夢》在十八世紀

中葉能夠在原則上達到西方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水準的文學奇跡，也在思

想上奇跡般地揭示了當時中國封建「盛世」的「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

卻也盡上來了」之外強中乾，落日「輝煌」的衰朽實質。這也就有力地警示

我們，必須始終堅定發揚中華文明自強不息的優秀傳統，特別是勇於并善於

從物質、制度、精神等各個層面吸收全人類優秀文化遺產的傳統，比如從漢

代以來對佛學、梵語文化成果的汲取和創新。著者在本書中對榮格、羅西、

貝姆等人心理學理論和方法的引進和融匯，亦屬此一範疇。只有如此，才能

使得從紅學研究的推進，到中國文學研究和創作的進展，以至中華民族的偉

大復興，光榮祖國的空前強盛、中華文明永葆青春的世界先進地位，可以順

利實現。 
最後，為了熱烈祝賀富鵬校友新著的出版，也為了親切回憶筆者與紅學

研究的緣分，附上三首有幸用了曹雪芹詩作原韻的拙作。 

庚申（1980）季夏中國紅學會首屆（哈爾濱）會議感賦，書奉周（汝昌）吳（世昌）周

（紹良）端木（蕻良）霍（松林）溤（其庸）劉（夢溪）彭（駿）傅（繼馥）周（雷）

吳（新雷）曾（揚華）張（錦池）並與會諸公，次張宜泉《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廢寺原

韻》。 

《紅樓》百卷起龍吟，刺政言情感慨深。時事洞明輝電閃，前程杳渺黯雲陰。 
匠心疇昔多潛逸，勝義而今共探尋。莫道知音向來少，松濱盛會士如林。 

丙寅（1986）仲夏第二屆國際紅學（哈爾濱）討論會感賦，書奉唐（德剛）周（策縱）

柳（存仁）周（汝昌）馮（其庸）劉（旦宅）劉（世德）蔡（義江）沈（天祐）胡（文

彬）鄧（慶祐）呂（啟祥）張（錦池）并與會諸公，次張宜泉《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廢

寺原韻》。 

意興飛揚伴客吟，五洲朋好共情深。重逢日月光天麗，一掃煙雲翳地陰。 
紅學是非懸百載，脂評高下隔千尋。松濱再舉寰球會，慎議精研報士林。 

壬辰（2012）暮春欣賀《〈紅樓夢〉人物性別角色研究》付梓，次張宜泉《和曹雪芹西

郊信步憩廢寺原韻》。 

衡評酌序費沉吟，故友新書義廣深。寶玉淳情憤泥濁，探春雄志憾閨陰。 
高華意境《紅樓》蘊，精實考論清世尋。勝出青藍遙祝願，鴻篇迭梓蔚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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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鵬同志的新著《〈紅樓夢〉人物性別角色研究》即將出版，這是一本值

得期待值得重視的紅學著作，是近些年來《紅樓夢》研究的重要成果。 
性別角色研究是近幾十年來國內外心理學研究的一個熱點，其研究成果

也已經開始被應用到許多不同的領域。不過到目前為止這一研究成果還很少

被運用於國內的文學研究當中，而運用到《紅樓夢》研究中就更少了。據我

所知，富鵬同志是紅學界中最早運用性別角色理論研究《紅樓夢》的學者之

一。《紅樓夢學刊》一九九九年第二輯發表的《一種特殊的性格類型——論賈
寶玉的雙性化性格特徵》，是富鵬同志有關這類研究的第一篇文章，也是紅學

領域有關這類研究最早的文章之一。此後，富鵬同志陸續發表了一系列研究

文章，如《人類未來文化模式的思考：論曹雪芹的文化理想》、《論明清時期

新思潮與賈寶玉的女性氣質》、《論傳統文化的陰柔性因素對賈寶玉氣質的影

響》等等。可以說，富鵬同志是十幾年來運用性別角色理論研究《紅樓夢》

的第一人，是這方面成果最突出的學者。  
雖然富鵬同志等一些學者為此付出很大努力，但在《紅樓夢》研究中，

很多人仍然對性別角色理論研究關注不夠。其實文學創作過程中的許多環節

都涉及到性別角色的問題，如作家的創作心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作品的

情感表現等，都有可能涉及這類問題。作家的性別角色，以及傳統文化和時

代文化對男女性別角色特徵的規定，有可能通過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或作者的

情感表達曲折地表現出來。作品及作品中的人物所流露出的心理性別、情感

模式等有可能關涉到作家的創作意圖、對人物的定位、作品的立意。另外，

戲曲文學中角色的心理性別與演員本身的心理性別的關係等也值得研究。由

此可見，性別角色理論在文學研究領域中的應用有著非常廣闊的空間。 
《紅樓夢》中有關性別角色的內容非常豐富。有些人物的性別角色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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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規定，有些人物的心理性別則發生了「錯位」。寶玉、鳳姐、探春、湘

雲、秦鐘等就存在著性別「錯位」的現象。這種「錯位」，其實就是人物的性

別角色與人們刻板的或傳統文化所規定的性別角色發生了一定程度的矛盾。

作者為某些女性人物代擬的詩詞不但包含著一定的女性意識，而且也呈現出

作者的女性意識和性別角色的一些信息。《紅樓夢》中性別角色這一問題牽涉

到中國文化的許多方面。通過這類現象的研究可以觀察到傳統文化的某些特

徵、作品產生的那個時代的某些特點和作家不同於他人的心理特點和文化理

想。因此，對《紅樓夢》人物的性別角色這一問題的研究有著重要的意義。 
 我記得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後，在紅學界人們說的最多的話之一就是

「紅學的突破」，人們似乎對紅學的研究現狀不是很滿意，因而特別期待著「突

破」。但許多人的期待似乎寄託在「發現」上，期待著有關曹雪芹和《紅樓夢》

的文獻有「震驚人類的發現」，以為這樣才能「突破」。當然，如果真有這樣

的發現自然是大家非常高興的，但遺憾的是這樣的「發現」至今也沒有見到。

《紅樓夢》畢竟是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研究《紅樓夢》的文本才是最主要

的，研究《紅樓夢》的終極目的，還是認識這部偉大作品。一部偉大文學經

典的價值所在就在於它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上。所以我特別期待有更多的

學者多在《紅樓夢》的文本研究上下功夫。富鵬同志的大作是以性別角色的

理論研究《紅樓夢》的人物，這確實是一個新視野、新途徑，是一個非常有

意義的探索，這對於我們從一個新的視角分析《紅樓夢》中的人物，確實有

重要的學術價值。 
富鵬同志從一九九九年在《紅樓夢學刊》上發表第一篇以性別角色理論

研究《紅樓夢》的文章開始，至今已過去十三年。研究一個課題長達十三年，

其間不間斷參閱相關資料，以嚴謹的治學態度推敲其中的一些觀點，這樣的

執著治學，真是令人敬佩，也是今天極其難得的學術精神。現在《〈紅樓夢〉

人物性別角色研究》一書，已經擺到了我們面前，這既是富鵬同志十三年執

著追求的學術結晶，也是《紅樓夢》研究的最新收穫。我希望它能引起人們

對這方面研究的更多關注，推動紅學的健康發展。 
是為序！ 

 
2012年 5月 30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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