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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建构 

 

朱琳 

（湖南大学，湖南省长沙市 410000） 

 

摘要 ：张爱玲作为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活跃的女作家，她笔下的女性有着独有的时代印记和悲剧特

色，本文从解构男性权威和剖白女性自身两个方面入手考察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建构，也看到了张爱玲在塑

造女性形象时不仅揭露出女性生活的艰辛、受到的压迫，更对女性自身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体现出其作为

女性作家的敏锐判断与人性思考。 

关键词：男权；女性建构；张爱玲 

中图分类号： I2      文献标识码：A 

 

 

张爱玲的女性建构是建立在五四女性大发现基础上的，几千年来，女性被隐藏在历史的

地表之下：她们失去姓名，只有职能，作为女、母、妻、媳等形象存在；她们失去性别内涵，

只有形象，作为女性的性别被物化为一种形象的能指；她们被规定为从属客体，一生都在“从

父兄，从夫，从子”。正如孟悦、戴锦华所言“两千年父与子的权力循环中，女性是有生命

而无历史的。”1一直到五四时期，人们在发现“人”的时候，也发现了女性，女性这才走

到了大众面前。但是正像许多作家们早已关注到的“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一批先进的知

识分子早已经敏锐发现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新旧交融时代的女性始终无法真正获得与男

性一样的身份地位，她们要么重回家庭寻求庇佑，要么成为都市商品交易的一员，女性要实

现真正的独立还需要经过很多的努力。而张爱玲从解构男性权威和剖白女性自身两个方面入

手建构出女性形象，正展现出新旧交融过渡的宗法社会里，女性挣扎其中的艰难和苦闷, 从

而对男权至上的文化传统所制造压迫歧视以及父权宗法社会戕害人性、泯灭人欲的恶行进行

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同时张爱玲对于女性自身精神缺陷的揭示更是一直到今天依旧值得我

们去反思叩问的。 

一、解构男性权威 

解构男性权威是张爱玲在塑造女性形象时进行的重要一步，为此，她采取了双重手段，

包括正面上的消解父权，以及反面上的塑造女性大家长，也就是发现封建大家庭中父权的失

职和寻找替代者这两方面来进行解构男性权威。 

（一）消解父权 

张爱玲对于父权的消解显示在许多小说的文本中，她采取了塑造自私、荒唐的父亲，无

能、猥琐的丈夫，消失的男性话语等方式来对封建父权进行消解。 

1．自私，荒唐的父亲 

《心经》中许峰仪是荒唐、自私到了极点的父亲。作为父亲，许峰仪无视人伦，沉溺于

欲望快感，竟然悄悄和自己的女儿暧昧了七、八年之久。在玩弄女儿的感情之后，许峰仪为

了逃避这样乱伦的感情，选择包养与女儿年龄相仿的天真、纯洁的女孩子，并以“健康、正
 

1 孟悦，戴锦华著. 浮出历史地表 现代妇女文学研究.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07.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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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爱为借口抛弃女儿，毫无父亲的担当。 

《花凋》中的郑先生正如张爱玲写的那样是“连演四十年的一出闹剧”
2
，是一位同样

典型荒唐而又自私的父亲。他不承认民国，自居名士，对待孩子，他的态度是：“有钱的时

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
3
对生养孩子这回事没有丝毫的责任心。作为

父亲，郑先生在女儿生病奄奄一息时，不愿意给女儿花钱买药，认为把钱花在药上太冤；但

是当女儿去世以后，却愿意花钱加工修葺女儿的坟墓，在墓前花钱雕刻天使、撰刻碑文。郑

先生的确是一个在孩子生病时不愿意出钱，宁愿花钱买鸡鸭水果，有钱只愿先花在自己身上

的自私父亲。 

《创世纪》中的匡霆谷、匡仰彝这一对父子也是彻头彻尾的自私父亲，他们是一对冤家

对头，只因为“印彝恨他父亲用了他母亲的钱，父亲又疑心母亲背地里给儿子钱花。”
4
父

与子都在算计戚紫薇的钱。当戚紫薇抱怨家里没钱时，匡仰彝想到的办法却是让自己两个大

一点的女儿去做舞女，没有一丝一毫父亲的担当。 

《琉璃瓦》中的姚先生也是一位自私的父亲，他很明白他那些美丽的女儿的价值，很是

洋洋自得地称自己的漂亮女儿为“琉璃瓦”。因此，他对于女儿们的婚姻，在选女婿方面也

是颇有计划，往往选中的不是高官，就是富商。但当他的愿望一次次落空后，从女儿出嫁中

无法获利，更是眼看着女儿打定主意嫁给贫穷的人家，他竟然被气的生了一场大病，更是对

妻子说出“以后你再给我添女儿，养一个我淹死一个。”
5
这般狠毒的话。 

 千百年来，父亲作为父权宗法社会中至高无上的权威者，一般都是家庭的统治者，承

担着家庭的重担，是勇敢、伟岸，作为家中子女的成长榜样。可张爱玲笔下的这些自私荒唐

到了极点的父亲，揭开了父权宗法社会中对于父亲形象笼罩的虚伪面纱，打破了父亲神话，

彻底颠覆了传统社会中对父亲的歌颂，更是消解了父亲在封建家庭中的作用。 

2．无能，猥琐的丈夫 

在张爱玲的笔下除了对父亲形象的消解，还有对丈夫形象的消解。在封建社会中，夫权

对女性的影响或将延续女性的一生。丈夫这一角色要求妻子“以夫为天”，在传统的男权文

化中，他们是女性的主宰者、引领者、救赎者。但是在张爱玲的笔下，他们无能又猥琐，不

仅失去了主体地位，更是失去了离开女性之后的生存能力，失去了起码的尊严。 

《沉香屑·第一炉香》的乔琪乔就是典型的无能的丈夫，他是个“除了玩之外，什么本

领都没有”的花花公子，自己没有能力赚钱，也不受家庭的重视，因而只能靠着和有钱女人

的调情过活。他明白自己没有钱，又过惯了富裕生活，自认是“招驸马”的命，打定主意要

找一个阔小姐。梁太太劝说他结婚时用的借口也是，他可以等葛薇龙不能赚钱养家时离婚。

婚后，他也主动出让作为丈夫的尊严和权威，搬到梁太太的别墅中，平常也是依靠妻子挣钱

养家，通过妻子的卖淫来供养自己尽情玩乐。 

如《创世纪》中的匡霆谷，他更是一个丧失了丈夫权威的无能猥琐的男人。父亲去世，

他和妻子回家奔丧，却在还差七里到家的时候往外跑着嫖赌；他的职位是妻子问娘家哥哥托

情要来的北京小官，妻子逼他辞官搬往上海他也照做不误；他害怕自己的妻子，一辈子靠妻

子卖田卖房，买卖股票外汇养活整个家庭，到了晚年还要靠妻子变卖衣饰来维持家庭的周转；

他不仅不承担丈夫的责任赚钱养家，还要因为儿子常常花钱来仇视敌对他，可以说完全丧失

 
2 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 第 1 卷,安徽文艺出版社,第 135 页。 
3 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 第 1 卷,安徽文艺出版社,第 135 页。 
4 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 第 2 卷,安徽文艺出版社,第 239 页。 
5 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 第 1 卷,安徽文艺出版社,第 1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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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丈夫的权威。 

《年青的时候》中沁西亚的丈夫同样是一个无能的丈夫，在结婚时，通过潘汝良的口吻

可以知道他是个酒徒，而且是个被女人宠坏的男人，看上去没有多大的出息。在婚后依旧和

妻子住在妻子的娘家里，家中钱不够用，依旧需要沁西亚找兼职贴补家用。 

在张爱玲的小说文本中，本该沉稳，承担家庭重任的“丈夫们”大多因没有经济能力，失

去权势而处于家庭中的从属地位，他们被剥夺了象征夫权身份的能力，他们成为了家庭的无

用者，因此也由封建家庭的主体地位变为了从属地位，甚至更加边缘。 

3．文本中消失的男性话语 

还有一些男性，虽然也作为父亲，丈夫们在文本中出现，但是形同虚设，他们被遗忘在

故事中，成为文本中消失的男性话语。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豫琨，关于留下葛

薇龙这件事，梁太太生怕被他骂诱拐良家女子，但在小说中葛豫琨却未成为葛薇龙留在香港

的阻力。他只是短暂的出现，随后就彻底销声匿迹，而他所代表的父权也被转移到了梁太太

手里。还有《金锁记》中的姜二爷，他虽然是曹七巧的丈夫，长白、长安的父亲，但也只是

仅仅出现在文本中一下，就变成了墙上挂着的一张遗像。而且他身上所代表的权力也被剥夺

了，父权被转移到曹七巧的身上，夫权被转移到姜老太太和姜家族人那里。这些男性虽然也

在家中有着各种各样的身份，但是他们却在文本中失去了话语权，成为了故事中的隐形者，

可有可无的人物。 

张爱玲通过一位位自私荒唐，无能猥琐父亲，丈夫角色的塑造，打碎了封建社会为男性

塑造的神圣光环，将男性的丑恶赤裸裸的摊开在阳光之下。同时，通过文本中消失的男性话

语，使读者发现：封建家庭中的男性边缘化并不影响故事的进展，从而进一步消解掉了男性

在家庭中的作用。 

（二）塑造女性大家长 

在张爱玲笔下，作为父亲，丈夫的男性无能，猥琐，没有担当，无法承担起家庭的重任，

因此女性大家长便顺势而为的出现，接手了封建大家庭的一切权力，成为一家之主。 

关于女性大家长的创作缘由，或可追溯至《红楼梦》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多次在文

中表示自己甚爱《红楼梦》，并曾在 14 岁时创作过《摩登红楼梦》一书。张爱玲笔下也有

一批类似《红楼梦》中贾母这样的封建大家长的形象，诸如《创世纪》里的戚紫薇，《倾城

之恋》里的白老太太，《金锁记》里的姜老太太等。戚紫薇在匡家执掌经济大权，为丈夫谋

划职位，决定家中的搬家大事，儿子没有赚钱能力，也只能每日从母亲紫薇哪里拿私房钱供

自己取乐，儿媳更是在这样一位婆婆的隐形下没有丝毫的存在感，成了整天围着厨房转悠的

太太。而白老太太也是在白家凝聚核心的大家长，她卖一次田能够全家吃用两年；在宝络相

亲时她能够搜集全家的金珠细软，甚至连三房姑娘收到的生日礼物也能被拿来给宝络做旗

袍，这也可以看出白老太太在家中的绝对地位。更不用提《金锁记》中的姜老太太，姜家的

院墙仿佛隔开了时间，院内还是清朝，姜公馆中仍遵循着旧时的规矩，儿子，女儿和儿媳都

要在晨起请安，伺候她吃早饭，姜家的子孙们的重要任务也是要哄姜老太太开心，孝敬她。

姜老太太的话俨然圣旨一般，每一位儿孙都得遵循，而在她死后，姜家也自然而然的要分家。

可以说，姜老太太是姜家的核心，凝聚着整个姜家。 

张爱玲在进行全方位的解构男权时，一方面从消解父权入手，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塑造女

性大家长出来代替男性行使父权，将男性原本牢牢掌控的一家之主的权威挪到女性大家长的

身上，失去权力的男性权威，也自然而然的被消解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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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剖白女性自身 

张爱玲对于女性自身的剖白则是建构女性形象的更为重要的部分，在张爱玲的作品中，

她将女性在封建家族中受到的压迫，女性自身的精神缺陷，女性在现代都市社会中面临的窘

迫处境表现了出来，塑造出了更加全面立体的女性形象。 

（一）寻找被封建家族压抑的女性 

正如孟悦、戴锦华关注到的那样“女性因生存于家庭之内而被拒斥于社会之外，她周围

那一道道由父、夫、子及亲属网络构成的人墙，将她与整个社会生活严格阻绝，使她在人身、

名分及心灵上，都是家庭——父、夫、子世代同盟的万劫不复的囚徒。”6封建社会的“存

天理，灭人欲”到了女性这里则更为严格，代代相传的宗法礼教深深束缚着女性的身心，在

宗法礼教社会中，女性正常的欲望必须被层层压抑，成为端庄的贤妻良母，成为圣坛上的烈

女贞妇，女性须得抹除掉自我的差异性，留下令人称颂的伟大母性，温柔妻德，只有这样的

女性才是其他女性的榜样。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就受到层层压抑：哥哥做主将妹妹曹七巧嫁给一个官宦人家的瘫

痪少爷，打定主意要攀上一门有钱的亲戚。而姜家仿佛宫廷一般井井有条的秩序也是压抑曹

七巧的重要源头：从小说开头丫鬟们的口中就能看出，曹七巧虽然嫁进了姜家，但是她的出

身就决定了她在家中的地位，甚至连伺候的丫鬟也处处看不上她，认为她这样的身份只配做

个姨太太。更别提那些出身公侯官宦家庭的妯娌们了，更是个个都将曹七巧当做一个笑话看，

拿她的日常行事做派逗笑取乐。而姜老太太也看不上自己的这个儿媳，时常指派给她差使，

零零碎碎地给她罪受，可以说曹七巧在姜家的处境就是孤立无援，处处受压制。曹七巧在婆

家饱受欺负，而当她想把满腔的委屈倾吐给娘家人时，却往往和哥嫂不欢而散，他们不理解

七巧的处境，无法开解七巧的苦闷，嫂子只能劝说她抽鸦片解闷。出了门，即使是这样的至

亲，也在背后嘀咕七巧说话疯疯傻傻，不得人心。由此可见，七巧无论在婆家，娘家都没有

任何人可以理解她的压抑。事实上，在姜家没有分家时，曹七巧并没有什么错，相反，她替

姜家生儿育女，战战兢兢地在姜家生活，按理来说应当受到姜家的好好供养，但就是因为出

身不好、娘家没钱，所以她处处被人看不起，而她的苦闷也无人能理解，这也难怪最终曹七

巧会压抑疯狂，用金枷伤人伤己。 

《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也是饱受封建压抑的女性，她生活在父母、兄嫂之中，却深感

自己无依无靠。因不堪忍受夫家的虐待离婚回了娘家，起初因她有一笔不小的钱财，尚能在

哥嫂这里勉强生活，可当她钱财被哥哥哄得花完后，迎接她的就只有无休止的谩骂羞辱。哥

哥要求她回去世的前夫家守丧，过继一个孩子生活，母亲也对此也很赞同，认为唯有此才能

在熬上十几年以后，有出头之日。范柳原虽然对白流苏有意，但他不想娶她，只是每日约她

游玩，用舆论破坏流苏的名声，再加上流苏回家后家人们那“杀了她还怕污了刀”的态度，

流言碎语逼迫她陷入绝境不得不重回香港，接受他的包养。正如流苏所言，掺杂着家庭的压

力才是最痛苦的成分。即使是那曾经敢离婚的流苏也受到家庭的如斯压迫，更别提那些一辈

子循规蹈矩的女性更是被怎样束缚。 

《创世纪》中的紫微也是深受封建家族压抑的女性。父亲嘱咐女仆:如遇兵匪乱事，无

论如何先把小姐结果了“不能让她活着丢我的人!”7她不但不觉得这种做法有错，反而认为

她自己遇到该死的时候会主动求死，这样叮嘱女仆的做法反而是父亲看轻她，认为她不懂事。

 
6 孟悦，戴锦华著. 浮出历史地表 现代妇女文学研究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07.第 6 页。 

7 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  第 2 卷,安徽文艺出版社,第 2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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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丈夫不成器，爱玩，不干正事，还时常出去嫖赌，但紫薇却因为丈夫多年来没有讨姨

太太而觉得宽慰。紫薇爱看戏，文明戏火的时候她天天坐在包厢里看戏，却被亲戚朋友背后

指指点点说闲话质疑她同戏子偷情，紫薇知道后生生将自己气的生病，这样的层层压抑将紫

薇捆绑起来。 

透过张爱玲的书写我们也能看出这些女性在以男权为中心封建礼教家庭中的生存实相，

这些被封建家族深深压抑的女性无一不是血泪满满。而这源自于封建家族的层层压抑又使得

原本就不完美的女性心态变得更加畸形、疯狂、病态，形成恶性循环。 

（二）对女性自身精神缺陷的反思 

一直到今天，张爱玲的女性塑造依旧值得我们研究的重要原因就是张爱玲对于女性人格

弱点、精神缺陷的揭示，包括：女性无法逃脱的权力、金钱、情欲的诱惑；女性对于同性的

虐杀和报复；以及深深扎根在女性内心深处的“奴性”。 

1．权力、金钱、情欲的诱惑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梁太太选择做富商的姨太太，养婢女帮她笼络上流社会。梁太

太本也是封建家庭养出来的女儿，良好的家庭能够为她寻找到一桩门当户对的婚姻，但是她

却为了追求富足的生活，自愿嫁给粤东富商梁季藤做第四房姨太太，为此不惜和生养自己的

封建家庭，手足至亲闹翻。在封建家族的思想观念中给人做小是一件自甘下贱的勾当，败坏

门风。可是梁太太并不在意那些，从她在婚姻上的选择就可以看出她是一个清醒的女人，她

并不掩饰自己对于物欲的追求、对于金钱和富足生活，奢侈生活方式的追求。 

而文中的葛薇龙同样是一个抵不住金钱情欲诱惑的女性，她从住进梁宅看到衣橱里金翠

辉煌的衣服开始一件件试穿，就意识到自己和“长三堂子”的人没有区别，但她还是住了下

来。之后更是参加各种酒会、聚会、文艺沙龙、周末派对, 见识遍了奢华的上流社会，早已

忘记自己留在香港的初心是为了“求学”，她意识到“三个月的工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

经上了瘾了。她要离开这儿，只能找一个阔人，嫁了他。一个有钱的，同时又合意的丈夫，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8沉沦在了物欲之中，但令她最为不舍的却还是情欲，对乔琪乔的情

欲使得葛薇龙决定要将自己的色相作为挣钱的资本养活她的爱情。 

《金锁记》中曹七巧也是一位用自己年轻健康的身体换来金钱的可怜女性。因为贪图姜

家的富贵，她嫁给了瘫痪在床的姜家二少爷，只能陪伴着那具“没有生命的肉体”。她用青

春换来金钱，压抑了自己的情欲，但她同样是渴望情爱的，她在姜家时便对健康强壮的姜季

泽有意，向他哭诉“难不成我跟了个残废的人，就过上了残废的气，沾都沾不得？”9。甚

至在分家后姜季泽来寻找她时，她也陷入浓情蜜意，认为自己“嫁到姜家来，是为了遇见姜

季泽，命中注定要与他相爱”10，但当她意识到姜季泽是来诓骗自己的钱后，又立刻暴跳如

雷地动手打他，整个人在金钱与情欲中反复挣扎。 

2．女性对于同性的虐杀和敌视 

千百年来，女性明明已经遭受到了男权的无情压迫，但当女性拥有部分的男性权力时，

她们又毫不留情地作为封建男权的代言人行使权力摧残女性，此外，女性为了争夺男性的互

相敌视也是值得反思的，正如宋剑华所说“女性早已不再是同一利益的社会群体, 而是为了

 
8 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  第 2 卷,安徽文艺出版社,第 31 页。 
9 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  第 2 卷,安徽文艺出版社,第 94 页。 
10 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  第 2 卷,安徽文艺出版社,第 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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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男性‘安全’呵护的情敌或仇人”11，这种对同性的排斥更容易让女性自身陷入孤立无

援的境地。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梁太太明知女性的艰难，自己也曾是受害者，但还是在有钱以

后成为摧残女性的角色。她利用自己的经济，笼络一批年轻女孩围绕在自己的身边，出去交

际、笼络上层阶级，维系自己奢侈享乐的生活。同时，梁太太也很清楚如何利用女性的弱点

来攻击对方：对于睇睇的忤逆不顺，她吩咐其母押睇睇下乡嫁人；为了哄着葛薇龙替她应酬，

她用和乔琪乔的婚姻绑住葛薇龙，同时许诺乔琪乔可以很轻易利用葛薇龙的不贞洁结束这段

婚姻。 

《金锁记》中曹七巧在年轻时受到婆婆姜老太太和妯娌的轻视作践，本是深深的受害者，

但当她拥有了一家之主的权威时，却果断地将刀转向自己的儿媳身上。她刚见面就对儿媳充

满讥讽挖苦，频频用言语羞辱这位年轻而活力的女性，直羞地她无地自容。曹七巧与儿子彻

夜畅谈这对新人的闺房密事，带着身边的所有人以夫妻二人的闺房之事取乐调笑。逼得儿媳

芝寿年轻早夭，甚至连儿子身边的姨太太都忍受不住七巧的变态宁愿吞生鸦片自杀。同样的，

曹七巧在折磨摧残自己女儿上同样十分熟练。七巧的脚是缠过的，平日里也是塞棉花装的文

明脚，可她却硬要为长安缠足。长安得了痢疾，七巧也不为她延医请药，反而让她抽鸦片缓

解，使得长安也染上鸦片瘾。长安背着七巧与童世舫相识，定亲，眼看着长安就要幸福出嫁，

但是七巧却从中作梗，将童世舫约到家里，展现家中养姨太太，女儿抽鸦片的丑态，生生破

坏掉女儿所有的希望。 

此外，还有《十八春》中的顾曼璐，为了挽回丈夫、保住她的婚姻，她将魔爪伸向自己

的亲妹妹，帮助丈夫强奸妹妹，囚禁她在自己家，生生断送自己妹妹的幸福。《小艾》中的

姨太太忆妃，在知道小艾被成孕后，她没有去找自己的丈夫五老爷要说法，反而将自己的全

部愤怒倾洒向同是女人的小艾，对小艾疯狂地殴踢，打骂，小艾被她打的生生流产。 

3．扎根在女性内心深处的“奴性” 

封建宗法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本就不合理，但女性甘愿配合封建礼教的压迫成为被封建家

庭驯服的奴隶，则是更为可悲的事情。由于封建礼教的一遍遍洗礼，对于一切压迫的顺从成

了扎根在女性内心深处的“奴性”，使得这些女性在家庭中遇到所有的无理要求或者窘迫境

遇都能平静的接受。 

《等》中的那一群太太们，每天念叨诉说着各自丈夫能良心发现、回心转意重新回到自

己身边。《茉莉香片》中聂传庆的生母冯碧落，她虽曾与言子夜相爱，却听从父命嫁给了聂

介臣。虽然身不由已，虽然郁郁寡欢，却也就低眉顺眼地屈伏在丈夫的统治之下，竟从来没

有表示过主动的抗争。《十八春》中的顾曼璐，明知道丈夫是个流氓，喜欢寻欢作乐，却还

是在丈夫透露出对自己的妹妹有想法后，不顾妹妹的意愿将其送上丈夫的床。《小艾》中的

五太太，一辈子没有与五老爷生活过太长时间，五老爷整日里在外和姨太太生活，但她仍愿

意替五老爷养护前妻留下的子嗣，为五老爷的交际应酬变卖嫁妆，无怨无悔。 

张爱玲用作品向人们揭示出，女性最大的悲剧往往是内在的，自身的人格弱点，精神缺

陷，也是导致女性生存艰难的重要因素。张爱玲对于女性自身精神缺陷的展示产生的影响不

啻于鲁迅的《阿 Q 正传》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暴露。 

 
11 宋剑华.“金锁”未必是“金钱”——论张爱玲《金锁记》的女性自省意识[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

版),第 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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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展现都市女性的失落之地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她用细腻的笔触展现了都市女性生活在这个宗法制度根深蒂固，新

旧过渡社会中所面临的经济、婚姻的独立困境。早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张爱玲就曾

借睨儿之口表达过女性求职的一些现实的窘境“不是我说扫兴的话，念毕了业又怎样呢?姑

娘你这还是中学，香港统共只有一个大学，大学毕业生还找不到事呢!事也有，一个月五六

十块钱，在修道院办的小学堂里教书，竟受外国尼姑的气，真犯不着！”12葛薇龙当初要留

在香港便是因为不想半途而废，想要尽快毕业拿到文凭，但是睨儿的话却敲醒了葛薇龙，即

使读到大学也不是很容易找事做，更何况葛薇龙家中也是中产之家，她也是从小娇养，拿着

微薄薪水不仅很难养活自己，而且处处受气。 

而《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又何尝不是一位思想先进有主见的女性呢，在原先门当户对

的家族婚姻中受到欺负，于是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婚，甚至在他死后也不去奔丧主孝，这在那

个时间流逝比外在慢的白公馆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白流苏的勇敢可见一斑。白流苏的钱

被兄长们花完后开始受到兄嫂们的指桑骂槐的讥讽，她深知白家再也住不下去，即使这样勇

敢有主见的女性，在经历了失败的婚姻后却依旧要用自己的前途搏一段婚姻来作为保障。范

柳原有钱又有闲，是个风流极了的人物，其实与白流苏的前夫不遑多让，甚至与前一段婚姻

相比，流苏的处境更糟，因为范柳原不想愿意受到婚姻的束缚，不愿给流苏婚姻的保障。可

就是这样一个男人，对于经济不能独立的流苏来说却是别无选择中的最好选择，唯有范柳原，

能够帮她脱离现在的经济、家庭窘境。 

《年青的时候》中的沁西亚也是一位受过较好教育的女性，因为家庭经济情况很窘，所

以她将自己的工作安排的十分紧凑，白天在怡通洋行工作，晚上又做语言专修学校的德文助

教。但就是这样一位勤劳美好的女性依旧要“为结婚而结婚”，甚至在婚后还要需要做一些

零散的兼职来贴补自己的零用钱。还有《十八春》中，顾曼桢也是经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

在大姐出嫁后，她每天做三份工尚且无法维持家庭的生计，还需要母亲从出嫁的曼璐哪里时

不时拿一部分金钱来贴补娘家。 

都市女性因为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因而她们拥有从家庭中走出的能力，她们试图自己养

活自己脱离家庭的束缚，但是在张爱玲笔下却将都市女性们在不利于女性谋生的宗法过渡社

会中的经济、婚姻窘境展现的一清二楚，这些思想先进，教育良好的女性只是短暂的走出家

庭，最终还是回到家庭的怀抱。 

张爱玲对于女性自身的剖白不仅注重展现封建宗法社会的传统女性饱受压迫的一面，更

不忘展现都市女性的在经济、婚姻上的无助和无奈，再加上对女性自身精神缺陷的反思，也

使得女性形象更加完整立体起来。 

结语 

张爱玲对于女性建构的第一步就是对于男权的刻意消解，通过描写自私虚伪的父亲、丈

夫，让男性话语在本文中逐渐消失来消解父权，并由于深受《红楼梦》的影响，塑造出一批

封建女性大家长来代行父权实现对于男权的解构。此外，张爱玲不仅找到了被封建家族压抑

的女性，体现出封建家族中女性的生存悲剧，更重要的是她也对女性自身的精神缺陷进行了

反思，这样深深的叩问是具有极深的自省的价值和意义。最后，在张爱玲的笔下，更展现了

都市女性的失落之地，都市女性比在封建家族中受苦的女性要幸福许多，她们有机会利用自

 
12 金宏达，于青编. 张爱玲文集 第 2 卷.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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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良好的学养从家庭中逃出，可是她们具有工作的能力，却没有工作的机会；她们具有工作

的机会，却无法养活自己和家庭，只能作为“女结婚员”再次投向封建家庭，依靠封建男权

的供给，这些对女性自身的剖白也使得张爱玲的女性建构超越了时代，更具有长久的人性反

思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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