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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is a classic Chinese classical novel, in which the characters 
are always discussed by the fans of Red Mansions. Xue Baochai, as one of the main characters, is 
a typical feudal woman. In Xue Baochai's character image, she has the qualities of the feudal lady's 
virtuous, as well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hrewd and sophisticated personality.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bination of rationality and sensibility in her character also makes the readers realize a 
full and multifaceted character image. This paper analyzes Xue Baochai's artistic image through 
three representative identities: the virtuous lady of the family, the noble lady who takes the whole 
situation into consideration, the cool beauty who has both sensibility and rationality. And through the 
brief comments of some schola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rtistic image of Xue Baochai, expecting 
to feel the infinite charm of her artistic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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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女性人物形象分析——以薛宝钗为例 

卢子予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扬子中学，中国 

摘 要：《红楼梦》是一部经典的中国古典小说，其中的人物形象一直是红学爱好者们探讨的

话题，作为主要人物之一的薛宝钗是一位典型的封建女性。在薛宝钗这个人物形象中，她

既有封建淑女的贤良淑德的品质，又有精明世故的性格特点，同时她骨子里理性与感性的

结合也让读者体会到了一个丰满多面的人物形象。本文通过薛宝钗三个颇具代表性的身

份：贤良淑德的大家闺秀、顾全大局的贵族小姐、感性与理性兼具的冷美人以及一些学者

评论的简述浅析了薛宝钗的艺术形象，以期待感受薛宝钗艺术形象的无穷魅力。 

关键词：薛宝钗；女性形象；《红楼梦》. 

1. 前言

蒋勋先生曾说：“《红楼梦》是可以阅读一辈子的书。我是把它当‘佛经’来读的。因为

处处都是慈悲，也处处都是觉悟。” 我国著名的文史家、红学研究家冯其庸先生也曾说

过：“自从《红楼梦》问世之后，中国古典小说再也没有超越它的作品了。”可见这本书在

中国小说史上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它所带给我们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书中主要

人物薛宝钗是《红楼梦》的女主角之一，与林黛玉并列金陵十二钗之首。她的外在是容貌

姣好，举止典雅，而内在里又是博学多才，顾全大局，冷暖兼顾。就是这样一个多面的人

物一直是学者们不断解读的对象，且她性格中的多面性与复杂性也一直让读者们念念不忘。 

2. 薛宝钗的女性形象分析

2.1. 贤良淑德的大家闺秀 

笔者认为《红楼梦》中的薛宝钗是一个典型的封建淑女。她出生在“珍珠如土金如铁”的

皇商家庭，家族的浮沉造就了她的个性，同时也为她的人生之路指引了方向。她自幼也是

接受着文化的熏陶，成为了一个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大家闺秀。 



 

2.1.1 知书达理 

宝钗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在三十八回中蘅芜君讽和螃蟹咏中，宝钗的诗新颖奇特，泼辣老

练，一针见血让众人不禁赞到这些小题目，寓大意才是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可见

她不是没有才情，也不是比谁差，她只是掩藏了自己的内心与才华。黛玉的才情是洒脱而超

然的，宝钗的却是内敛且犀利的。不仅仅是才情，书中第五回又是这样形容宝钗的：(曹学芹. 

《红楼梦》 [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3月  68页) “年纪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

美丽，人人都说黛玉不及。那宝钗却又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

故深得下人之心；就是小丫头们，亦多和宝钗亲近。”可见宝钗的大方端庄，深得大家的喜

欢。另外，大观园里的女孩儿们个个性格鲜明，王熙凤的泼辣直爽衬托出宝钗的通情达理，

妙玉的清高孤僻更加凸显了宝钗的平易近人。 

2.1.2 恪守妇德 

宝钗在抒发自己才情的同时无时也不宣扬着封建社会的道德，(曹学芹. 《红楼梦》 [M]. 人

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3月  566页)她曾说过“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你我只

该做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

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可见在宝钗的认知系统里一直坚信着“女子无才便是德”，

一位真正的淑女就应该恪守自己的本分，不过分展露自己的才情，一举一动都要小心谨慎，

恪守礼仪与道德。她坚守着那个时代女子的准则，或许在宝钗的内心深处也有过一片灿烂与

繁华，只是世事无常，理想终究抵不过现实的玩弄。三十二回中，湘云劝宝玉读书学些仕途

经济的学问，(曹学芹. 《红楼梦》 [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3月  432页)袭人却道：“云

姑娘快别说这话，上回也是宝姑娘也说过一回，他也不管人脸上过的去过不去，他就咳了一

声，拿起脚来走了……”甚至是在宝钗与宝玉成婚后，(曹学芹. 《红楼梦》 [M]. 人民文学

出版社 2017年3月  1570页)宝钗也劝宝玉道：“我劝你从此把心收一收，好好的用功。但能

博得第一，便是从此而至了，也不枉天恩祖德了。”可见宝钗对封建传统礼教的认可与顺从。 

在封建时代背景下，宝钗的一言一行无不符合正统女子的形象，她的知书达理、恪守妇德是

从小培养，深入起其精神世界的。 曹雪芹所塑造的薛宝钗是封建社会中一位典型的大家闺秀，

也是封建礼教忠诚的信仰者，自觉的执行者。她头脑中浸透了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这是他

所处的环境和性格相适应的自然结果。读完《红楼梦》许多读者都为宝黛的爱情悲剧而感伤，

其实宝钗也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笔者以为正是宝钗本身的个性特点，才凸显了她为人处世

的能力。 

2.2. 顾全大局的贵族小姐 

宝钗不仅是一位大家闺秀也是一位顾全大局的贵族少女。要顾全大局首先要有强大的管理和

协调能力，比如在《红楼梦》中很多地方都体现了宝钗管理者的形象，帮衬着凤姐料理家务，

耐心且妥帖，其次顾全大局还要拥有圆滑世故的处事方式，宝钗扑蝶、金钏之死都表现了她

的心机少女形象。宝钗的顾大局，是在大观园这个复杂多变的人事环境中体现出来的。 

2.2.1 精明能干的管理者 

薛宝钗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使得她从小就留心家计，懂得一套治家理财的方法 。(曹学芹. 

《红楼梦》 [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3月  768页)正如五十六回中宝钗说：“却又来，

一年四百多，两年八百两，取租的钱房子也能看得了几间，薄地也可添几亩。 虽然还有富裕

的，但他们既辛苦闹一年，也要叫他们剩些，贴补贴补自家……” 她帮衬着凤姐处理家事， 

把家事都处理的井井有条，从不拖泥带水。更难得的是她不仅安排得当，还关爱下人，能使

丫头老妈子等仆人们得到些好处，宝钗用恰当的管理方式使下人愿意为他效劳，无处不体现

她的顾大局识大体。甚至是后来凤姐病倒，王夫人便把宝钗当作贾府的管家继承人。第一零

二回中，(曹学芹. 《红楼梦》 [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3月  1390页)王夫人对宝钗道：

“如今我的身子是十痛九病的，你二嫂子也是三日好两日不好……将来这一番家事，都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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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担子。”王夫人对宝钗如此信任可见宝钗的治家之才深得王夫人之心，这也间接体现了宝

钗精明能干。大观园中皆是贵族女子，迎春虽为大家闺秀，却失了宝钗做决断时的果决；黛

玉聪慧貌美，但却不懂持家之道；妙玉性格清高出尘，却少了宝钗为人处事的中庸之道。宝

钗的特别与美不仅仅是和黛玉相反的丰腴与圆润，更是她骨子里透露的机敏与聪慧。 

2.2.2 圆滑世故的心机少女 

宝钗的顾全大局不仅是精明能干的也是圆滑世故的。(曹学芹. 《红楼梦》 [M]. 人民文学出

版社 2017年3月  293页)在第二十二回中这样说道：“点戏时,贾母一定先叫宝钗点。宝钗推

让一遍，无法，只得点了一折《西游记》。贾母自是欢喜，然后便命凤姐点。”宝钗知道贾

母爱热闹便投之所好的点了《西游记》。(曹学芹. 《红楼梦》 [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年3月  295页)”看完戏后凤姐笑道：这个孩子扮上活像一个人，你们再看不不出来。宝钗心

里也知道，便只一笑不肯说。宝钗深知黛玉自尊心极强，说出来必定惹得黛玉生气，所以只

是付之一笑，心知肚明而已，不曾像凤姐一样心直口快，未曾考虑黛玉心绪，而将此事脱口

而出。 她的圆滑世故还体现在，一次宝钗无意中听见了红玉和坠儿的悄悄话，便使了个“金

蝉脱壳”的法子，装作是在寻黛玉，使得红玉以为黛玉听去了悄悄话很是气恼和担忧。宝钗

转移目标成功化解了自己的尴尬，懂得明哲保身之道，可见她处事方式老道圆滑。 

薛宝钗之所以能获得贾府上到贾母、王夫人，下到袭人、赵姨娘的一致好评，就是因为她处

事精明能干，与人交往圆滑老道，且处处为他人着想事事都顾全大局。薛宝钗身上的顾全大

局是她一种能力的表现，懂的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想他人所没有想，深谙处世之道，

这种能力是她的经历磨练出来的。她的精明能干是时间与环境造就出来的，家庭中父亲的去

世以及哥哥的无能让她也分担了一些家族的担子，让她更早承担了家庭的责任。(曹学芹. 《红

楼梦》 [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3月  1324页)九十六回中，袭人知道宝玉要娶宝钗后心

里想道：“果然上头的眼力不错，这才配得是。我也造化。若他来了，我可以卸了好些担子。”

而她的圆滑世故也促成了一个更完整的心机少女形象，贵族少女在看似无忧无虑的生活下也

有着自己的野心和想法。这样的形象在这样一位顾全大局的贵族少女人物中，读者又体会到

了封建大家闺秀的另一种可能性。 

2.3. 感性与理性兼具的冷美人 

薛宝钗不只具备贤良淑德的特性与顾全大局的能力，还是一位感性与理性兼具的冷美人。薛

宝钗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也是通过这样的冷暖结合来显现的，她的温柔善良、关心他人，

读者都能从书中真真切切地体会到，而她冰冷的一面也同样会让我们惊讶与感叹。 

2.3.1 心地宽厚 

宝钗虽圆滑世故，不似大观园中的香菱，邢岫烟和迎春心地单纯，但其仍有一颗善良之心，

富于同情心、心地宽厚便是宝钗感性的一面。第五十七回中宝钗问邢岫烟天还冷得很怎么倒

全换了夹的了，岫烟见问，低头不答，宝钗便知道又有了缘故，而后便与岫烟说开了话，并

答应帮助岫烟。此处，可见宝钗既有细心又有耐心，她通过观察发现岫烟有了难处，十分同

情她的处境，不是给了几句敷衍的关心，而是慢慢将内容展开，先问清缘由接着给了她实际

的解决办法，发自内心的为岫烟化解了尴尬处境。所以说宝钗的暖是实实在在的不是虚伪而

做作的，她的宽厚不局限于嘘寒问暖之上，还在于用实际行动保护他人。八十回中香菱处境

凄惨，宝钗深知如果香菱被卖，只会过上暗无天日的日子，便回了薛姨妈让香菱在自己身边

服侍，这样香菱既得到了保护也让薛姨妈安了心。宝钗的善良是通过日常琐事透露的，薛宝

钗于细微之处洞察他人窘困之境，或救人于危难之中，真真切切化解了尴尬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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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冷静与“无情” 

如果说薛宝钗感性的一面体现为其心地宽厚，那么其理性的一面便体现为其处变不惊的平静

与对待生死的冷漠态度上。第三十二回中金钏之死不只是表现了她的圆滑，最主要的是将她

的冷漠展现的淋漓尽致。(曹学芹. 《红楼梦》 [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3月  437页) 

“姨娘是慈善人，固然是这么想；据我看来：他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

井旁边儿玩，失了脚掉下去的。他在上头拘束惯了，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处去玩玩逛逛儿，

岂有这样大气的理？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这段对于王夫人

说的话，宝钗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一种理性与冷漠，冷静分析各种可能性，用“动听”的话语

来为安慰王夫人以抵消她的负罪感。这时的宝钗更像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抛去自己柔软的

情感，抛去对于一个生命逝世的惋惜与对死亡的恐惧，很快分析利弊，说出一段“合适”的

话语， 以此来安慰王夫人，帮助其解决问题。第六十七回中对于尤三姐的自尽，柳湘莲出走

等不幸事件发生后，宝玉自不必说，就连薛姨妈也伤感不已，其兄薛蟠更是“痛哭一场”。(曹

学芹. 《红楼梦》 [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3月  925页)然而宝钗的反应却是“俗话说

得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他们前生命定。”可以说这是一种过分的

理性，甚至是一种冷漠与无情，与其关注他人的生死不如处理好家族现有的事务。 

太过冷静近乎是无情，宝钗的暖与冷、感性与理性在她的人物性格中一直是交叉并存的。(周

汝昌. 《红楼夺目红》 [M].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年7月  102页)周汝昌先生曾评宝钗：“她

为人处世，样样令人钦服，和平厚道，大方正派，关爱别人，体贴尊长，还加上学识过人，

才貌兼美。综而计之，大观园中，难以伦比。而她的短处就是太过于“少年老成”，让人难

以亲近。”但是就是这样的感性与理性才真切构成了一个任是无情也动人的宝钗。 

3. 总结 
《红楼梦》中薛宝钗这一典型的封建淑女形象被作者刻画的深入人心。薛宝钗的才情令人钦

佩，一句“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表现她才华的同时又表达了她的志向。宝钗的贤良淑

德又是封建时代女性最“完美”的特质，而她为人处事的圆滑精明使得贾府上下无人不称赞。

这样的性格特质也是社会与家族两者因素结合的必然结果。而且她个性中感性与理性的结合

亦是这个人物形象中最矛盾最独特的所在。宝钗的关心他人、细心体贴让读者感受到人性温

暖的一面，但是她漠视生命的表现又不得不让人感叹她的冷漠无情。读者在作品细节处能清

晰体会到她性格的独特魅力和人物色彩。但是由于笔者在论述此篇文章时个人学术能力有限

以及限于篇幅原因使得人物形象分析还有待更深层次的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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