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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金瓶梅〉命名看龐春梅

一由百回敘事探討之

梁欣芸

【提要】

《金瓶梅〉以書中三名女主角名字中一字合成書名，分別是潘金蓮、李瓶兒和

龐春梅，潘金蓮和李瓶兒是西門慶第五、第六妾，而龐春梅則是潘金蓮丫環。〈金瓶

梅〉作者既然以這三個女人的名字命名，而不用「西門慶與其妻妾」之類書名，歷

來認為有「金興、瓶盛、梅衰」之用意，三個女人代表西門慶家業發跡、鼎盛和衰

敗三個歷程，但是三個女主角的「戲份」並不平均，前八十五由是西門慶和李瓶見、

潘金蓮為主軸，後十五回才是龐春梅為主。她是一個重要的伏筆，直到揮別西門大

宅之後，才有表演空問。但事實上，後二十回重點在陳敬濟，龐春梅著力不多，甚

至描述她的死亡也只草草數筆，和李瓶兒、西門慶、潘金蓮相較下，則遜色許多，

身為女主角之一，為何待遇如此不同？蘭陵笑笑生如此安排是否有其特殊意義？本

文欲從〈金瓶梅〉命名著眼，試著探討龐春梅角色在百回〈金瓶梅〉敘事中的意涵，

期能歸納前人研究，提出更具體的論點。

【關鍵字】龐春梅、金瓶梅、命名、敘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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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金瓶梅〉命名及敘事結構

－、龐春梅人物形象析論

（一）不垂別淚一前八十五回

（二）愛恨交雜一後十五田

四、龐春梅角色之敘事意涵

（一）遙對西門慶一炎涼翻案

（二）遊舊家池館一興衰見證

五、結語

參考書目

一、的百

（金瓶梅〉於十五世紀初刊行，是由〈水滸傳〉武松殺嫂祭兄這段故事衍生出

來的一部小說，作者不詳，僅以「蘭陵笑笑生」筆名流傳。據歷代學者考證研究，〈金

瓶梅〉流傳可見版本有三：詞話本、崇禎本、竹坡評本。詞話本為最早刻本，內容

夾雜大量曲文、佛經及山東方言，經崇禎本刪節後，較易閱讀。後清康熙年間，張

竹坡據崇禎本對〈金瓶梅〉作了詳實的評論，此書一出大受歡迎，崇禎本和詞話本

漸漸失傅，本文便根據流傳較廣，較易閱讀之張竹坡（金瓶梅〉評本1論述。

〈金瓶梅〉純粹是文人小說，沒有如同《三國演義〉、〈水滸傳〉那種由說書到

文人寫定的創作過程，內容說的不是民間流傳以久的傳奇故事，而是現實人生裡的

愛欲情仇，又因為數段文字涉及淫穢，長久蒙受「淫書」之譏，但是，魯迅還是把

它列入「明之人，情小說J ’說它是「世情書」之最：

不甚言靈怪，又緣描摹世態，見其炎涼，故或亦謂之 r世情書』也。 2

而現代論者則多認為〈金瓶梅〉是一部現實主義的小說。

〈水滸傳〉裡的武松殺了潘金蓮和西門慶這對淫夫淫婦為兄報仇，刀起刀落，

十分大快人心。〈金瓶梅〉作者挪用此段故事，卻讓西門慶逃過一劫，娶了潘金蓮，

發財生官，著實過了段好日子，而武松則被流放，在此，〈金瓶梅〉嘲弄了〈水滸傳〉

與現實的距離，因為現實人生並非如此，壞人和好人的界線曖昧不明，複雜而無奈。

〈金瓶梅〉便是由此觀點鋪展故事，說的是北宋末年的故事，實際上反映的卻是明

朝的生活，明中葉以後，商業興盛，城鎮繁榮，市僧勢力強大，官商勾結，買官賣

宮，貪贓枉法 ，公然行賄，在複雜的人際關係中，權力和金錢決定一切，小說主角

t 蘭陵笑笑生：﹛金瓶梅〉（清）張道深評齊魯書社出版

2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台灣谷風出用品社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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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慶便在這樣的環境掘起。（金瓶梅〉以西門慶為中心人物，鋪敘他和妻妾、結拜

兄弟、妓女、官員間的故事，書中對人物形象、人性美醜和世情冷暖刻畫成功，是
一成功的寫實小說。

〈金瓶梅〉以書中三名女主角名字中一字合成書名，分別是潘金蓮、李瓶兒和

龐春梅，潘金蓮和李瓶兒是西門慶第五、第六妾，而龐春梅則是潘金蓮丫環。〈金瓶

梅〉作者既然以這三個女人的名字命名，而不用「西門慶與其妻妾」之類書名，歷

來認為有「金興、瓶盛、梅衰」之用意，三個女人代表西門慶家業發跡、鼎盛和衰

敗三個歷程，但是三個女主角的「戲份」並不平均，前八十五回是西門慶和李瓶兒、

潘金蓮為主軸，後十五回才是龐春梅為主。龐春梅雖自第九回即出場，但她只是潘

金蓮的看重的丫環，行事作風和潘金蓮相似，加強潘金蓮這個腳色的形象描寫，因

此，張竹坡在第一回回評裡便說：

寫春梅用影寫法，寫瓶兒用遙寫法，寫金蓮用實寫法。然一部〈金瓶〉，春梅

互不重別淚峙，總用影寫，金蓮總用實寫也。（〈金瓶梅〉頁 3)

所謂「影寫」即是認為春梅是金蓮的影子，八十回以前，她是一個重要的伏筆，直

到揮別西門大宅之後，才成為敘述主線。這樣的推論看似合理，但事實上，後二十

回重點在陳敬濟，龐春梅著力不多，甚至描述她的死亡也只草草數筆，和李瓶兒、

西門慶、潘金蓮相較下，貝U遜色許多，身為女主角之一，為何待遇如此不同？蘭腹

笑笑生如此安排是否有其特殊意義？本文欲從〈金瓶梅〉命名著眼，試著探討龐春

梅角色在〈金瓶梅〉百回敘事中的意涵，期能歸納前人研究，提出更具體的論點。

二、〈金瓶梅〉命名及敘事結構

前言裡提到歷來認為（金瓶梅〉命名有「金興、瓶盛、梅衰」之意，以此譜寫

西門慶這一惡霸、商人、官僚的家族興衰史，從而再現作者對世態人惰的關照，便

是「著此一家，即罵盡諸色，蓋非獨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筆罰而已。」 3 ，然而，小

說中心人物不是潘金蓮、李瓶兒和龐春梅三位女子，而是先西門慶，後為陳敬i齊，

所謂以金興，以瓶盛，以梅衰，是就此三女與西門慶、陳敬濟間的關係構成西門家

族興衰的三個階段而言。

中國古典小說的定型長度是一百白，蒲安迫認為在四大奇書成艾的時代，它已

成為文人小說行事的標準特徵，「百」的數字晴示著各種潛在對稱和數字圖形意義，

正好符合中國藝術美學追求二元平衡的傾向，〈金瓶梅〉是這種結構方法的典型例

子， 4而在百回敘事結構中，叉可細分十回為一單位，例如第一個十回裡’重述〈水

3 （中國小說史略〉頁 183

4 蒲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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滸傳〉中的故事﹔第二個十回裡，西門慶與李瓶兒私通，在第十九回李瓶兒嫁入西

門慶家等。如此整個一百回，回回相扣，形成一部完整的小說，由此，蒲安迪認為

（金瓶梅〉裡西門家族的「興」、「盛」、「衰」三階段，在百回敘述結構中，可歸納

出「二十田、六十固、二十四」這樣富有對稱感的公式，即二十回「興」’六十固「盛」’

二十回「衰」。

在開頭的二十回裡，描述西門慶由破落戶發跡，吸納了第三妾孟玉樓、第六妾

李瓶兒的巨額嫁妝，以及陳敬濟投奔攜至之家財，成為富甲一方的大戶，潘金蓮和

龐春梅也已入西門府。在此二十回中，潘金蓮是西門慶的最愛，為了和潘金蓮廝守，

他唆使潘金蓮鳩殺武大郎，後叉見錢眼開，娶金蓮前，先娶了孟玉樓。而潘金蓮進

門後，和丫環龐春梅交好，仗著西門慶的寵愛，作威作福，甚至為了討西門慶歡心，

幫他和李瓶見牽線。前二十回西門慶家道初興，著重西門慶與潘金蓮、李瓶兒間的

偷情、婚娶，整部小說主要人物在這二十回交代清楚，井然有序，「序曲」意味濃厚。

中間第二十一回至第八十回這六十回是小說高潮處，也是小說的主體部分，它

由西門府內寫到府外，而以府內之事為主，堪稱中國家庭小說的經典之作。這六十

固，以一則則和西門慶相關的事情貫串而成，代表了西門慶之「盛」。其重要內容走

向有二，一為西門慶的權力交易，對象主要為蔡京﹔二為西門慶的妻妾爭寵，主要

為潘金蓮與李瓶兒間的鬥爭。

李瓶兒自第十九回進門後，因為性情溫和柔順，並且以子為貴，取代潘金蓮成

為西門慶的最愛，自此，潘李之間展開明爭暗鬥，牽扯出一齣齣引人入勝的家庭劇。

潘金蓮打擊李瓶兒手段有三：一是挑撥吳月娘與李瓶兒友好的關係﹔二是暗算李瓶

兒的寶貝兒子宮哥﹔三是以打罵下人，指桑罵撓的手法刺激病重的李瓶兒，使其病

情雪上加霜，香消玉頰。從第十九回李瓶見進門至第六十二回病死，作者處處以潘

金蓮的善忌、陰毒，來襯托李瓶兒的忍氣吞聲，逆來順受，而龐春梅更和金蓮狼頓

為奸，三個女人在西門慶家業最鼎盛時，悄悄帶來腐壞的氣息。從第六十二回李瓶

兒死後至八十田間，潘金蓮心思以除，以為可獨占西門慶，沒想到讓西門慶縱欲過

度而亡，李瓶兒和西門慶這兩要角己然謝幕，而潘金蓮於十回後一一第八十八回死

於武松之手，第三位女主角龐春梅即將正式出場。

（金瓶梅〉最後二十回形成一個獨立敘事單元，章回小說的高潮往往止於主人

公的垮台或死亡，然後是一段冗長的結尾，交代所有人的下場，〈金瓶梅〉是一個典

型的例子。當龐春梅被逐出西門府，沒想到因禍得福成了守備夫人時，正標示著西

門慶的「衰J O 這二十四的敘事是以陳敬濟為主幹，和他相關的龐春梅、吳月娘故事

為兩翼，旨在書寫西門慶一門 「樹倒溯源散」’ 以及相關人物於西門府外的際遇。這

二十回可略分為三個部分進行：一是吳月娘與陳敬濟的糾葛：二是龐春梅與吳月娘

的恩怨：三是陳敬濟與龐春梅的離合。這三部份串聯成西門氏家道中落後人事物的

發展，故事從西門府內延伸至府外的大千世界，最後以因果輪迴’報應不爽的主題

思想作結。從開始二十回眾人的「聚」’到最後二十回眾人的「散」’前後照應相合。

〈金瓶梅〉命名意涵與其敘事結構息息相關，既標示著「興、盛、衰」三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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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金J 也隱含了財富，「瓶」是權勢，「梅」則是女色，西門慶的一生，或者說，

一般人窮其一生所追求者，不過這三項罷了。

三、龐春梅人物形象淺析

身為〈金瓶梅〉女主角之一的龐春梅，在八十五回以前，作者透過對潘金蓮的

描寫，帶出龐春梅，她可以說是第三個潘金蓮，以加強讀者對潘金蓮的印象，並埋

下日後情節的伏筆。龐春梅是通過官媒薛嫂花7十六兩銀子，買進西門府的一個丫

環，原來在吳月娘房中，後來給了潘金蓮，成為潘之心腹，兩人沉溼一氣，堪稱一

丘之貓。

龐春梅性格發展，以離開西門府為分界，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是潘金蓮的馬

前卒，行事作風和潘金蓮相似，集中7刁蠻、潑辣、陰狠、淫亂等特質。而後期交

是另一種情形，愛恨夾雜，在《金瓶梅〉裡’龐春梅雖佔回數不多，但其人物性格

突出，和著墨甚多的「金J 、「瓶」並列，絲毫不遜色。

（一）不垂別淚一前八十五回

小說在第十回這麼介紹龐春梅：

性聰慧，喜誰浪，善應付，生的有幾分顏色。（〈金瓶梅〉頁 164)

憑這些特質，春梅顯得比其他丫環突出，早早被西門慶看上，潘金蓮有意討好西鬥

慶，便說：

既然如此，明日我往後邊坐，一面騰個空兒，你自在房中叫她來，收她便了。

（〈金瓶梅〉頁 163)

除7討好，也有收買春梅的意味。此後，潘金蓮更加寵信春梅，沒把她當下人看，

不令她作粗活，有喜歡的首飾也撿幾樣給她，就這樣，春梅仗著西門慶的「寵」’和

潘金蓮的「抬」’作了幾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從中漸漸拼湊出龐春梅的人物形象。

1.唆打孫雪娥

孫雪娥是西門慶第四妾，原來是大房陳氏的陪嫁丫頭，善炊煮，後來陳氏病亡，

西門慶便將她扶作第四妾，專管位上事。孫雪娥因為出身卑微，孟玉樓、潘金蓮、

李瓶兒等進門後 ， 有錢的有錢，受寵的受寵 ， 在西門府裡她更顯得地位卑下，潘金

蓮一進門，便看準了她好欺負，連龐春梅也瞧不起她。一日，春梅被潘金蓮罵了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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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沒處出氣，到7後邊廚房「捶檯拍凳J ’孫雪娥在廚房裡看不過，說了龐春梅幾

句玩笑話：

怪行貨子！想漢子，使別處去想，怎地在這裡硬氣？（〈金瓶梅〉頁 167)

這春梅一聽，暴跳如雷，反，罵了孫雪娥「歪廝」’孫雪娥也不敢惹她，顯得春梅氣勢

凌人，不像個丫環。春梅一不作二不休，告訴潘金蓮孫雪娥說她們主僕二人「俏一

般兒哄漢子」，使得潘金蓮挑撥西門慶，唆使他踹了孫雪娥幾腳作結。此事件乃潘金

蓮和孫雪娥的戰爭，但肇始者卻是春梅，充分顯露出她借刀殺人的陰毒。

2.毀罵申二姐

龐春梅恃寵而嬌的態度，在毀罵申二姐一事上表現得更加突出。第七十五回，

李瓶見死後，潘金蓮專寵於西門慶，春梅更有恃無怒，一日眾妻妾們都到應伯爵家

喝酒，春梅在家和奶娘、丫環們一起吃酒聽唱。吃到一半，春梅想起新近到西門慶

家來唱曲的申二姐，便打發小廝去叫她來唱曲聽，沒想到，申二姐不知道她的厲害，

並未把這事放在心上，「坐著不動身」。小廝回來後，春梅再叫他去請，並且說：

你說我叫她，她就來了。（〈金瓶梅〉頁 1166)

這句話裡，春梅膨脹自我，明明是個丫環，卻想要命令別人，結果，小廝回來後講

出一番話來，這一番話戳破了春梅，傷及她的自尊心。他說：

我說你叫她來，『前邊大姑娘叫你』，他意思不動，說道：「大姑娘在這裡（指

西門大姐），哪裡又鈴出個大姑娘來 T ！』...... Ii' 你春梅姑娘她從幾時來，也

來叫我，我不得間，在這裡唱與大蜍奶奶聽Y里。』（〈金瓶梅〉頁 1166-1167)

申二姐這幾句話惹了一身腥，春梅惱羞成怒，大罵申二姐，這段話十分精采：

這春梅不聽便罷，聽了三戶神暴跳，五臟氣沖天，一點紅從耳畔起，須央紫

遍了雙腿、，眾人攔不住，一陣風走到上房裡，指著申二姐，一頓大罵： Ii .... .. 

你是甚麼總兵官娘子， 不敢叫你 ？．．．．．．你無非只是個走千家門、萬家戶，賊

狗攘的瞎淫婦！．．．．．．』（〈金瓶梅〉頁 1167)

這一頓潑口大，罵，把申二姐罵得哭哭啼啼離去，春梅回到前邊，還惡很狠地向眾人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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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還不知我是誰哩！叫著她張兒致兒，拿班做勢兒的。（〈金瓶梅〉頁 1168)

「她還不知我是誰哩」這句話，道出了春梅的自抬身價，除了恃寵而驕，也點出了

春梅帶有三分傲氣的性格，即使身分低下，也不許他人欺侮。

她的傲氣在兩件事上表現得最明顯，分別是第二十九目，吳神仙替她看相時，

說她「主早年必戴珠冠．．．．．．必益夫而得祿，三九定然封贈J ’作者安排此情節點出春

梅不可能久居卑下，也點出春梅不甘於下人身分。吳神仙這番話，讓西門慶以為春

梅會給自己帶來厚祿，而更加寵愛她，但吳月娘卻不相信，認為：

端著咱家又沒官，哪討珠冠來？就有珠冠，也輪不到她頭上。（〈金瓶梅〉頁

443) 

但是，春梅卻很有自信，她說：

那道士平白說戴珠冠，叫大娘說有珠冠只怕輪不到她頭上。常言道：凡人不

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從來旋的不圓砍的園，各人裙帶上衣食，怎麼料得

定？莫不長遠只在你家作奴才罷！（〈金瓶梅〉頁 444)

這些話語，正是她性格和心理的自然流露。再來便是第八十五，吳月娘發現春梅、

潘金蓮和陳敬濟私遇，將春梅捧出西門府時，春梅並不惶恐哀求，她按禮數向吳月

娘、潘金蓮拜別，惹得潘金蓮大哭，她還安慰金蓮說：「自古好男不吃分時飯，好女

不穿嫁時衣」’她沒帶任何細軟，也不垂淚，「跟定薛嫂，頭也不回，揚長決裂，出

大門去」。這樣的傲氣是其他人沒有的，作者賦予龐春梅如此性格，正為她日後不平

凡的際遇，留下有跡可循的線索。

（二）愛恨交雜一後十五回

春梅被吳月娘逐出西門府後，賣給周守備作妾，因生子得寵，元配死後扶為正

室。她後期的性格除了以荒淫為明顯特色外，更呈現出「愛恨交雜」的複雜性，這

樣的性格，由她對潘金蓮、孫雪娥及吳月娘的態度可窺知。

1.有情有義

由於潘金蓮從未將龐春梅當下人看待，因此兩人的感情十分親密 ，春梅賣到周

府後，潘金蓮相繼被逐，春梅屢次要求周守備迎娶潘金蓮，甚至情願作小，沒想到

困王婆貪圖銀兩而耽誤時間，潘金蓮遭到武松殺害。春梅聽了整整哭了三天，茶飯

不思。潘金蓮死後無人收屍’春梅拿出十兩銀子、兩匹大布，打發周府家人張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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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去裝棺下葬，埋在永褔寺的白楊樹下，並且逢年過節去燒紙上墳，春梅基於舊

日情誼，而對潘金蓮有情有義，是人之常情，也不枉潘金蓮當年的愛護和抬舉。

2.以恩報怨

龐春梅對j雷金蓮的恩、義不絕，是符合常理的。但根據前八十五田中，春梅性格

中的陰很和報復性，她對吳月娘後來表現的以恩報怨，較難理解。西門慶死後第二

年的清明節，吳月娘帶著家人到五里原給西門慶上墳，路過永褔寺，巧遇來給潘金

蓮上墳的春梅。這尷尬場景，叫人為吳月2良捏一把冷汗，沒想到春梅對吳月娘一行

人十分客氣和念舊（第八十九回），即使西門慶家道中落，吳月娘曾攬她出門，但她

仍以主奴之禮拜見。後來，忘恩負義的吳典恩污告吳月娘，也是春梅幫f亡解決，替

她化險為夷，從此，兩家往來不絕，直到陳敬濟懷恨月娘（第九十五回），制止了春

梅與吳月娘往來。由此可見春梅性格的矛盾，或許龐春梅感念西門慶當年的寵幸，

也或訐春梅心中「尊卑」觀念深植，吳月娘終究出身比她好，而孫雪娥則和她一般

是丫頭出身，因而對孫雪娥毫不留情。

3.挾怨報復

龐春梅和海金蓮曾聯合唆打碎、雪娥，三人結怨已深。春梅到周府後，孫雪娥與

來旺捲款私奔，事發後被拍賣，春梅基於報復心態，把孫雪娥買到周府，百般折磨

（第九十回）。後偽稱陳敬濟是其表兄弟名義，欲收留陳在府，唯恐孫雪娥洩密’尋

了些小事，將孫雪娥打得皮開肉綻，還要指定賣入姐門（第九十四回）。龐春梅迫害

孫雪娥的手段，比起潘金蓮，可說是青出於藍，更勝於藍。

而龐春梅的荒淫，比起潘金蓮尤甚。在西門府己和陳敬濟苟合，嫁入周府後，

和陳敬濟相逢，丈夫、陳敬濟死後，色誘李安，叉與家人周義私通，終因縱欲過度，

得骨蒸虜症，最後死在周義身上，其性格愛恨夾雜，享樂淫蕩，形象鮮明，龐春梅

與潘金蓮兩人，真應了潘金蓮說過的名言：「隨他明日路死路埋，街死街埋，倒在洋

溝裡就是棺材」 o

四、龐春梅角色於百回敘事之意涵

〈金瓶梅〉敘事若依「二十回一六十回一二十回J 公式來看， 二十回起頭，六

十四正文，二十回收尾，是相當符合的，但是如果以時間流轉觀之， 後二十回就顯

得草率。根據魏子雲的統計，一百回的情節，在時間上是如此分配的： 1 政和二年，

一回至二回之半。 2 政和三年，二回至十固。 3 政和四年，十一回至十四目。 4 政和

五年，十四回至廿二固。 5 政和六年，廿三回至三十九四。 6 政和七年 ，三十九回至

七十八固。 7 重和元年，七十八回至八十八回。 8 宣和元年，八十八回至九十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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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宣和二年，九十二回至九十三田。 10 宜和三年，九十三回至九十五回。 11 宣和四

年，九十六凹至九十九回。 12 宣和五年、宣和六年無情節， 13 宣和七年，九十九固

至一百回。 14 建炎元年，一百固。 5從這一統計來看，全書雖有十六年演進時間，但

重要情節全鋪陳在政和三至七年，以及童和元年這六年之間，佔了近八十回。而童

和元年至建炎元年，九年的時間，卻以二十回鋪寫，不僅節奏加快，許多事情只是

草草帶過，讓人覺得作者心有餘而力不足，落入交代結局的案臼，龐春梅這個角色

便在這樣的夾縫中求生存。

筆者閱讀〈金瓶梅〉時，時常覺得〈金瓶梅〉既然借用了〈水滸傳〉武松殺嫂

祭兄的故事，並加以擴充，那麼，是否在第八十八固，潘金蓮被武松殺死之後，便

可以收尾，如此，整部小說便不會，顯得狗尾續貂，更能緊湊吸引人。但是，作者並

不作此想，或許是時代風氣使然，或許顧及閱讀者乃一般市井小民，作者處心積慮

在各章節安排隱語、事件，預言眾人下場，例如第二十九回「吳神仙冰鑑定終身J ’ 
由吳神仙對每個人的識語，道出西門慶和眾妻妾們的命運，試圖在西門慶死後，以

二十固的長度，交代後事，滿足讀者想知道「後來怎麼樣」的揭露心理。作者這等

用心，可由〈金瓶梅〉命名得知，「梅」一龐春梅這個角色，便是為了符合百回敘事

結構所設，她是一條彩線，串起西門慶死後一個個事件，具有承先啟後的作用。然

而龐春梅於第八十五田正式登場，至一百回身亡，不過十五回，作者如何在這樣短

的篇幅裡，書寫她的繁華，以及〈金瓶梅〉以她命名，除7符合百回結構完整外，

在敘事上的意涵為何？以下分列兩點探討之。

（一）遙對西門慶一炎涼翻案

〈金瓶梅〉雖是用潘金蓮、李瓶兒、龐春梅三個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作為書名，

但作品內容卻並不侷限於描寫西門慶家庭內部的廳爛生活。全書是通過西門慶這個

地痞惡棍、官僚兼富商這樣的典型人物，在家庭與社會上的活動，來反映明朝後期

黑暗、腐朽的現實。因此，西門慶是全書最主要的人物，〈金瓶梅〉詞話本6第二回

裡這麼介紹西門慶：

原是清河縣、一個破落戶財主，就縣、門前閉著個生藥舖。從小兒也是個好浮浪

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會賭博，雙陸象棋，抹牌道字，無不通曉。．．．．．．近

來發跡有錢，人都稱他作「西門大官人」。 7

這段文字和〈水滸傳〉對西門慶的介紹相比，除把陽谷縣改成了清河縣，大體上是

5 魏子雲：（論〈金瓶梅〉這部書一一導讀H：姐~（台港（金瓶梅〉論文選集〉石昌渝 尹恭弘編江
蘇古籍出版社 頁 23

6 蘭陵笑笑生：〈古本金瓶梅〉（即詞話本）台灣文化圖書公司印行

7 蘭陸笑笑生：〈古本金瓶梅﹜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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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而在張評本的〈金瓶梅〉裡’對西門慶的介紹有些不同，西門慶父親西門

達是清河縣開生藥舖的，算得上是一殷實人家，西門慶是獨生兒，卻從小不學好，

盡是跟一群酒肉朋友攪和，照理來說，有這樣的兒子，大抵會敗壞家產，但西門慶

卻反而讓小康之家成為富豪，為何？小說裡這麼描寫西門慶的個性：

只為這西門慶生來秉性剛強， f故事機深詭譎’又放官吏債，就是那朝中高、

楊、童、蔡四大奸臣，他也有門路與他浸潤，所以專在縣、裡管些公事，與人

把攬說事過錢，因此滿縣、人都懼怕他。（〈金瓶梅〉頁 15)

西門慶生來有致富的能力，因為他心機深，請人情世故，懂得如何讓錢財流動，以

錢滾錢，因此，可以從地痞流氓成為富甲一方的官僚。而龐春梅這個地位卑下的丫

環，和西門慶一前一後，爬上人生的顛峰，這無疑是作者特別的安排。

龐春梅，一個十六兩銀子買來的丫頭，因為個性「性聰慧，喜諱浪，善應付」’

並且生有幾分姿色，博得西門慶和潘金蓮的寵愛，在西門府了作威作福。出了西門

府，嫁給周守備作妾，一樣受到寵愛，後因生子扶為正室，享盡榮華富貴。龐春梅

和西門慶兩人個性和際遇極相似，而〈金瓶梅﹜裡描寫以縱欲身亡者只有二人，男

的是西門慶，女的是龐春梅。看來，〈金瓶梅〉作者在春梅、西門慶身上，寄寓著人

生的感嘆，社會各階層人均在極接地變化，（金瓶梅〉作者敏感地感受到了。

再者，龐春梅的名字命名也和西門慶有關，西門慶於第七十九回死亡，彼時乃

大雪紛飛正月天，正是梅花盛開之際，代表著龐春梅即將大展鴻圖。對此，張竹坡

認為：

劈空撰出金、瓶、梅三個人來，看其如何收攏一塊，如何發放開去。看其前

半部止做金、瓶，後半部止做春梅。前半人家的金瓶，被他千方百計弄來，

後半自己的梅花，卻輕輕的被人奪去。 8

龐春梅是養在西門府的一株梅，隨著西門慶的垮台，她也將流入別人家，開出燦爛

的花朵，這是作者早已佈局好的。而張竹坡叉認為，小說裡，讓春梅由下人成為夫

人，是「翻案」故也：

後文春梅作夫人，哦安作員外，作者必欲其如此何哉？見得一部炎涼書中翻

案故也 。何則？只知眼前作蟬，不知即他年之員外。不特他人轉眼奉承，即

月娘且轉而以上賓待之，末路倚之。然貝υ、生口自民邊前炎涼成何益哉！ 9 

8 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 ~妨令張評本〈金瓶梅〉附錄頁 25
9 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 ~妨令張評本〈金瓶梅〉附錄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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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慶成為富豪，春梅成為夫人，這樣的變遷，不由得讓人感嘆，也正是〈金瓶梅〉

這樣一部世情書所要表達的「無常」概念，無論是「財」’還是「色」’轉眼便成空，

而地痞、下人都可能一夕翻身，踩到你頭上來。因此，龐春梅為何一路在前八十四

採取「影寫」’乃是：

至於春梅，欲留之為炎涼翻案，故不得不留其身分，而只用影寫也。 10

基於「對照」和「翻案」的角色定位，龐春梅一直到西門慶死後的二十固，才有發

揮的空間，在一百固的敘事安排上是合理的。

（二）遊舊家池館一興衰見證

〈金瓶梅〉作者不僅通過龐春梅寄寓人生動盪多變的感嘆，而且還把她當作西

門慶身家興衰的見證人。如果說第七十九回西門慶縱欲身亡，是小說第一個高潮，

那麼第二個高潮便是第九十六回「春梅姐遊舊家池館」’一場重返舊地的戲碼，作者

化身龐春梅，透過她的眼睛帶領讀者看盡西門府的衰敗：

垣牆敬損，台謝歪斜。兩邊畫壁長青苔，滿地花磚生碧草。山前怪石遭塌毀，

不顯磋哦，亭內涼床被滲漏，以無框檔。石洞口蛛絲結網，魚池內蝦填成群。

狐狸常睦臥雲亭，黃鼠往來藏春閣。料想、經年人不到，也知盡日有雲來。（〈金

瓶梅〉頁 1511)

甚至，春梅想要回潘金蓮的床，沒想到也給了孟玉樓陪嫁，不由得心下慘切，這樣

淒清的情景，和往日西門府的熱鬧相比，看在春梅眼裡，真是不堪回首。龐春梅一

路伏線，眼看西門府起高樓，叉眼看它樓塌了，在敘事上肩負了「旁觀」與「串場」

大任，一路旁觀西門慶興衰，叉在西門慶死後，開啟一個個事件，導出各人結局。

因此，張竹坡認為第九十六回：

此回乃一部翻案之筆，點睛處也。向日寫瓶兒，寫金蓮等人，今皆一一散去。

使不寫春梅一尋舊遊，貝＇1如水流去而無潔迴之致，雪飄落而無回風之花，何

以謂之文筆也哉！．．．．．．，先又插入春梅一重遊，便使千古傷心，一朝得意，

俱迫然言表，是好稱手文字。不至一味敗壞，又見此成彼敗，興亡靡定，真

是哭殺人 ，嘆殺人。（﹛金瓶梅〉頁 1507)

如果少了這一段情節，龐春梅角色便遜色許多，也無法顯出〈金瓶梅〉 命名的特殊

10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收於張評本〈金瓶梅〉附錄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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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涵，通過龐春梅一生的巡視，完全可以明白〈金瓶梅〉作者為何將她與潘金蓮、

李瓶見並列為書名的原因。龐春梅這樣一個帶有傳奇色彩的角色，她在百回敘事結

構裡，除了見證興衰外，還有著「平衡」作用，使二十回駁雜交錯的劇情，能歸納

出一條敘述主線，創造令一個高潮，而不至於沉悶乏味。

五、結語

即使龐春梅角色在〈金瓶梅〉敘事裡，有著承先啟後的用意，既是西門慶的對

照者，也是西門慶身家的興衰見證者。但是八十回以後漸露崢嶸’直到第八十五回

後才開花結果，短短十五田，和潘金蓮、李瓶兒相較，確實太短，許多地方無法作

細部描寫，只能透過幾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讓讀者了解她的性格。因此，龐春

梅可以說是作者基於〈金瓶梅〉一百固的敘事結構，創造出來的角色，也是其命名

由來，如果整部小說止於武松殺潘金蓮祭兄，那麼龐春梅便無用武之地。再者，龐

春梅身為女主角之一，戲份不及其他兩人，除了所剩篇幅不多外，龐春梅的行事作

風和潘金蓮相似度太高也是一大原因，雖然她有潘金蓮所沒有的「三分傲氣」’甚至，

張竹坡認為她是「狂人」：

西門是混帳惡人，吳月娘是奸險好人，玉樓是乖人，金蓮不是人，瓶兒是痴人，

春梅是狂人，經濟是浮浪小人．．．．．．。 11

大抵也是因為春梅心高氣傲緣故，但是描述過多，會讓讀者覺得一部書有兩個潘金

蓮，因此，作者只要讓她達成遙對西門慶，以及見證興亡的效果即可，此是聰明之

舉，況且，後二十回，千頭萬緒，要交代所有人的下場，其實沒有多餘的空間容納

龐春梅。而心思鎮密的作者，即使礙於果報輪迴的敘事架構，仍保留他的寫作熱情，

書寫世間男女的愛恨嗔痴，在因果輪迴的陳套裡，向苦難的人生致意。

11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收於張評本〈金瓶梅〉附錄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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