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红楼梦》中自杀案例的解读
———一种自杀的“压力不协调理论”的视角

鄢盛明 张 杰 赵 琳

摘要: 自杀的压力不协调理论也可以用于对中国古代自杀案例的研究和探讨。在《红楼梦》所描写的 11 个自杀

死亡案例中，每个案例都面临着现实与愿望之间的冲突、相对剥夺以及应对危机技能的缺乏等三种压力源，但却

都不存在不同价值观的冲突的压力源。这表明，在《红楼梦》所反映的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中，自杀死亡者往往

同时面临着几种不协调的压力源，他们的死亡是这些压力源所产生的不协调压力叠加的结果。
关键词: 《红楼梦》; 自杀; “压力不协调理论”

一、研究背景与方法、资料

中国是世界上自杀率较高的国家之一，①自杀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公共卫生问题。中国的自

杀具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点。在西方，超过 90%的自杀者都被诊断出患有包括抑郁和酒精 /药物滥用等

精神疾患; 而在中国，有关研究数据表明，在自杀的人群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二的人存在精神健康问题，其

余的自杀均表现为直接与社会和文化因素相关。②另外，即便在西方，自杀者在整个精神病人群中也仅占很

小的比例。以上情况表明，精神疾患可能是自杀的重要条件，但不一定是自杀的充分条件。③为了更好地识

别与预防自杀，仅仅局限于精神病理学的模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考虑并重视更为广泛和复杂的社会文

化因素。在这方面，自杀的“压力不协调”理论就是一个很好的探索，它的提出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从社

会和文化因素来探讨自杀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值得尝试的分析工具与视角。④

自提出以来，自杀的“压力不协调理论”已经被用来对中国当代的自杀现象进行探讨，得到了一些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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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令人鼓舞的结果，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验证，促进了人们对当代中国自杀现象的了解与认识。① 但是，

自杀的压力不协调理论是否也可以用于对中国古代的自杀现象进行探讨? 换言之，中国古代的自杀现象

是否也像当今一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现为受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因而可以使用自杀的“压力不协

调理论”来进行分析和解读? 对于这一问题，本文的作者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相关的研究。
导致这方面研究缺乏的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是有关资料的缺乏。一方面，古代的很多自杀案例可能由

于种种原因往往没有被记录下来。即便有一些被记录下来，可能也因为遭到损毁或遗失，或散佚于浩如烟

海的古文献之中，查找汇集十分困难。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语言方面的问题。当今的自杀研究者能熟练

使用古文献资料的可能极少，而能熟练使用古文献资料的研究者却又往往对散见于其中的古代自杀现象

没有兴趣或给予足够的关注。
好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并不乏有关自杀案例的描写，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憾，使我们得以对上面提

出的问题进行探讨。虽然古典文学名著对于世事的描写并不是当时历史事实的客观记录，往往含有虚构

的成份，但是它源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是当时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缩

影。因此，根据古典文学名著中有关自杀现象的描写来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自杀特点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可以为以上有关学术问题的研究提供一条进行初步探索的路径。
《红楼梦》是我国著名的古典文学著作之一。该书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背景，通过对贾家荣、宁

二府父子、兄弟、妻妾、主仆之间在婚姻、道德、文化、教育、财产等方面生活的描写，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古代

晚期社会日常生活的面貌，对于人们了解和认识当时的社会与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② 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该书在描写贾家的日常生活时，并未回避对自杀现象的描写和叙述。虽然书中对不同自杀案例发生

的过程、人物自杀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导致自杀的因素的描写详略不尽相同，但仍为今天人们一窥当时自

杀的有关情况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运用自杀的“压力不协调”理论来对《红楼梦》一书中描写或提及的自杀案例进行

分析和解读，试图一方面检验该理论对于中国古代自杀现象进行探讨的适用性，另一方面也对中国古代的

自杀特点与影响因素进行一个初步的探讨。
本文对自杀一词的使用，是指自杀死亡，因此自杀未遂、蓄意自伤或自杀姿态等不纳入到分析研究之

列。社会学对于自杀的定义，是指“本人自行自残导致死亡，并明知这一自残的结果是死亡”。③

本文中的自杀死亡案例来自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通过对《红楼梦》的通读，本文的研究者首先摘

取其中直接对自杀死亡部分的描写; 然后，根据自杀死亡涉及到的人和事，对自杀死亡案例的起因和发展

过程进行细致的梳理; 最后根据所有搜集到的相关信息，写出完整的自杀个案。
本文的研究者使用的《红楼梦》一书，是齐鲁出版社 1992 年 8 月出版的精装本，该版本由黄渡人点校。

该书的前八十回所用的底本，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秋月定本”。该版本可能是曹雪芹生前最后一

个定本，也是目前所见最为完整的一种早期抄本，其中第六十四、六十七回及其他庚辰本所缺文字，据萃文

书屋辛亥排印本( 即“程甲本”) 及其他脂本配齐。后四十回即以程甲本为底本。根据黄渡人的点校后记所

载，凡底本文字可通者，一般不作校改。凡有明显衍夺讹舛者，则据其他脂本、程本及一些早期刻本和现代

研究成果加以校改。④ 因此，总的来说，该版本比较成熟可靠。根据对该书的通读和梳理，我们共获得自杀

死亡案例 11 例。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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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楼梦》中的自杀案例数，有着不同的说法。除了本文所说的 11 例外，另一种说法为 12 例。后一种说法根据有关的考据，加上

《红楼梦》现存版本中的某些疑窦，推断秦可卿的死亡是由于自杀。对于这一说法，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不同意见( 参见邹少雄: 《秦可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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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本文的分析框架，是张杰提出的关于自杀的压力不协调理论。该理论建立在社会学的结构功能理论以及

犯罪学的压力理论的遗产之上。张杰认为，压力是一种心理上的挫折感，甚至是痛苦，个人必须找到解决的办

法来缓解它。不协调的压力至少包含两种压力，对它的极端的解决办法就是自杀。自杀行为的发生，是不协

调的压力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协调的压力有四种不同的压力源，即不同价值观的冲突、现实与愿望之间的冲

突、相对剥夺以及应对危机技能的缺乏等。① 在分析时，本文先对书中自杀死亡的案例进行分析，找出导致

每一例自杀死亡的不协调压力的来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与自杀行为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

二、研究案例与类型学分析

1． 自杀死亡的案例

《红楼梦》全书中，共描写 /提及了 11 个自杀死亡的案例。兹将这些自杀死亡的案例按在小说中出现

的时间顺序分别如下:

案例一: 瑞珠自杀。秦可卿的丫环瑞珠，在秦可卿死后，撞柱身亡。
案例二和案例三: 张金哥及其未婚夫。铁槛寺施主张大财主的女儿张金哥，与原长安守备的公子已定

亲。后张金哥到铁槛寺进香时被长安府太爷的小舅子李少爷看上，李家即派人前来求亲。张家推说已许

人家，但李少爷一定要娶。就在张家左右为难之时，原守备家前来张家吵闹，不许退亲，并打起了官司。张

家因此急了，上京寻找门路，赌气偏要退亲。铁槛寺的老尼求王熙凤帮忙联络现任长安节度使，为张家退

亲撑腰。在节度使的压力下，原守备家被迫接受了张家的退亲。张金哥得知被退亲另许李家后上吊自杀，

而原守备之子闻知张金哥自尽后也投河而死。
案例四: 金钏。金钏是王夫人的丫环。有一天在服侍王夫人时，金钏因与贾宝玉调笑，被假寐中的王

夫人听见后当众辱骂、责打，并将其赶出荣国府。面对在服侍主人多年后被逐的羞辱，金钏投井自杀。
案例五: 鲍二媳妇。贾琏与家人鲍二的媳妇偷情，被其妻王熙凤发现。王熙凤当着众人的面大骂鲍二的

媳妇为娼妇并对其进行厮打，同时强逼平儿也参与厮打，还将事情闹到贾母处。鲍二的媳妇因此而上吊自尽。
案例六: 尤三姐。尤三姐心仪柳湘莲，经贾琏介绍，柳湘莲以祖传鸳鸯双剑赠与尤三姐作为定情之物。

不想柳湘莲事后对尤三姐的主动示爱不解，反疑贾琏仓促间再三要求其下定礼一事，找宝玉了解情况。与

宝玉的聊天不仅没有澄清柳湘莲的疑惑，反而使其怀疑尤三姐的清白，于是要求退还定情之物。尤三姐闻

讯，在退还鸳鸯双剑之时拔剑自刎。
案例七: 尤二姐。王熙凤得知贾琏娶尤二姐为妾后，表面上大度接纳，暗地里处处排挤、刁难，甚至怂

恿众丫环媳妇指桑骂槐，暗相讥讽。不仅如此，王熙凤还施展借刀杀人之计，自己装病不出，挑唆贾琏新纳

的小妾秋桐天天对尤二姐破口大骂，向贾母和王夫人进谗言数落尤二姐的不是，致贾母不喜欢尤二姐，众

人也跟着落井下石，结果尤二姐恹恹病倒。可“屋漏偏逢连夜雨”，贾琏请来医生为尤二姐诊病，不料庸医

错诊误治，致使尤二姐所怀男婴流产。尤二姐寻思自己病已成势，腹中胎儿不存已无留恋，不愿再忍受闷

气和欺凌，遂吞金自尽。
案例八和案例九: 司棋与潘又安。贾迎春的丫环司棋与做小厮的表弟潘又安相恋，一次在园内幽会时

被鸳鸯无意中发现。潘又安吓得不辞而别连夜逃出了大观园，而司棋也因此事受了惊吓，加上又因潘又安

的怯弱和逃离而生气伤心，结果生了重病，后经鸳鸯劝解身体才逐渐恢复。粗使丫环傻大姐在园中拾到绣

有春宫画的香囊，王夫人大怒，在一些仆妇撺掇下抄检大观园。周瑞家的在司棋的箱子中发现了一双男人

的绵袜和缎鞋，一个同心如意，以及潘又安给她的一封信，司棋因此被逐出大观园。后来，潘又安回到司棋

家来看望司棋，司棋恳请母亲成全他们的好事，但其母坚决不允。司棋见此情形撞墙自尽，而潘又安则在

安排好司棋的后事后也拔刀自刎。
案例十: 石呆子。贾赦在四处搜求古旧扇子的过程中，得知穷汉石呆子家中藏有 20 把上面留存古人写

画真迹的珍稀旧扇。但无论贾家出多少钱，石呆子就是不卖，把扇子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重。此事被贾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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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得知后，为了讨好贾赦，他便设法讹石呆子拖欠官银，将其抓了起来，并将其所藏古扇抄没，名曰变卖家

产抵所欠官银，实际上却把古扇送与贾赦。石呆子因此而自尽。
案例十一: 鸳鸯。鸳鸯是贾母的丫环，因服侍细心周到而深得贾母喜爱。不曾想贾赦看上了鸳鸯，欲

纳为妾，先后派自己的夫人和鸳鸯的嫂子进行利诱，可鸳鸯不为所动，结果惹恼了贾赦。贾赦通过鸳鸯的

哥哥威胁说，除非鸳鸯死了，或是终身不嫁男人，要不然就趁早回心转意，否则这辈子就难以逃出他的手

心! 但鸳鸯仍坚决不从，并发誓一辈子不嫁人，即使是贾母逼她嫁给贾赦也不行。后来在贾母的干预下，

贾赦不得不罢手，鸳鸯仍然留在了贾母的身边。贾母去世后，鸳鸯失去了依靠，虽贾赦不在家，但其夫人却

仍主导着贾母的丧葬事务。见此情景，鸳鸯自知逃不出被人掇弄的命运，遂在贾母出殡的前夜悬梁自尽。
2． 导致自杀的不协调压力源的类型学

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面临这样或那样的压力，但不是每个人都会走向自杀，更多的人是在寻求疏解压力

的渠道。可是，当一个人面对的压力不只一种的时候，特别是当两种或以上的压力共同作用，形成互不协

调的压力的时候，就会使人们面临的问题复杂化，解决问题会变得非常困难。这时，如果身处其中的人找

不到化解不协调压力的方法，就很容易选择自杀来逃避所面临的问题。
自杀的“压力不协调”理论认为，共有四种导致自杀的不协调的压力源( 以下简称自杀压力源) ，即现实

与愿望之间的冲突、相对剥夺、应对危机技能的缺乏以及不同价值观的冲突。人们的自杀行为，都是由于

这四种不同压力源中的一种和几种综合作用所导致的。
所谓现实与愿望之间的冲突，是指如果在一个人的愿望或高目标期待与其必须面对的现实之间有较

大差距的时候，个人所体验到的愿望压力。这时就会有两个相互冲突的社会体验: 一是个人美好的理想或

目标，一是可能阻碍其实现目标的现实。因此，愿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越大，体验到的压力也就越大。
相对剥夺可能来自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一方面，当发现和自己背景相同或相似的人却过着优越的

生活的时候，处于极度贫困下的人就会体验到相对剥夺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相互冲突的社会现实是:

个人不幸的生活困境与知觉到的他人的富裕。如果一个人住在贫困地区，大家都是一无所有，那么他 /她
未必会感到痛苦或者被剥夺。然而，如果这个人了解到和他 /她同样的人却生活更富裕，他 /她就会感到被

剥夺，由此导致情绪低落。在一个经济上穷人和富人处于两极分化严重，而在空间位置上却比较接近的社

会中，人们更有可能感到这种贫富悬殊，或相对剥夺。另一方面，除了物质层面之外，相对剥夺也同样出现

在精神层面，比如个体价值与尊严感的相对被剥夺。在这方面主要会涉及两种不同的压力，一是缺失的压

力，二是落差的压力。当一个人发现和自己处于同样阶层中的其他个体都可以拥有某种价值与尊严，可是

自己却没能拥有; 或者，当一个人曾经具备这个阶层大多数人所不具备的某些条件，但后来由于某些因素

的出现导致这些条件不再具备，自己突然之间丧失了在同一人群中的心理优越感。这种精神上的相对剥

夺，会导致他们在自己的群体中感受到莫大的压力: 前者是价值尊严缺失的压力，后者是优越感丧失所带

来的相对落差的压力。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一个人所知觉到的相对剥夺越多，所体验到的压

力就越大。
应对危机的技能缺乏，是指面对人生中的危机时一些人缺乏应对手段，从而所体验到的危机和应对手

段缺乏所带来的压力。生活中的危机与适当的应对方法，形成了相互冲突的社会因素。只是单纯地经历

危机，不一定会有这种压力。一个危机只是一种普通压力或者日常生活中的压力源，但对于那些缺乏应对

技能的人来说，他们却会体验到不协调的压力。那些不知道如何应对负性生活事件的人，在经历诸如损失

财产、失去地位、丢面子、离婚、失去爱人等危机时，都可能体验到严重的不协调压力。
所谓不同价值观的冲突，是指当两种相抵触的社会价值观或者信念在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冲突

的时候，这个人所体验到的价值观方面的压力。在这里，两种相互抵触的社会因素就是内化进个人价值观

系统并相互冲突的两种价值观或信念。当一个人在生活中把两种相互抵触的价值观同等看待的时候，个

人会体验到严重的不协调的压力。但当其中一种价值观比另一种更为重要的时候，就不会产生不协调的

压力。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当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存在但没有被个体内化或者个体被迫强行接受时，不协调

的压力也不会产生。①

241
① 张杰、宋振韶:《自杀压力不协调理论的初步验证》，《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6 年第 6 期。



根据上述自杀压力源的定义，前文列出的 11 个自杀案例，其自杀压力源可分别归类如下:

( 1) 现实与愿望之间的冲突

小说中的这 11 例自杀的压力源，几乎都存在现实与愿望之间的冲突这一因素。这些案例大致可以分

为两种类型: 婚姻爱情悲剧型和未来生活前途无望型。
婚姻爱情悲剧型涉及到 5 个人，其中 2 对 4 人因为结合无望而殉情。这 5 个人分布在社会各个阶层，

张金哥和她的未婚夫出身于社会上层官宦人家，司棋、潘又安是低贱的奴仆，尤三姐出身于中等阶层。这

几个人物，要么是不能与通过媒妁之言或自由恋爱而确定的自己的心上人结婚，要么是因为婚姻中的问题

而导致自己期望的婚姻生活无望，最后形成不协调的压力而自杀。例如，像张金哥和其未婚夫，他们已经

订婚，在那个时代，订婚相当于已经把两个年轻人拴在了一起，按照当时社会的规范，理想的婚姻应该是与

已经订婚的人结婚，开始婚姻生活。对于大户人家来说，在礼仪这方面尤其如此。如果退婚，对于女性来

说，可能虽不是二婚但也所差不远。理想规范的从一而终与现实面临的类似二婚的处境，导致张金哥自

杀。而张金哥的未婚夫，面对婚姻失败、未婚妻自杀，也终究“不负妻义”而随之殉情，还是愿望与现实的冲

突形成的不协调压力导致自杀。尤三姐在得了柳湘莲的定情物鸳鸯剑之后，本来自喜终身有靠，谁知湘莲

对尤三姐的清白起疑，想要回定情物退亲，使尤三姐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瞬间化为乌有。在现实与愿

望之间的强烈反差下，为证自身的清白，尤三姐挥剑自刎。司棋与其男朋友的相恋情况更是如此，在司棋

觉得现实与愿望之间出现巨大反差的情况下，自杀身亡; 而司棋的自杀又在潘又安那里导致了现实与愿望

的巨大反差，最终导致潘又安自杀身亡。
如果说对自主选择婚姻爱情的追求在封建时代是个奢侈品的话，那么，对未来生活感到前途无望的人

物来说，他们每个人对生活的理想与愿望都是非常平凡质朴的。从瑞珠、金钏、鸳鸯这几个丫环，到鲍二媳

妇这个下层仆妇，到尤二姐这样的半拉主子，再到深宅大院之外的市井人物石呆子，他们所要的不过都是

人性中最简单的要求与愿望。瑞珠要的是“平安”，金钏要的是“尊严”与存在很大现实可能性的生活归宿，

鸳鸯要的是“自由”，鲍二媳妇既要“安全”也要“脸面”，尤二姐要的是“安定”，石呆子要的是继续过自己的

平静生活。可是这些基本的愿望在他们的生活中得不到实现，理想与现实之间太过遥远。
瑞珠的愿望就是“平安”生活，这几乎是当时奴仆阶层普遍的愿望。但是随着秦可卿之死，合族人的

“纳罕”和贾珍与尤氏的反常表现让她知道，她未来的“平安”得不到保障了。而无论秦氏之死是由于什么

原因，作为贴身大丫环的瑞珠，一定是逃不脱责任的。这样，她最简单的生活愿望与现实之间出现了巨大

的反差，她今后的生存将面临很大的困境，她只有通过死亡来永远闭嘴，让主人放心她不会带来主子的困

扰与麻烦，也借此来摆脱掉因主人去世自己照顾不力所将要受到的惩罚。
金钏和鸳鸯都是荣国府中有头有脸的大丫环，在正常情况下，她们的出路通常应该是给府上的子弟做

妾或小老婆，终了一生，实现从下到上的某种程度的升迁，其家人也会随他们的升迁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

生活。如果此路不通，她们的出路也可能是找一个她们自认为的好人过一生。但金钏儿因为调笑被赶出

大观园，自己原有的对于未来生活的愿望瞬间化为泡影。而鸳鸯则在老太太去世后，在没有老太太庇护的

情况下，不想被主人摆布蹂躏，过上像她这种身份的人可能的理想生活已不可能。在上述的情况下，两人

对于未来生活的愿望与现实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翻转，产生巨大的不协调压力，最终导致了愿望与现实之

间不协调的压力而自杀。
鲍二媳妇与贾琏偷情，她的愿望就是得到好处，一是经济上的，二是日后得到主人的另眼相看和各种

照顾，拥有更大的体面。但现实是奸情败露，她不但得不到体面，反而会在今后的日子里继续在王熙凤的

威力之下讨生活，这基本上是一条能够想像得到的将会受尽折磨与凌辱的道路。这种现实和愿望的反差

会让她觉得生不如死，安全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尤二姐要的就是一份安定富足的生活。她希望能够和所有的妻妾和平相处，“同吃同住，同侍公婆和

丈夫，亲如姐妹，和比骨肉”，享受美好恬静安详的家庭生活。她的历史不清白，她决心痛改前非，做一个好

女人。但在现实中她却发现，她的历史无法抹去，成为很多人耻笑的把柄，她明白了在这个社会上，女人

“有了一个淫字，任她有什么好处都不算了”。她被偷娶的经历让她无法抬头做人。丈夫不珍惜她，只见新

人笑不见旧人哭; 妻妾之间指桑骂槐争风吃醋; 她不为老太太和太太所喜。她惟一的生存依靠就是孩子，

而孩子也流产了，今后受孕的机会看似不高，自己的亲人都相继去世，姐姐姐夫不足以依赖。她渴望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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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愿望在现实中落了空，失去了生活寄托，这是导致她自杀的重要因素。
另一个对生活失去信心的典型是石呆子，他的生活愿望很简单，就是守着祖上留下来的古扇平安度

日，结果扇子被抢，身陷囹圄，他的生活理想在现实中破灭，因而选择了自杀。
除了现实与愿望的冲突之外，这 11 个案例也都不同程度地具备相对剥夺这一压力源。相对剥夺的压

力和现实与愿望的冲突这一压力共同扭结在一起相互作用，这一特点在《红楼梦》的自杀事件中体现得非

常明显。
( 2) 相对剥夺感

在《红楼梦》11 个自杀案例中，全都具备相对剥夺这一因素，而非常有特点的是，它们中没有一例是由

于经济因素导致的，全部都体现在精神层面的被剥夺。在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虽然小说所描写的四大家

族以及达官贵人与服侍他们的下人和这些下人们生活在乡下的亲属们的生活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但作

为下层的这些个体都安分守己，恪守等级分别，默默接受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异。可是在精神层面，每个人

的内心深处，却不同程度地遇到了精神价值缺失的压力，而这些压力是构成他们自杀的重要因素。
案例一中的瑞珠，是宁国府女少主人秦可卿身边拥有重要地位和极大体面的贴身大丫环，却一夜之间

变成一个连基本安全都保障不了的女奴。而她的同伴们，那些平时地位不如她的丫环们，却依然可以安享

平安的生活，这样，瑞珠作为上等女仆的优越感、价值感瞬间丧失，她以前的地位、体面，以往的自我价值认

知，在现实中全部被颠覆而荡然无存。加上她对未来生活的恐惧，形成了她极大的心理负担，从而走向

自杀。
案例二和三，张金哥与其未婚夫。作为封建时代的大家闺秀，张金哥对于名节的重视是她所维系自己

女性价值的准绳，这一点被父母悔婚的现实剥夺了。她的未婚夫由于被强逼退婚，在他的阶层中必然会遭

受耻笑，男性的尊严在这个被夺妻的事件中也同时被剥夺了。他的财产、地位虽然并没有改变，他依然拥

有优异的条件，依然可以寻到更合适的伴侣，但是夺妻之辱会伴随他终身，这种男性尊严感的丧失使他颜

面扫地，无法面对和他一个层级的人们的眼光和嘲笑。这样，一方面个人的婚姻愿望成空，一方面无法承

担世人的看法，尊严感相对被剥夺，从而选择了自杀来逃避现实。
案例四中的金钏作为荣国府女主人王夫人身边的贴身大丫环，在奴仆阶层中一直是让人羡慕和嫉妒

的对象。也由此，她心高气傲，对宝玉说出了“你忙什么，金簪子掉在井里，有你的，只是你的”这种对未来

充满自信的话。她坚信未来自己最大的可能是被王夫人赏给宝玉作妾室，这是她那个阶层的女仆能够有

的最好结果。可没想到，“金簪子掉井里”这句话一语成谶，成了她最后的结局。从一个自信的、有点天真

与傲气的第一大丫环，变成因勾引少爷而被无情撵出府即使今后配个小子也不免被人家嫌弃的失势底层

女仆，金钏的生活地位与心理落差是巨大的，她的优越感瞬间丧失，她说，“我服侍太太十多年了，这会子把

我撵出去，我还怎么做人呢”。这种“无法在同阶层当中立足和做人”的感受，这种无人能信自己清白还自

己清白的无力，这种尊严和未来生活梦想的相对被剥夺，这种为女性最在意的道德品行名节的被污，这种

看不到未来幸福生活的恐惧和无奈，这种要忍受他人奚落嘲弄谩骂诋毁的每一天的具体生活压力，交织在

一起，导致了金钏之死。
案例五中鲍二媳妇对未来生活的恐惧固然是因为凤姐的厉害，而她内心的道德压力也同样是非常重

要的因素。在封建时代，作为一个已婚妇人，她的奸情让全家人知晓，她未来要承担很多处于她这个阶层

的其他仆人不必承担的道德压力，别人都没有类似的“作风问题”，而她的故事却是尽人皆知。无论是她还

是她的丈夫，今后都要面对很多嘲笑与讥讽，这样，她作为女性仆人的道德感与尊严感的相对被剥夺是巨

大的，她将无法在她的生活圈子中立足。这种心理压力加上对未来生活在王熙凤威力之下的现实恐惧，成

为她自杀的重要因素。
案例六中的尤三姐，她的家庭环境使她和姐姐不得不依附于贾珍，虽然她痛恨被玩弄，可是也不得不

虚与委蛇。她用反玩弄来对付玩弄，可她伤害的只能是自己，她把柳湘莲作为未来生活的寄托，期待他把

她从泥潭中拯救出来远走高飞，可最终却被心爱的人嫌弃。她需要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清白，而证明本身，

就是出自于内心的道德贫困。别人家未出阁的小姐，是根本不需要证明自己清白的，她需要，恰恰说明她

的道德压力在同类阶层的女性中是巨大的。在精神世界里，别人对她的道德与价值判断和她的愿望是矛

盾的，这种受人尊重感的缺失使她在道德评价方面相对贫困，她试图挣扎却无从辩白，也不屑辩白。当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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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以生存和等待的生活愿望被打破之后，内心的各种矛盾激烈撞击与冲突，加上她本身是个性格刚烈的

人，所以用极端惨痛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案例七中尤二姐的情况和妹妹尤三姐类似，内心极大的痛苦源自于道德感的相对贫乏。她得不到价

值感、荣誉感、归属感，得不到道德上的自我肯定，她由于自己以往的“失足”而成为被家中各色人等瞧不起

敢于指桑骂槐奚落嘲讽的对象。而处在她这一社会阶层中的其他女性，却是不存在这种心理压力的。
案例八，司棋的压力除了爱情婚姻愿望得不到实现之外，还来源于被撵的经历。由于“作风问题”被撵

出府，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耻辱，母亲对她的责骂，别人对她的嘲笑，成为她心理上的很大包袱，她的沉默就

是要等待她的爱情。可是当她的爱情理想失败了，她以前被撵的自尊心被剥夺感又抬头了，导致生无

可恋。
案例九，潘又安。在《红楼梦》文本中比较明确地说明了他的心理活动，他在外面发了财，携带金珠首饰而

来，却怕司棋看的是他的钱而跟他，所以就隐瞒没有说。他的自杀中，有对爱人逝去的失望，有对自己从前不

负责任离去的悔恨，也有莫大的遗憾追悔。当他是一个普通小厮的时候，他无力对自己的爱人许一个未来; 当

爱情暴露之后，他没有担当却一走了之，让爱人独自承担压力与后果; 当他有钱了，他依然无法保护心爱的

人。这种男性价值与力量的缺失和无力感，与上文中张金哥的未婚夫类似，作为男性，他们在婚姻问题上

无法做主，无法承担，这种价值感与男性尊严的相对剥夺，是他们自我认知方面的一大心理压力。
案例十，石呆子。他本身就是一个对精神价值高度重视的个体。他的性格一如他的名字，“像石头一

样硬，像呆子一样维护自己在意的东西”，他不惜以生命护卫不能吃不能喝不能换钱的精神价值。相对于

石呆子对自己精神价值的维护，贾赦之流就益发显现出贪婪的占有欲和对精神价值的不屑一顾。而维护

精神价值的人在不重视精神价值的时代，命运只能是悲剧性的。他物质贫困，可是在同样贫困的人群中，

他享有一份独特的对自己精神价值追求的满足感，他在精神领域有着超脱物外的寄托。他宁可饿死也不

出让自己的扇子，这种对价值的守望使他获得一种超出他这个社会阶层的人所独有的自我肯定。可是一

夜之间，扇子被抢，身陷囹圄，他的价值、愿望、寄托全部坍塌，他变得和其他的穷人没有分别了。这种价值

感的丧失，精神世界的被剥夺，是他精神崩溃的主要原因。
案例十一中的鸳鸯，是小说中一个非常鲜明地维护自我价值与尊严的人物。鸳鸯抗婚，为的是自由，

自由在她的阶层其实不可能拥有，但是因为她在贾母身边的特殊地位，她拥有了相对的对自己婚姻的自主

权。当贾母去世，她对自由和尊严的追求变得不再可能，她回到了她的身份中去，不再特殊，而是一个随时

会被主人支配命运的女仆，和其他的伙伴一样。她的相对剥夺感是特殊的，她被剥夺的是本来她不可能拥

有的东西，可是她曾经拥有了，但是又丧失了，并且因为她的曾经拥有，反而会使得她未来丧失的速度更

快，反差更大，结局更悲凉。她要为她本没有权利拥有而却拥有了的东西付出更多的代价，可能还不如曾

经没有拥有过的人的结局。曾经拥有的“特权”的被相对剥夺，造成了她未来将要面对的种种现实困境。
除了现实与愿望的冲突、精神价值与尊严的相对被剥夺之外，这些案例本身都还具有应对危机手段缺

乏所导致的压力。在现实与愿望冲突出现危机时，在自身的精神价值和尊严被相对剥夺时，他们不知道如

何去应付，这也是导致他们自杀的压力源之一。
( 3) 应对危机的技能缺乏

上面的案例故事表明，所有的 11 个案例都无一例外地面临着生活中的这样或那样的危机，如婚恋挫

折、通奸败露、失去庇护面临被人鱼肉、妻妾争宠中受到欺凌并且失去亲人、财产被强夺等。但所有这 11 个

案例中的自杀者，似乎在面临着这些挫折时，都缺乏应对危机的手段。如张金哥与其未婚夫，司棋与潘又

安，尤三姐，他们在恋爱出现问题时，似乎找不到其他的解决办法，只有一条道路可走———通过自杀来明

志，表示自己对于事情的抗争，或是表达自己的爱，或是证明自己的清白。尤二姐在妻妾争宠中受尽辱骂

欺凌，同时又不幸失去了腹中的胎儿，她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对日后的生活感到绝望，只是想到了通过自杀

来摆脱痛苦。而鲍二媳妇，在奸情败露后，既不能指望主子来庇护自己，又不可能继续与过去同样的家庭

生活，看不到还有其他生活道路，而只能以死来摆脱困境。
另一方面，瑞珠、金钏、鸳鸯，则在自己服侍的主子死后、或是被迫离开主子的情况下，失去了以往的庇

护、地位和身份。面临突如其来的情境，他们既不知如何是好，又不愿意听天由命，任人摆布，最后只好以

自杀来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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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呆子的情况与上述的案例不同。一方面，他失去了价值连城的心爱的收藏，另一方面，还被讹了钱，

身陷囹圄。在强大的统治机器面前，他也看不到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可以摆脱眼前的危机。为了消除自己

的痛苦，摆脱强权的压迫，他似乎只能选择自杀。
总之，虽然不同的案例面对的危机不同，可以应对和解决的程度不同，但不管怎样，所有列出的 11 个案

例似乎都有应对危机技能缺乏的压力源，不知如何去应对自身所面临的危机，最终导致出现不协调的压力

而自杀。
( 4) 不同价值观的冲突

在所有 11 个案例中，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不同价值观的冲突是导致这些小说中的人物自杀的原因。
尽管研究者可以臆测，有些人物的自杀可能有价值观的冲突所导致的压力源，比如像尤三姐的自杀，张金

哥和其未婚夫的自杀，以及司棋与潘又安的自杀等，或许他们有对于美好爱情的憧憬以及对于自由恋爱追

求自己爱情的观念或想法，但从小说的行文来看，似乎他们的内心并未曾经历这样的一种价值观与传统的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并且这种冲突激烈到了成为影响

他们自杀行为的因素。因此，本文在这里没有把任何其中的一个案例划归到不同价值观的冲突所导致的

自杀压力源之中。
除了自杀压力源以外，从所列出的 11 个案例中人们还可以看到古代中国社会自杀的一些特点以及与

之相关的一些鲜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这些社会文化因素可以看作是导致人们自杀的深层原因，同时也

是前述自杀压力源形成的基础。
综观上述 11 个自杀个案，可以看出这些案例有以下方面的一些特点:

第一，在自杀的人员中，女性的自杀占了绝大多数。这表现为 11 例自杀中女性占了 8 例，而男性只有

3 例。女性和男性自杀的性别比为 2． 7: 1。
第二，引发人们自杀的导火索多为恋爱婚姻问题。在所列出的 11 例自杀中，有 8 例都与恋爱婚姻问题

有关，如张金哥和其未婚夫，司棋和潘又安，尤三姐，尤二姐，鲍二媳妇以及鸳鸯。虽然表面上看鸳鸯的自

杀与贾母去世失去庇护有关，但其实质是因贾赦看上了鸳鸯，欲娶她做小老婆，而鸳鸯不从，最后在贾母面

前发誓，要么终身不嫁，要么随贾母归西。因此，鸳鸯面临的问题，其实质还是恋爱婚姻问题。
第三，自杀者全为社会的底层，是小人物的自杀，是弱者的自杀，如贾府中的丫环、使女、男厮或其家

属，尤二姐作为二房奶奶实为侍妾，算是似主实奴或者半主半仆的人物。仅有的三个贾府外的自杀者，一

个是石呆子，一个是张金哥及其未婚夫，石呆子是穷得连饭都没得吃的穷人，张金哥虽为大财主的女儿，其

未婚夫虽然也贵为原任长安守备的公子，但是相对于现任长安府太爷、长安节度使和贾府的贾琏来说，也

不过是社会的弱者而已。而相反，大人物、社会的强者没有人自杀。
以上有关自杀的三个特点可能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因素有关。首先，女性自杀成为主体，与当时的以父

权制为中心的封建专制统治有关。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家庭生活领域，女性都处于一种附属的

被统治被压迫的地位。在这种男性中心的统治和压迫下，女性自杀占绝大多数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恋爱婚姻问题成为自杀的主要导火索可能与当时社会对于人们婚恋关系的规范与钳制有关。

在当时的规范和条件下，人们很难不出现愿望与现实的冲突，以及应对危机手段的缺乏。结果在这两种自

杀压力源下，最终导致人们的自杀。
最后，社会弱者的自杀与上述的两种社会文化因素有关，即所有的案例都涉及到了主人 /主子—仆人 /

下属或者父母—子女关系，结果，其中的强者所代表的强大力量对于弱者进行了强有力的压迫。也正因为

如此，所有案例的当事人在面对危机时都缺乏应对的技能，都面临着应对危机技能缺乏的不协调压力。其

中虽然很难说没有当事人自身的原因，但可能更多地还是与当时的社会制度及当事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

置有关。

三、结论和讨论

通过对于《红楼梦》中 11 个自杀案例的分析，作者发现，即使对于中国古代的自杀案例，压力不协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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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也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在《红楼梦》所描写的代表中国古代特定历史时期的自杀案例中，导致人们自杀

的不协调的最主要压力来源，有现实与愿望之间的冲突、精神价值尊严的相对剥夺以及应对危机的技能缺

乏等，而这三类不协调的压力来源仍然是今天中国社会生活中导致人们自杀的主要压力来源。相比较而

言，另一类不协调的压力来源，即不同价值观冲突所导致的不协调压力，在《红楼梦》所描写的反映特定历

史时期的自杀案例中则很罕见。这一点与当今中国社会中的情况则不尽相同。
为什么在《红楼梦》所反映的历史时期中，现实与愿望的冲突、精神价值尊严的相对剥夺以及应对危机

技能缺乏的自杀压力源比较普遍地存在? 这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与人类追求美好的社会生活有关。无论在哪个时期，人类总是怀有对于美好生活的愿望，追求幸

福美好的生活。而现实社会中总是有很多的东西限制着人们的理想的实现，特别是在个人自由和个人权

利得不到尊重和保障的封建时代。因此，往往愿望难以实现，现实与愿望之间出现较大的反差，由此而形

成不协调的压力。
二是在一个价值观念相对统一的封建时代，社会各阶层对于精神价值普遍缺乏重视，更不存在善意的

舆论环境。对于各个阶层的女性和弱势群体，掌握话语权的男性、主子阶层，可以任意决定他们的命运、婚
姻与前途，而对于女性“清白”的看重，使得女性又戴上一重枷锁。这样，女性、小人物，都非常容易被剥夺

精神领域的价值与尊严，而当出现“作风问题”的时候，出现丑闻的时候，承担责任的通常都是女性。封建

时代对他人隐私和财产权的轻视，对他人不幸遭遇的缺乏同情，对他人私生活的窥探与指点、批判与嘲弄，

都会形成极端的严苛的舆论氛围，使身处其中的人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三是由于《红楼梦》所描写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以父权制为中心的封建专制统治时期，男性和社会的

统治者对女性以及社会弱者实施着强大的统治，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女性及社会底层男性的个体力量极

小，他们不具备解决自己压力和危机的能力与机会，社会中更没有有效的疏导机制。这样，女性和弱者在

强者的压迫下，往往面临这样或那样的危机; 而在面对危机时，由于弱者缺乏各种资源，他们可以进行的选

择非常有限，由此导致产生应对危机技能缺乏的压力。

Suicides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 Perspective of the Strain Theory of Suic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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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strain theory of suicide，this paper analyzed the suicide cases in the classical Chinese novel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so as to identify the sources of strain that lead to suicide． It was found that the sources
of the strain preceding the suicides included discrepancy between aspiration and reality，relative deprivation，and
deficient coping skills in front of a crisis． The value strain from conflicting values was not found among these sui-
cide case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during the historical period depicted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suicides
often involved different sources of strain and their deaths were likely to be a result of psychological frustration
caused by these strains． The strain theory of suicide is a promising perspective that can be used to analyze the sui-
cide cases in ancien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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