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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風月

陳元亮

中國小說史上，大概沒有甚麼作品比《金瓶梅》更富道德爭議。
貶之者斥為不堪入目、焚而後快的淫書；好此道者或偷偷看、偷偷
跟同道分享，始終禁而不絕。文學藝術道德價值關乎主觀判斷，永
遠不會有統一思想，本文只是嘗試從一個現代人的角度，窺探作者
思維，進而天馬行空地販賣一點私貨而已。

根據個別版本的《金瓶梅》所載，作者題名為蘭陵笑笑生，究
為何人已無從稽考。也許這正是作者原意：作此穢書，本來就不想
出名。誰都不想揹負傷風敗俗的惡名，地下刊行者也不便過份張揚，
更不可能有官方定本，是以版本蕪雜。民國時代，《金瓶梅詞話》
在山西出土，跟上述的小說版本頗有出入。根據內容判斷，小說本
應該是基於詞話本修訂而成，但故事內容大致相同。

性超人傳

故事借《水滸傳》武松殺嫂一段鋪排成為一百回的長篇小說。
武松打虎後當了都頭、重逢兄長；繼而潘金蓮私通西門慶、毒殺親
夫，武松大鬧獅子樓卻誤中副車被捕充軍。西門慶前妻陳氏早喪，
遺下女兒西門大姐。填房是千戶（地方官）女兒吳月娘，二太李嬌
兒是開始色衰的從良名妓，三太是布商遺孀孟玉樓，四太孫雪娥是
前妻的大丫頭，她以廚藝出眾掌管全家日常飲食以至飲宴。潘金蓮
喪服未滿就成為五太，但西門慶很快又勾上了鄰居拜把兄弟花子虛
的老婆李瓶兒。瓶兒曾是梁中書小妾，大名城被梁山軍攻破，她挾
帶私逃，輾轉下嫁得寵太監的姪兒花子虛，實則成為太監的玩物。
由於太監娶媳，志在瓶兒；他死後，豐厚的遺產落入瓶兒手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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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虛很快就被綠帽活活氣死，瓶兒也順理成章成為六太，西門慶繼
娶孟玉樓之後又一次財色兼收。

《水滸傳》中的破落戶西門慶此時大展拳腳，賄賂當權的蔡太
師買得副理刑的官。這個相當於山東公安副局長之職自然是個肥
缺，不過貪瀆所得其實有限，最重要的是建立官場共貪網絡，一起
以權謀私、當官倒，用流氓手段實行官商合一。西門慶財源滾滾、
加官晉爵；更令他志得意滿的是李瓶兒為他添了寶貝兒子。大忙人
西門慶除了努力抓權抓錢，當然一樣努力漁色。正是妻不如妾、妾
不如妓、妓不如偷、偷不如偷不到；西門慶則是內外通吃、不論貴
賤、無分男女，丫鬟官太、夥計書僮以至僕人的老婆都逃不出他的
掌心；唯一的「遺憾」是「無敵是最寂寞」，竟然沒有偷不到的。

西門慶是個性超人，只要他盯上的，無不成為其胯下之臣；後
得胡僧春藥，更加如虎添翼。但妻妾間的內鬥，點出他敗亡的序幕。
潘金蓮為了剷除勁敵，設計害死李瓶兒母子。西門慶痛失至愛，仍
無損其慾海雄心，終於在姘頭王六兒與潘金蓮雙斧砍伐下精盡人
亡。樹倒猢猻散，李嬌兒孟玉樓先後跳槽其他大戶。潘金蓮和心腹
春梅勾上女婿陳經濟（西門大姐丈夫），被吳月娘抓個正着、逐出
家門。金蓮被武松所殺；春梅卻因禍得福，被賣與守備（軍官）周
秀為妾，為他產下麟兒，成為得寵官太。春梅先後勾搭上陳經濟和
家人兒子周義，後來陳被仇家所殺，周秀戰死，春梅亦因縱慾患上
「骨蒸癆病症」而亡。結局是吳月娘獨子剃度為僧，替父贖罪；西
門慶心腹玳安繼承產業，並奉養月娘終老。

擇性而噬

古來淫書不只《金瓶梅》，何故只有它備受爭議？因為它雖然
確有部份淫褻情節，但整體而言也實在是傑作。誠如魯迅所言：「然
作者能文，故雖間雜猥詞，而其他佳處自在，至於末流，則着意所
寫，專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無可否認，書中有不少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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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通姦甚至變態虐待情節，也確有詳盡露骨的白描。正如《金瓶
梅》序言有云：「讀《金瓶梅》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生畏懼心者，
君子也；生歡喜心者，小人也； 生效法心者，乃禽獸耳。」問題是
人世間菩薩君子難尋，小人禽獸太多。天堂獎賞與地獄懲罰只能誘
導愚夫愚婦，或天良未泯者，對「活在當下」的一眾姦夫淫婦來說，
這些都不過是笑話。

西門慶曾向吳月娘發表宣言，把自己的淫行合理化：「天地尚
有陰陽，男女自然配合。今生偷情的、苟合的，都是前生分定，姻
緣簿上注名，今生了還，難道是生剌剌胡搊亂扯歪厮纏做的？咱聞
那佛祖西天，也止不過要黄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楮鏹（陰司
錢）營求。咱只消盡這家私，廣為善事，就使強姦了姮娥（嫦娥），
和姦了織女，拐了許飛瓊（西王母的漂亮侍女），為了西王母的女
兒，也不減我潑天的富貴。」西門慶雖然短命，卻享盡富貴風流，
真箇「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

魯迅批評泛道德者：「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
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雜交，立刻
想到私生子。」性不過是人生盛宴其中一道菜式，是人類史的重要
議題，也是各式雅俗藝術的熱門題材。《金瓶梅》是文學作品還是
性商品，是羊頭狗肉還是狗頭羊肉？還是羊狗雙拼（這完全沒有矛
盾）？不妨用簡單、也有點片面的加減法：即使刪掉書中的性慾情
節（即「潔本」），仍然有很深刻的社會意義與文學價值；換了是
低劣的色情產品大概就只剩下像聲詞和標點符號了。色情文學也可
以是文學，樂而不淫最少還是樂，淫而不樂便只是獸慾發洩。如果
覺得《金瓶梅》既有社會意義和文學價值，又有樂而且淫的官能
刺激，豈不是錦上添花的增值產品嗎？你可以專挑有關性慾的情節
看，但就像召妓甚至手淫，只能逞一洩之快，雖然在部份人眼中，
這就是一切。

中國舊文人不管如何無行，表面上還有一條道德底線。即使是
偽君子，也有比真小人可取的一面，最少他們良知未泯，知道自己
是虛偽的；午夜夢迴，可能還會問心有愧，而非理屈氣壯。《金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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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明知不容於衛道之士，故小說結局借眾姦夫淫婦的下場警惕讀
者，是為以淫戒淫。說《金瓶梅》純屬宣揚舊道德，或只是情慾發洩，
兩者都難以成立。很明顯，作者也不是甚麼「正人君子」而是風月
中人，他描繪的黑暗世界，就是現實社會的寫照。他也許會像自己
筆下的角色，拿妓女繡花鞋作酒杯，潛意識上大概跟今天的「人體
壽司」差不多，就是融合「食色性也」，滿足掠食者的貪慾。可是
別忘了如果宋代詞人不流連花街柳巷，我們今天便會少了許多傑作。

明朝是中國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朝代，專制衍生腐敗，古今中外
都不能例外。皇帝荒淫無道，方士紛以房中術獻媚求寵。武宗（正
德）徵民女入宮縱情享樂，終以 30 歲之盛年死於豹房。不過後人
仍然將這混帳皇帝的荒淫事跡浪漫化，搞出《游龍戲鳳》的劇目。
明初嚴禁宦官干政，更把娶妻的宦官剝皮；可是中葉以後朝綱廢弛，
宦官紛紛包養宮女為「菜戶」，又在外宅養妓女，以變態淫慾作心
理補償，更成為身份的象徵。雖然官員宿娼會招人物議、影響考勤
報告，但這只是官樣文章，官妓私娼依然百花齊放。上行下效，民
間亦不以為恥，西門慶召妓上門，吳月娘李瓶兒甚至收妓女為乾女
兒。可是無論西門慶怎樣荒淫腐敗，怎及得那群混帳皇帝無恥官僚
萬一？宋明理學家鼓吹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竟然成為對現實社會的
無情嘲諷了。

奪床大戰

小說第一個高潮起於潘金蓮和李瓶兒相繼入門，基於統一戰線，
兩人開始短暫的蜜月期。形勢上吳月娘是正室，在宗法社會有不可
動搖的地位，所以不是其他妾侍的競爭對象。她雖也貌美，但太過
正經，肯定不「好風月」；為人不太精明，有點和稀泥的老好人性格，
對丈夫的姨太太甚至妓女都非常包容，絕對沒有七出之條的「妒」
罪。二太李嬌兒已被打落冷宮，除了借她引李桂姐出台之外，基本
上是個可有可無的閒角。三太孟玉樓本以為挾厚資嫁入西門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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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正，從後來情節可知她根本是受騙了，因為西門慶只對她的財產
有興趣，連她的床都很少上。四太孫雪娥已經淪為「煮飯婆」。

形勢很快變得明朗，瓶兒與金蓮才是真正對手。從經濟學角度
看，兩人向唯一顧客西門慶提供幾乎相同的服務。她們想另覓銷售
渠道便只有通姦，但由於西門府的女色供應幾乎無限，出得起價錢
（包括地位）者只有一個，是完全的買家壟斷市場。一眾妾侍無法
找到類似的大客戶，只有些書僮之類的低檔顧客聊以解饞。當然，
暗中走水貨等同破壞專利銷售合約，可能面對嚴厲的懲罰。此外，
她們還得防範再有外判供應商例如妓女、僕婦和其他亂七八糟的男
女妄圖分一杯羹。就短期策略而言，問題還在如何獨佔西門慶，也
就是必須排除競爭對手；即使純粹從「愛情」角度看，人性也是自
私的。從前時代曲說「愛不是佔有」之類的偉大廢話，只能作酸葡
萄式解讀，最少這並非大多數凡夫俗子的想法。

瓶兒與金蓮都貌美而「好風月」，即在床上都是叫臭男人無法
抗拒的淫婦；但瓶兒有三點優勝之處。首先，西門慶喜歡瓶兒白皙
柔軟的肌膚，就是金蓮也會用山寨人工美白療程讓自己看來白一點
以博取他的歡心。其次，她是個富婆，西門慶自然「愛屋及烏」，
這是金蓮望塵莫及的。還有，瓶兒為人寬厚，而且善於利用經濟優
勢收買人心，人際關係比金蓮好得多，所有僕人都樂於為她所用。
但最要命的是：瓶兒為西門慶生了個兒子官哥兒，形勢馬上變得一
面倒。

從金蓮角度看，這是一場生死存亡之戰。當日不惜毒殺親夫委
身侍奉，到頭來落得獨守空帷雪夜弄琵琶，連最基本也最重要的肉
慾都無法得到滿足。你李瓶兒家財萬貫，就是不嫁給西門慶也不愁
寂寞；我除了他便一無所有。妒忌可以誘發人性最黑暗面，何況金
蓮本來就非善男信女，她決定向最脆弱也最無辜卻最關鍵的官哥兒
下毒手。她當然不會買砒霜或在四顧無人之際捏死他，因為有更先
進的動物行為學殺着。她知道孩子通常穿紅，便暗中以紅布裹着鮮
肉調校一頭大貓的條件反射行為。一如所料，飢餓的大貓一見床上
玩耍的紅孩兒，以為又到了進餐時間，便飛撲上前又咬又抓，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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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官哥兒受驚過度一病不起。
西門慶痛失愛子，得知是金蓮豢養的大貓所為，跑到她房中一

聲不響，抓起大貓活活摔死，然後轉身離開，剩下金蓮獨自說風涼
話。本來按照西門慶的性格，必會遷怒於大貓主人，最少是一頓臭
罵甚至毒打；但從後來情節看，西門慶對金蓮完全沒有恨意。作者
沒有挑明到底西門慶是認定大貓殺人案純屬意外所以寬宏大量，還
是捨不得遷怒於這床上的最佳拍檔，這只好當是留白了。事實上在
所有妾侍當中，只有金蓮夠膽當面頂撞西門慶，也許這是他倆的特
有情趣，雖然她也曾因跟僕人通姦事洩而捱過馬鞭。

常言道，時間可以治療一切傷痛，對西門慶而言，性愛才是良
藥。自愛兒死後，他對李瓶兒更為寵愛，其示愛方式就是頻頻上她
的床，連每月例假都不放過。瓶兒工作過勞，加上喪子之痛抑鬱成
疾，終於在隔壁金蓮幸災樂禍的罵街聲中含恨而死，至此金蓮大獲
全勝。

雙重人格

李瓶兒自入西門家，性情大變，由一個滿有性自主心態的女強
人搖身一變成為毫無主見的愚婦。她曾是豪門玩物，對複雜的人際
關係應該早有認識，比起潘金蓮最少不遑多讓。大名城破，她還會
挾帶私逃，可見即使說她天性純良，也不至於毫無自衛本能。瓶兒
是個美麗淫婦，卻成為太監的玩物，其痛苦可想而知。她跟花子虛
當上有名無實的夫妻，很明顯無法滿足身心的慾望，對着這名義上
的丈夫大概也不會有甚麼好臉色；最大可能是子虛根本力不從心，
只好借流連妓院逃避，也在妓女身上撿回一點可憐的自尊。瓶兒後
來勾上西門慶，正是姣婆遇着脂粉客，自然烈火乾柴，幸好子虛早
死，否則免不了重演武大郎一幕。

偏偏西門慶遇上官非，閉關不出，連迎娶瓶兒的事都丟淡了。
那淫婦如何守得住寂寞空閨，竟然貼錢下嫁窮當當的醫生蔣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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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不無牽強，從後來情節可知，有錢寡婦絕對不愁沒有猛男送
上門，根本無需匆忙嫁人。西門慶解決官司之後，知道瓶兒竟然被
一個猥瑣漢上了，實在太沒面子，便指使流氓把蔣修理一頓。曾經
滄海的瓶兒，也無法滿足於「蝦鱔」般的銀樣蠟槍頭，痛罵蔣之後
把他掃地出門，並主動重回西門慶懷抱。西門慶草草接了瓶兒回家
當六太，為了報「一蔣之仇」，故意冷落她。瓶兒竟然因此上吊，
幸好被及時救下，卻上演了被西門慶逼供一幕。瓶兒招認西門慶是
「醫奴的藥」，也就是說，西門慶是唯一可以在肉慾和心靈上滿
足她的男人，她已經對這性超人上了癮。但縱然她非理性地依附西
門慶，總不會對金蓮的挑釁和迫害逆來順受，何況這關乎兒子的性
命？

最簡單直接的解釋是：這是佈局的漏洞。寫瓶兒處於弱勢，的
確可以凸顯金蓮的惡毒，也叫人更加同情受害者；但太過一面倒便
不免淪於催淚。其實讓兩人明爭暗鬥一番，最後處於劣勢的金蓮絕
地反擊成功也許更能引人入勝。要把瓶兒塑造為弱者的話，她入門
之前的描寫就得配合。比如說，大名城破，她被拐流落煙花之地，
被花子虛看上買走，卻被子虛兩叔姪百般虐待。西門慶垂涎「義
嫂」，在子虛與族人爭產官司中做手腳，把他充軍塞外，然後接收
瓶兒。蔣竹山一段除了表達瓶兒飢不擇食之外並無必要，也破壞她
的性格統一。身世可憐跟性格淫蕩完全沒有衝突，瓶兒被西門慶「解
放」，性慾洪流遂一發不可收拾。

「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是小說佈局的最高境界。性格矛盾不
是不可以，但必須提供有說服力的情節和描寫，這也是作者顯示功
力的機會；否則作者任意妄為，只會變成自說自話，甚或淪為「情
理之外，意料之中」的搞笑效果。

狼狽為姦

李瓶兒之外，春梅是個更複雜的人物。她自幼父母雙亡，被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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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吳月娘的奴婢。西門慶看上她，故意調她去服侍金蓮；金蓮只好
順水推舟，找一天自動消失，玉成其好事；反正無法阻止，不如和
春梅搞統一戰線。事實上春梅曾撞破金蓮和女婿陳經濟上床，為了
保守秘密，金蓮便拉她下水；她也「沒奈何」、半推半就地打成一
片了。她跟金蓮非常投契，不單沒有當月娘的線眼，更為她對西門
慶隱瞞跟書僮的姦情，是貨真價實的狼狽為「姦」。

說春梅是個淫婦，倒不一定，要看對象呢。她曾面斥一個對她
「上下其手」的樂師李銘，事後對其他人說那家伙「還不知道我是
誰」。這個「我是誰」頗堪玩味，等於說他有眼不識泰山。她是誰？
在李銘眼中，她是個有幾分姿色的女僕；仗着音樂教師的方便，揩
揩油也許稀鬆平常。可是在春梅眼中，你算老幾？春梅自視頗高，
她讓西門慶「收用」（還是「破處」）是公開的秘密，自是比一般
丫頭「高級」，其他僕人也戲稱之為「小大姐」。

西門慶死後，潘金蓮跟陳經濟幽會被吳月娘抓個正着。月娘以
「協助及教唆他人通姦」罪名，把春梅交給人口販子出售。她被賣
到守備周秀家，卻絕處逢生，成為周的寵妾，更產下周家獨子，成
為下人口中的「小夫人」、「小奶奶」，連先入門的兩個都要靠邊
站；相對於沒落的西門家，春梅被逐竟是因禍得福了。之後她收殮
被棄屍街頭的潘金蓮，在永福寺哭祭金蓮時跟月娘偶遇，獲邀重訪
西門家，可說是衣錦榮歸。她排場十足，卻也依循禮數，對故主毫
無不敬；稍後更以德報怨，為月娘解決官司，可說有情有義，頗有
大將之風，在《金瓶梅》描繪的黑暗世界中儼然是個正面積極的角
色 ── 除了淫蕩。

淫蕩與美德是否必然互相排斥？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不過是極
高難度動作。性慾的驅動力難於駕馭（雖然人人都以為自己可以），
一旦失控便不可收拾，此所以人類社會需要道德法律；至於界線定
於何處、由誰定、怎樣定，恐怕永遠沒有標準答案。春梅先後被西
門慶和陳經濟搞上，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她是否樂在其中，讀者
只好自由心證；但最少她並不抗拒，客觀上也是得益者。以肉體交
換物質和地位是否值得，在於個人價值觀，反正賣身，自然想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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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回報。她心高氣傲，其他人都看不上眼，僕人也不敢惹她。嫁
給周秀之後，婢女終於熬成奶奶，尋找心理補償便是順理成章；加
上比她年長 20 歲的丈夫終日為國操勞，又要出征，對床笫之事當
然不及她的前度性伙伴，曾經滄海的春梅難忍飢渴，於是綠帽橫飛。
她先以兄弟名義把潦倒街頭的陳經濟勾進家中，更為他娶妻掩飾姦
情。陳被殺後，她看上丈夫的猛男部下李安。李安為人忠耿，更明
白這是玩命的遊戲（陳經濟就是前車之鑑），只好落荒而逃。春梅
討了個沒趣，遂誣衊他挾帶私逃；之後勾上家人兒子周義，終於縱
慾而亡，更害了情夫也因通姦被打死。

撇開「淫蕩」這爭議，春梅的惡行其實也不少。在其他僕人眼
中，她跟主人潘金蓮同聲同氣，一樣小心眼、得勢不饒人，對看不
順眼的人絕不手軟，是個「合氣（鬥氣、晦氣）星」。一起服侍潘
金蓮的還有秋菊，「為人濁蠢，不諳事體」，大概長相也不太高明，
所以沒受過性騷擾。以一個奴婢來說，她其實盡忠職守，金蓮卻拿
她作出氣袋，經常尋事虐打她；春梅卻從未發揮甚麼階級感情，只
會在旁吶喊助威，甚至充當監刑官。

春梅手下的最大受害者是名義上的四太但實際地位等同奴婢的
廚房領班孫雪娥。只因一句「想漢子」的戲言、加上一件「荷花餅」
的瑣事，春梅在西門慶和潘金蓮面前挑撥離間，令雪娥被痛打。自
此以後，雪娥都處於劣勢，毫無還擊之力。金蓮小器是事實，但她
跟雪娥之間本無嫌隙，雪娥也不夠資格跟她爭寵。不過對自卑者而
言，沒有甚麼比欺凌弱小更過癮；秋菊和雪娥正好讓常被西門慶性
虐待的金蓮獲得心理補償。西門慶死後，雪娥被揭發與家僕通姦挾
帶私逃被捕。這等事在藏污納垢的西門家本來稀鬆平常，紛紛亂之
際，人人大家拿。雪娥大致上沒有甚麼惡行，卻收場慘淡，這全拜
春梅所賜。她雖云是西門家四太，其實還是奴籍；奴婢私逃破壞社
會秩序，歷代都有明文罰則。雪娥被官府拍賣，春梅將之「惡意收
購」，加以百般凌辱、毒打一頓再賣走。更惡毒的是，春梅以官太
的威風，指明要把她賣到妓院。後來雪娥搭上周秀的親信張勝，滿
以為可以上岸；豈料張因私怨殺死陳經濟，雪娥怕受牽連，以上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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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屈辱的一生。
春梅跟潘金蓮主僕兩人志趣相投、同惡相濟，非常合拍。春梅

沒有親手殺人，卻有幾個人因她而死，除了孫雪娥，還有陳經濟、
張勝、周義。金蓮也滿手血腥，除了親自下手的武大郎，還有害死
李瓶兒母子、迫死女僕宋蕙蓮，當然還有床上「誤殺」西門慶。當
天西門慶已經在姘頭王六兒處搞了半天，喝得酩酊而回，倒在金蓮
床上就睡了。金蓮等了他半夜，慾火焚身，只好主動出擊。西門慶
早已疲不能興，罵她：「有本事品弄的他起來，是你造化」。金蓮
遂用超高劑量的胡僧春藥倒過來霸王硬上弓，搞得他透支而罹脫陽
之症。幾天內藥石亂投，金蓮還要把他榨乾，書中描繪充滿黑色幽
默，十分「抵死」：「討將藥來，越發弄的虛陽舉發，麈柄（陰莖）
如鐵，晝夜不倒。潘金蓮晚夕不管好歹，還騎在他身上，倒澆蠟燭
（女上男下）掇弄，死而復蘇者數次。」不出數日，西門慶便嗚呼
哀哉了。

好像有點不可思議，金蓮竟然成為愛郎的催命判官，她肯定沒
有傷害西門慶的意圖。最能解釋這「誤殺」案的動機、也最能切合
《金瓶梅》主題的答案就是：縱慾令人瘋狂，以至罔顧後果；即使
西門慶已經病入膏肓，金蓮還是「分秒必爭」，甚至有一拍兩散之
意 ── 我失去了愛郎，他人也休想得到。

以身發財

西門慶的床本來只是兩家供應的寡頭壟斷，問題是，供應從來
沒有專利而且源源不斷、款式繁多。例如宋蕙蓮是吳月娘買給家人
來旺的老婆，本名金蓮，為避潘金蓮諱改名蕙蓮。顧名思義，她也
有一雙小腳，而且比金蓮的還小，更有令金蓮妒忌的白晳皮膚。要
命的是她「性明敏，善機變，會妝飾，就是嘲漢子的班頭，壞家風
的領袖」，簡直就是金蓮的天敵。西門慶早盯上這小淫婦，蕙蓮亦
貪財，遂一拍即合。「兩個撞個滿懷。西門慶便一手摟過脖子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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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親了個嘴」，再加一匹緞子就搞定了。
金蓮識破兩人的姦情，卻沒有大吵大鬧，因為這等於逼反。雖

然她是小說中僅有可以跟西門慶頂嘴的女人，但深明御夫藝術等同
政治妥協，形勢比人強之下，讓步也可視作「以空間換取時間」，
適當時機致命一擊才是關鍵，也就是「最後笑的笑得最響亮」。在
「等、忍、狠」的大戰略下，她索性拉攏蕙蓮，蕙蓮也樂於兩面討好，
只是瞞着來旺一個，西門慶於是嘗盡「偷」的樂趣。

金蓮雖然不是皇帝，但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何況蕙蓮自恃
得寵，尾巴翹得越來越高，矛盾早晚爆發。西門慶也礙於蕙蓮始終
是家僕老婆，總不能毫無顧忌。西門慶先用調虎離山之計，叫來旺
出差；可是火還是包不住，在金蓮協助及教唆下，索性轉偷為搶，
翻抄「豹子頭誤入白虎堂」的橋段，誣告來旺意圖殺主，公堂上一
番毒打，再遣返原籍。蕙蓮對來旺還是有情的，偷漢只為以肉體換
取最高物質回報，卻從未想到竟然玩火自焚，最後含羞自縊。

蕙蓮的故事在《金瓶梅》中是十分精彩的片段，透過看似平鋪
直敍的情節，把各人的立體性格描繪得淋漓盡致。淫蕩貪財卻帶點
天真的蕙蓮，一步一步踏上自以為的青雲之路，也一步一步墮入西
門慶和潘金蓮的圈套，最後自責上吊，這一點悍烈精神，在眾多淫
婦之中竟然博得讀者寄予絲絲同情。潘金蓮使出渾身解數、軟硬兼
施，把西門慶、宋蕙蓮等人玩弄於股掌。諷刺的是，西門慶勾上蕙
蓮，本來對金蓮是一大威脅；身為既得利益分子的金蓮，卻教唆西
門慶「不如一狠二狠，把奴才（來旺）結果了，你就摟着他老婆也
放心」，真是「賢良」得無話可說。

棋逢敵手

潘金蓮對李瓶兒和宋蕙蓮都大獲全勝，可是跟另一勁敵王六兒
交手就只能平分春色。六兒跟蕙蓮最大的分別是獲得丈夫的全力配
合，成功女人的背後果然有個默默支持她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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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西門慶為了巴結靠山蔡太師的管家，叫媒人尋一個女孩給
他作妾，意外看上了女孩的母親王六兒（即夥計韓道國的老婆）。
六兒是個充份享受性自主權的超時代豪放女，更有偷小叔子前科，
大概也知道老闆是個性超人，自然又是飛身撲上。論容貌其實她不
算太高明，只是個「紫膛色瓜子臉」的中人之姿，可是風騷入骨；
更洞悉大男人心理，善於逢迎，必殺技是後庭花，甚至於無此不歡。
是天生病態樂在其中、是愛得太深無私奉獻，還是顧客至上忍辱負
重，讀者可以自由解讀，總之西門慶從此泥足深陷至死不渝。

別以為綠帽必然激發家變，韓道國知道老婆被老闆刮上，大喜
過望，因有油水可撈，果真是富貴而可求也，雖烏龜之事亦甘而為
之。他對老婆說「等我明日往舖子裏去了，他若來時，你只推我不
知道，休要怠慢了他，凡事奉承他些兒。如今好容易賺錢，怎麼趕
的這個道路！」要是來旺有此見識，何至於慘淡收場？當年武大郎
有此器度，更不至枉死了。王六兒也笑罵老公：「你倒會吃自在飯
兒，你還不知老娘怎樣受苦哩！」自此「西門慶但來他家，韓道國
就在舖子裏上宿，教老婆陪他自在頑耍。」

韓王搭檔數百年來受盡唾罵，成為小說中的無恥典範；可是以
今天泛非道德化觀點看，他們絕對無可指責。首先，所有當事人都
是成年人，清楚自己在幹甚麼，也了解後果，完全是你情我願、各
得其所的公平交易。丈夫替老婆扯皮條，更可免除中間剝削，消費
者與服務提供者兩蒙其利。西門慶所有妻妾都知道丈夫的所作所
為，當中沒有受害者；即使是潘金蓮，也應該積極面對競爭，提升
服務質素。再者，交易所涉及的物質利益都是西門慶的私產，又不
是上市公司或者政府部門，所以老闆喜歡給誰都可以，你不討老闆
歡心，就別眼紅。

貞烈妓女

讓西門慶像禮物般送給蔡太師管家的女孩叫韓愛姐，她的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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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比起李瓶兒更屬匪夷所思。小說臨終，西門慶已死，韓道國夫
婦失去靠山，遂上京鑽女兒的門路，奈何蔡太師亦已失勢，樹倒猢
猻散，只好一起打道回鄉，「一路兒和他娘已做些道路」（當流娼），
輾轉到一間客店落腳。

也是合該有事，店老闆就是發跡後的春梅的情夫陳經濟。陳經
濟是個典型賤男軟飯王，愛姐卻主動獻身，「做出許多妖嬈來」，
又道：「奴與你是宿世姻緣，今朝相遇，願偕枕席之歡，共效于飛
之樂。」姣婆勾上脂粉客，本屬稀鬆平常。出人意表的是後來陳經
濟被殺，愛姐向春梅表白雖然只是一場「霧水夫妻」，「奴既為他，
雖刳目斷鼻也當守節，誓不再配他人。」後來「有富家子弟，見韓
愛姐生的聰明標致，都來求親。韓二（韓道國弟）再三教他嫁人，
愛姐割髮毁目，出家為尼，誓不再配他人。後來至 31 歲，無疾而
終。」

常言道「歡場無真愛」，可是韓愛姐癡心貞烈，震古爍今，絕
對可以為妓女界掙得第一座貞節牌坊；雖然我極度懷疑如果死的是
愛姐，陳經濟會有甚麼反應。唯一可以把愛姐奇行合理化的解釋是：
曾經滄海的她，確實相信自己已經找到真愛歸宿，卻感造物弄人；
萬念俱灰之下，竟然立地成佛。我們不能否定色慾也可以引發真情，
只是人人對所謂「情」有不同的理解和處理方式而已。也許愛姐被
陳經濟騙了感情，但那有甚麼關係？別忘了是她主動勾搭的，只要
她到死都認為騙子是真心的，這就夠了。就客觀小說效果而言，這
情節簡直是封建道德硬銷課程：連妓女都懂得守節，你等良家婦女
不會連妓女都不如吧？又或者，這是作者惡搞反諷的黑色幽默？

惡有善報

古今中外的小說主角通常都是正派角色，儘管歷盡艱辛苦難，
最後總會雨過天青，從此快快樂樂地生活在一起，貫徹善惡到頭終
有報的警世精神。舊小說中即使有殺人放火金腰帶的情節，最後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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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總會還人間一個公道，所以有地獄輪迴。按理以西門慶的惡行，
應該永墮阿鼻地獄，最少得轉世為牛為馬。故事借婢女小玉的夢說
西門慶和一眾惡人披枷帶鎖在地獄受苦，可是因為後人為他做好法
事，加上他的遺腹子被度為僧替他贖罪，於是他便和潘金蓮等投胎
為人，民間的報應模式完全崩潰。西門慶唯一的報應是短命，反正
可以洗牌再來一鋪，這又何妨？

當然這絕非作者原意，也許他根本不信甚麼輪迴報應，因為一
切已經現眼報了。西門慶脫陽而死，之後家破人亡，潘金蓮被生劏，
李瓶兒被前夫陰魂索命，春梅縱慾而亡等等，何用甚麼來世果報？
從與人為善的角度看，作者菩薩心腸，貫徹慈悲與寬恕，渴望惡人
臨崖勒馬，改過遷善永不嫌遲，但恐怕一眾小人禽獸無法領會，也
許這道理只能對有緣人說了。如若不信，有詩為證：

滿朝妖孽國將亡  未怪民間學豹房  
侍婢書僮堪使用  人妻僕婦盡登床

淫心輒起傷天理  慾壑難填惹血光  
苦海無邊何處岸  金瓶普渡有慈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