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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i Niangzi is created as the classical female image in Legend of White Snake, one of the Four Great
legends in China. There are different versions of Legend of White Snake from Song Dynasty until
now which represent the mind of common people, evolution of female images in the male’s subconsciousness. The thesis focuses on White Snake of lov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super animal to reveal conflicts between women and men, folk love and social order by analyzing
the change of the female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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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四大传说之一《白蛇传》，塑造了白娘子这一经典女性形象。白蛇传传说从宋话本至今演绎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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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的故事情节。本文从白蛇传的视角解读中国女性意象进化的历史，了解中国特定发展历史阶段的庶
民的独特心理，不同时代男性潜意识中女性的意象。分析人与超自然的动物的恋爱，实际上人间情爱与
社会秩序的冲突，是男女性别之间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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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中国，以白蛇为主题的戏剧传说流传甚广。2006 年白蛇传传说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序号、编号 6I-6，申报单位是浙江省杭州市和镇江市。中国杭州西湖边的雷峰塔、断桥；镇江的金
山寺等古迹，就是白蛇传说发生地。传说与历史事实相互交错，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台湾王溢嘉在《魂
魄中国人的心灵图谱》提出：“笔记小说是理解中国人心灵尤其是幽暗面的珍贵考古资料……只有透过
笔记小说及其延伸阅读，我们才能发现那晦涩不明、看似熟悉其实陌生但真正属于中国广大庶民阶级的
更广遨也更深邃的心理、思维、文化、知识和生命。”(王溢嘉，2002)。神话传说与现实对照分析，共同
勾勒出普通庶民真实的历史。

2. 《白蛇传》中的白蛇意象
中国人对蛇的崇拜和恐惧演绎出《白蛇传》可谓家喻户晓。宋话本《西湖三塔记》是“白蛇传”的
发轫之作，明末冯梦龙编著的《白娘子永雷峰塔》标志着“白蛇传”的基本定型(李斌，2010)。清代的梨
园抄本、方成培的《雷峰塔传奇》、民国梦花馆主的《前后白蛇传》、建国后田汉集体创作的《白蛇传》、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女作家李碧华的《青蛇》和旅美女作家严歌苓的《白蛇传》等反应出不同时期
中国人对蛇意象的进化。白蛇这一经典形象存在于中华民族潜意识中，演绎出不同版本的故事情节。话
剧、川剧、越剧、评剧、秦腔、京剧、台湾云门舞剧，通过不同表现方式，演绎白蛇的故事。在同一时
期还有很多不同版本的白蛇故事，本文只对上述几篇进行文本分析。它们代表了不同时期，庶民阶层对
白蛇意象的转变。

2.1. 古代白蛇意象
2.1.1. 宋《西湖三塔记》
宋孝宗淳熙年间，奚宣赞年方二十余岁，一生不好酒色，只喜闲耍。当日是清明，游玩后巧遇白蛇
变身的美妇人，主动将身嫁与宣赞。美妇人喜新厌旧吃前任性伴侣的心肝，奚宣性命不保。最终白蛇被
真人降服，镇于西湖中。宣赞在俗出家。
在《西湖三塔记》中，白蛇意象是美妇人，只有性与饮食的动物需求。男性对女性的定位只停留在
审美的动物属性层面上。但她能自由选择性伴侣，不受现实层面礼教约束。当女性幻化成蛇才具有这样
的特权(潜意识)，在现实层面(意识层面)女人是不可以这样做。在男性的潜意识中，他们渴望美貌的妇人，
摒弃对婚姻的追求，直接向男性提出性需求。但白蛇喜新厌旧，吃前任男伴的心肝，让男性又爱又怕。
《西湖三塔记》充分的展现了男性潜意识中的对女性的定位和恐惧。
自宋代科举制度的改革，只有文试，没有武试。这些儒生从心理层面认为骑射是低等人从事的活动，
一心只读圣贤书，导致体能的削弱。为了彰显自己的男性特质，只能削弱女性的力量。从宋代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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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童缠足，折射出男性统治阶级对女性的残害(在《西湖三塔记》中颠倒成白蛇对男性残暴)，从而彰显
自己的男性气概。女性的身体是畸形的，在婚姻市场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不能有任何性需求，更不能
主动追求性对象。女蛇主动找男人，而非现实生活中男找女的形态。女性幻化成白蛇，就变成美色，淫
荡和残暴的代表，白蛇意象反应了男性潜意识里对女性的贬低。
宋代道法盛行，结尾也是宣扬真人战胜白蛇，用石塔将其压于西湖。
2.1.2. 明《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宋高宗南渡，绍兴年间，杭州临安府许宣生药店主管，自幼父母双亡，年方二十二岁。清明节近，
许宣祭祖回来，巧遇白蛇变成白娘子，与其结婚。许宣发现其是蛇妖后，请求法海和尚帮助。许宣亲手
协助法海收服白蛇。法海将白蛇镇于雷锋塔下。
这里的白蛇已不单是主动投入男性怀抱的美貌的妇人，她并不喜新厌旧，吃男人的心肝。她只想与
许宣做天长地久的夫妻。白娘子答道：“禅师，我是一条大蟒蛇，因为风雨大作，来到西湖上安身，同
青青一处。不想遇着许宣，春心荡漾，按纳不住，一时冒犯天条，却不曾杀生害命，望禅师慈悲则个！”
(冯梦龙，1956)。这里的白蛇已经进化为白娘子，多了些人性，少了些妖气，她追求人世间的情爱。但同
时她身上仍然有戾气：白娘子圆睁怪眼，道：“小乙官，我也只是为好，谁想到成怨本！我与你平生夫
妇，共枕同衾，许多恩爱。如今却信别人闲言语，教我夫妻不睦。我如今实对你说，若听我言语，喜喜
欢欢，万事皆休。若生外心，教你满城皆为血水，人人手攀洪浪，脚踏浑波，皆死于非命。”(冯梦龙，
1956)。白蛇化身为白娘子，不受人神界限的束缚，蔑视礼教顺从自己的情欲，大胆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爱
情。白娘子：“正是你有心，我有意。烦小乙官人寻一个媒证，与你共成百年姻眷，不枉天生一对，却
不是好？”(冯梦龙，1956)。许仙对白娘子的美貌的爱，对白娘子原型白蛇的惧，在爱情上的动摇、犹豫、
懦弱。男性内心渴望出现一位对性充满的了兴趣，而又不受道德礼法约束的女性，来满足男人的性欲。
体现这里的白蛇既不单是以德事人的美丽的女奴隶，也不单是以色害人的女妖怪, 她两者都是。她既要
做贤德妻子，却又是许宣无法驾驭的异己力量(陆炜，1994)。
弗洛伊德将人格分为本我(id)、自我(ego)及超我(superego)三个领域。本我属于潜意识，它是“性”(libido)
的贮存所，遵循快乐原则(the pleasure principle)来满足本能的需要。自我一部分属于意识范围，另一部分
属于潜意识范围，遵循现实原则(the reality principle)来约束本我的本能冲动。弗洛伊德说：“自我企图用
外部世界的影响对本我和它的趋向施加压力，努力用现实原则代替在本我中自由地占支配地位的快乐原
则。知觉在自我中所起的作用，在本我中由本能来承担。自我代表可以称作理性和常识的东西，它们与
含有感情的本我形成对比。”(弗洛伊德，2005)。在自我中存在着一个等级，在自我内部存在着不通过的
东西，可以把它称作“自我典范”或者“超我”(弗洛伊德，2005)。超我一部分属于意识，而大部分却属
于潜意识范围，它像一位检查官，遵循道德原则(the morality principle)来维护良知与自尊，它可直接透过
自我，抑制或禁止本我的冲动。
白蛇，许宣，法海是一个人的不同层面，三位一体展现蛇性、人性，神性。白蛇代表本我，原始性
欲，自由的兽性；许仙代表自我，世俗的人性。法海代表超我，超越情欲神性。白蛇执着与爱情——本
我，法海执着与教条——超我，许仙在两人中间徘徊犹豫——自我。在《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代表超
我的法海战胜了代表本我的白蛇，代表自我的许仙阉割了自己的情欲，服从超我。许仙最终以法海自居，
协助其镇压白蛇，皈依佛教，宣扬色即是空即是色，空空色色要分明的佛法。自居作用就是一个人试图
按照另一个作为模特儿的人的样子来塑造他自己的自我(弗洛伊德，2005)。最终超我战胜了本我。
许宣受潜意识性欲的驱使，想要与白蛇在一起，而意识层面又协助法海消灭这种欲望，把这种性欲
望用象征男根的雷锋塔压抑住。1924 年 9 月 25 日，现实中的雷峰塔倒塌，秘藏千年的经卷得以面世。
雷锋塔是佛家的象征，宝塔又是男根的象征，用经文超我约束男性的性欲本我。这次道士对白蛇是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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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力的，反应了明朝时期道法的衰退，佛法的兴盛。
2.1.3. 清《雷锋塔传奇》
方成培给白蛇起了个名字——“白云仙姑”。《雷峰塔传奇》流布广泛深远，成为后世许多地方戏
曲《雷峰塔》(《白蛇传》)的蓝本(李斌，2010)。
在峨嵋山修炼的白蛇，因羡慕人间繁华，来到杭州西湖，与在西湖修炼的蛇妖小青约为主婢，舟遇
许宣，结为夫妇。金山寺的法海和尚认出她是蛇妖，一再破坏她与许仙的婚姻。端午节，白娘子喝了雄
黄酒，露出原形，许宣惊吓而死。白娘子冒死求得还魂草，把他救活。法海仍不肯干休，引诱许宣至金
山寺，把他禁闭寺中，这就导致了白娘子水漫金山。法海打败产子的白娘子，把她镇压在雷峰塔下。状
元郎许士麟雷峰塔前祭母。
方成培的《白蛇传》增加了求草、水斗、断桥等情节表现白蛇的对爱情的坚定、执着，奋不顾身的
精神。白蛇这次不只是进化为人，而是更提升到仙姑的层面。白娘子展现了蛇的智慧：她创造与许宣相
遇的机会，包容许宣的懦弱和动摇。蛇是性欲象征：白娘子对许宣的纠缠，主动追求婚姻，满足性欲。
蛇是医药的象征：白娘子帮助许宣开药方治病救人。她还盗来仙草，使许宣起死回生。蛇水陆两栖的威
力：在水漫金山，白娘子调动虾兵蟹将攻打法海的金山寺。蛇的繁殖：白娘子在被镇压之前为许宣生下
子嗣。白娘子成为是民间老百姓们喜爱的形象，她身上体现蛇性、人性、和神性。蛇性：对性的大胆追
求，水漫金山的兽性。人性：对小青的姐妹情，对许仙的夫妻情。神性：超越生死的爱情。
法海代表男性的父亲形象保护许仙免受女性的引诱，也代表着男性心目中的超我，约束许宣(男性)
自身的欲望。法海是否在内心不能戒除女色，故才对人蛇恋耿耿于怀，找个借口拆散这对恩爱的夫妻呢？
法海一定要教化许仙休爱色，并合理化要不许仙就被白蛇吞下。事实上，白蛇没有一点想伤害许仙的意
图，她曾为了救许仙的命奋不顾身的盗取仙草。鲁迅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指出：白蛇自迷许仙，
许仙自娶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他(法海)偏要放下经卷，横来招是搬非，大约是怀着嫉妒罢，——
那简直是一定的(鲁迅，1924)。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对压抑的男性的描述是一致的。就像雨果的经典著
作《巴黎圣母院》中“美女”爱斯梅拉达的存在引发了“妖僧”副主教甘果瓦的性欲，因此这位“妖僧”
在意识层面要不断迫害“美女”，其实在潜意识层面，是对“性”充满了渴望。爱斯梅拉达被诬陷刺杀
情人，被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判处绞刑。白娘子从未伤害过许仙，也被法海诬陷，镇压在雷锋塔下。
清朝时期，外族统治汉人。方本的《白蛇传》把令人避而远之的女蛇妖(异族)描述成一位至情至圣、
可歌可颂的美好白蛇，结尾处祭塔和佛圆把悲剧改写成大团圆的喜剧。反映当时汉族集体潜意识：把令
人厌恶、抗拒的满清(异族)美化成理想的统治者，实现满汉(人兽)和谐相处圆满局面，而非宋、明时期人
兽不可同居的对抗情形。

2.2. 近现代白蛇意象
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自我意识的觉醒，白蛇的故事不断被改写。
2.2.1. 民国时期《前白蛇传》
梦花馆主给白蛇起名白素贞更人性化。开篇《仙踪》讲述了白蛇与法海的宿怨、与许仙的善缘，交
代了白蛇下凡的报恩缘由，不再是单纯的受性欲驱使。
弗洛伊德经过研究移情现象发现，除了唯乐原则，还有一条更基本、更符合人的本能的原则，它的
作用超过了唯乐原则。这就是强迫重复原则。它要求重复以前的状态，要求回复到过去。这也正是本能
决定的(弗洛伊德，2005)。白蛇与许仙前世的善缘，今生来报恩；白蛇与法海前世是恶缘，今生被其压在
雷锋塔下。如果说白蛇与许仙相遇被唯乐原则驱使，那么与法海不愉快的重逢，是一种强迫重复现象。
这些正常人给人的印象是仿佛被某种厄运追随着，或者被某种“魔”力控制着。精神分析理论始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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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的绝大部分命运是由他们自己安排的，并且是由早年幼儿期的影响决定的(弗洛伊德，2005)。人心
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强迫重复，它的作用超过了唯乐原则。白蛇、许仙和法海的前世代表着人类的早期幼
儿期的经历，今生即他们的成人期。
《婢争》反应了白蛇与青蛇三七夫妻之争。青蛇修炼程度不如白蛇，被白蛇收为侍女，地位比白蛇
更低。在男权封建社会里，青蛇享受性爱的权利都没有。她是无声的，只有服务于女主人和男性。但《前
白蛇传》中小青不仅是白素贞忠诚的跟班，她也有了自己的情欲：“却说小青与娘娘斗口后，出走在外，
要想照着娘娘的样儿，寻访一个美男子，结为夫妇，欢乐几年，还要比娘娘高胜一筹，也算争了一口气。”
(梦花馆主，2004)。这表面上是白蛇青蛇之争，实质女性与女性之间的竞争，反应了底层女性意识的觉醒。
中国的女性经历了几个朝代缠足，来满足男性变态的性审美后，终于到了民国初年，逐步被废除。
执行缠足任务时，通常是女性迫害女童，女性何苦难为女性啊！当女性逐步觉醒后，底层女性也要求性
独立，但还是受当时男子可以纳妾的婚姻制度的限制，演绎出《婢争》。
2.2.2. 建国后
十九世纪 50 年代田汉等人集体创作、改写的《白蛇传》。集体改写是这个阶段白蛇传改写的重要特
点，虽然不少作品署名个人，然而不具有个性色彩，作品包含着强烈的“集体意识”，没有真正的个人
独创性，总体成就不高，主题非常单调，是清一色的“反封建”——个别作品涉及到“反帝”，情节严
重雷同，人物形象缺少变化(李斌，2010)。
新中国刚成立，反帝反封建成为人们政治生活的主旋律，白蛇意象也被赋予了政治色彩。白蛇成为
反压迫的斗士，法海代表着封建势力。许仙对爱情坚定，不再是法海的帮凶，从一个懦弱的小市民，经
过反省，坚定地站到白娘子一边，成为反封建的斗士。
2.2.3. 文革后
1986 年香港作家李碧华的长篇小说《青蛇》是以青蛇的视角来讲述白蛇传。
“素贞与我，情同姐妹。”
(李碧华，2001)。增加了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是的，五百岁的蛇，地位比一千岁的蛇低，但是一千岁
的蛇，地位又比才一岁的人低。不管我们骄傲到什么程度，事实如此不容抹煞。人总是看不起蛇的。我
们都在自欺”(李碧华，2001)。这是青蛇、白蛇和许仙的地位序列，男尊女卑。白蛇对青蛇说：“一个女
人装扮给另一个女人欣赏，有什么意思呢？一个女人赢得另一个女人的赞美，又有什么乐趣呢？”(李碧
华，2001)。女性的定位仍然是取悦于高于她们的男性。当白素贞成为“保和堂”妙手回春的女强人时，
许仙不满，希望其回归家庭。素珍就得把贤惠女强人的外衣脱去，降低身份，让许仙饰演小丈夫。白蛇
从传统社会性别角色突围，成为经济独立的职业女性。但社会性别对女性的定义，既要承担生产性劳动
又要承担家庭劳动和生育劳动。女性在两性社会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白素贞还计划亲自奶孩子，到他
长大，教他读书写字……。许仙不仅需要一个美艳、事业有成的妻子(白蛇)，还需要一个能够操持家务、
生儿育女的老妈子(白蛇)，额外再加一个小妾(青蛇)就更完美了。这是男权社会中理想的女性意象。
青蛇不同于白蛇：“每个女人，也希望她生命中有两个男人：许仙和法海。是的，法海是用尽千方
百计博她偶一欢心的金漆神像，生世伫候她稍假词色，仰之弥高；许仙是依依挽手，细细画眉的美少年，
给你讲最好听的话语来烫贴心灵。——但只因到手了，他没一句话说得准，没有一个动作硬朗。万一法
海肯臣服呢，又嫌他刚强怠慢，不解温柔，枉费心机。”(李碧华，2001)。青蛇的内心独白充分的彰显了
女性的欲望，要求与男性在情感世界上平等(不只是男性心目中有白蛇与青蛇)。青蛇与白蛇情谊的女性书
写，对许仙和法海等异性情感的冷静审视，思考自身的需求。青蛇成为独立自主、掌握自己命运的新女
性。女性(白蛇)与女性(青蛇)的亲密关系，最终女性拯救女性，或者女性通过自我觉醒，自我拯救。
虽然雷峰塔是在 1924 年自行倒塌，《青蛇》描写成文革期间红卫兵破坏雷峰塔，也是对文革期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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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反思。
1998 年旅美作家严歌苓的小说《白蛇》发表，借白蛇传反应现代人的生活。写文革时期徐群珊和白
蛇舞蹈演员孙丽坤之间的同性情爱，反应女性同性恋问题。一个女孩珊珊倾倒一个美丽的女舞蹈家孙丽
坤。在文革这个特殊的时期，长大成年的女孩穿上军装假扮成男特派员徐群山，审查前舞蹈家。前舞蹈
家是真正爱珊珊的。她把她当徐群山那个虚幻来爱，她亦把她当珊珊这个实体来爱(严歌苓，2008)。在西
方社会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具有或选择与众不同的性取向的各类人群喜欢自称“酷儿”，取其与众
不同之意(李银河，2003)。文革结束后，徐群珊结婚嫁人。珊珊在他(丈夫)身上可以收敛起她天性中所有
的别出心裁。珊珊天性中的对于美的深沉爱好和执着追求，天性中的钟情都可以被这种教科书一样正确
的男人纠正。珊珊明白她自己有被矫正的致命需要(严歌苓，2008)。
孙丽坤在内心中呼唤徐群山，一个女性在最无助的时候，是另外一个女性给予她希望和爱情。按照
酷儿理论的理想，在一个男人不压迫女人的社会中，性的表达可以跟着感觉走，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分类
将最终归于消亡；男性与女性的分类也将变得模糊不清，这样，性别和性倾向的问题就都得到了圆满的
解决(李银河，2003)。随着女性意识不断觉醒，女性与男性在婚恋和性方面逐步平等，演绎出姐妹情谊，
女同版本的白蛇传。

3. 人兽恋
表面上《白蛇传》是人与超自然的动物的恋爱，实际上是男女性别之间的对抗。白蛇是女性意象，
女性作为被审美的对象，满足男性的性需求，所以蛇妖都是充满性欲的美女。男性生理得到满足后，内
心对女性心存恐惧，把女性描述迫害男性的美女蛇，得出人妖不可同居的结论，实质是男性与女性社会
地位不平等。男性把女性妖魔化后，即可合理的要求这种不平等，反应了社会对女性特质的贬低，男性
对女性的趋避心理冲突。
《白蛇传》中表现出的主题：人间情爱与社会秩序的冲突，是全人类共有的心理矛盾。例如安徒生
笔下的小美人鱼。白蛇与人鱼的共同点：白蛇自迷许仙，美人鱼公主自迷王子。二者都奋不顾身的爱着
人类。白蛇修炼希望位列成仙，美人鱼公主希望能够拥有一个永恒的灵魂。人兽恋本质反映了男性与女
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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