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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龍人師門》

神話部分:
龍，可算是中華民族，文化的一個象徵。然而龍到底是什麼，至今雖有無數
學者研究過，但始終仍未有一確切、為所有人接受的定論。而且各家的說法亦有其
理據。本文將先介紹幾個關於龍的原型的說法。
龍的原型
關於龍的原型，有兩大類的說法：第一種說法是指龍乃起源於某種／某類動
物；第二種是指龍乃起源於某種自然現象，如風、雷等等1。然有關龍的原型實在
有太多不同的說法，故本文只就幾種較流行的說法作出論述。
蟒蛇原型
「蟒蛇原型」論是流行得最早的其中一個說法。此理論乃指龍的原型其實是
蟒蛇。據許慎《說文解字》所載，「龍乃為鱗蟲之長」，已直接說明龍只是屬於蛇
的一種。
另外，聞一多於《伏羲考》中提出「龍圖騰……它的主幹部分和基本形態卻
是蛇……後來有一個以這種大蛇為圖騰的團族，兼併了……形形式式的圖騰團族，
大蛇這才接受了獸類的四腳，馬的頭，鬣的尾，鹿的角，狗的爪，魚的鱗和
須，……成為我們現在所知的龍了」和「龍在最初本是一種大蛇的名字。總之，蛇
與龍二名從來就糾纏不清……」，這兩點均指龍乃原於蟒蛇。2
最後在《中國圖騰文化》一書中，何星亮更舉出六條證明蛇為龍的原型的證
3

據：
時間越早的龍，形象越接近蛇
古代史籍中關於龍的描寫，最接近蛇的描寫
古人描述的龍的特性，最接近蛇
在古人描述中，龍蛇為同類
在古代蛇的圖騰流行甚廣
古人常把龍蛇並稱
鰐魚原型
除了「蟒蛇原型」論，「鰐魚原型」論亦是流行得較廣的說法。王大有於
《龍起源諸說簡介》中指出「我認為古人所共識的龍是海鰐，灣鰐(海、灣於古不
1

龐進：《八千年中國龍文化》，(北京：人民日報， 1993)，頁 10。
同上註， 頁 129。
3
王東：《中國龍的新發現：中華神龍論》，(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 1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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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揚子鰐，灣鰐蜥類，(可能還有恐龍孑存的一支，未必如今人們說已徹底絕
滅。)它們是真正意義上的龍，史稱大龍或蒼龍，為龍家族的幹系……」4。在另一
本著作《龍鳳文化源流》，他更以出土文物乃鰐的習性去支持鰐魚為龍的原型的論
點。他指出「商及商以前黃河、長江、淮河、漢水流域和濱海地區，有大量的灣
鰐、揚子鰐，已為出土文物、鰐骸、鰐骨板等証實」5和「灣鰐、揚子鰐生活在大
澤深潭、江河湖海中，在下雨前嗚叫，正是傳說中龍的習性，確切地說，灣鰐，揚
子鰐的習性即龍的習性」。6
大蜥蝪原型
第三種較具影響力的說法是「大蜥蝪原型」論。支持者之一的劉成淮在《略
談龍的始作者和模特兒》中指出：「龍的一些主要特徵，除與蛇近似外，同時與蜥
蜴類近似，甚至可以說更為近似。龍的長驅體、有鱗甲，卵生、冬眠、生於近水、
隱伏於穴等等，固然近似於蛇類，但也近似於蜥蜴類。並且，蜥蜴類有四肢，皆具
鈎爪，龍亦然，蛇類沒有。比起蛇類與龍來，蜥蜴類與龍尤其相像」。他認為龍的
形象的確概括了蛇，但更概括了蜥蝪。另外，他更提出甲骨文中的龍字作為證據，
「甲骨文的繁體字龍字， 有的軀干極似蜥蜴類」，指龍字的中央部分(即軀幹)極
象蜥蝪。7
而何新亦於《龍：神話與真相》中指古人把「龍」當作鰐類、蟒螈類以及蜥
蜴類動物的類名而已8。
六大區系，九種原龍
以上的原型論，都是把龍的原型結為某一種動作。但隨著 20 世紀中後期的
考古發現，證明這段時期(龍應是起源於炎黃時代中華文明起源期)的中國存在著六
大經濟文化區系，並先後萌生九種原龍。建立了「六大區系，九種原龍」之說。它
們分別為：9
東北紅山文化：
西北仰韶、泉窟文化：
中原仰韶、山文化：
山東大汶口、山文化：
東南河姆渡、良渚文化：
中南大溪、屈家嶺文化：

馬型和豬型原龍
魚型和鯢型原龍
鰐型和蛇型原龍
鷹型和虎型原龍
鷹型和虎型原龍
豬型和鹿型原龍

4

龐進：《八千年中國龍文化》，頁 129。
同上註，頁 129。
6
同上註， 頁 127。
7
同上註， 頁 135。
8
王東：《中國龍的新發現：中華神龍論》，頁 13。
9
王東：《中國龍的新發現: 中華神龍論》，頁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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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龍的原型探討，就以以上的四個說法較具影響力。
下圖為刻於各種文物上的原龍。10
龍的外形
由夏到清代，龍的外型發生了很大變化，由簡單到復雜，樸素到華麗，不足
到充實。然而，同一時期內的龍，亦會因地區和作者的不同而存在差異。故實非當
時的每條龍的形象都如下表所述，當中或有不同者。
下表是據《八千年中國龍文化》一書整理出來關於各個時期龍外形的流變。
11

夏

頭
腹

商

春秋戰國

頸
腹
四肢尾部
頭

漢

腹
四肢尾部
腹

南北朝
隋唐

五代
10
11

四肢尾部

近於方形，附加物少
腹與頸部，尾部銜接很協調，由頸至腹逐漸變粗，由腹
至尾逐漸變細
背鰭不明顯
已有角，呈柱形
已有背鰭，鱗(形狀有蛇皮形，菱形和長方形)
已有四肢，爪數依稀可見(三爪)
形狀變扁，髮向尾部擴散
晚期時龍角伸長
腹部凸起
四肢明顯伸長，爪數也清晰可數
背鰭排列疏鬆
始有腹甲
鱗始似魚鱗，但排列疏落
始有雙翼，且當時的龍亦多為雙翼龍
四肢出現肘毛
形狀變扁，且與同期的鳳、麒麟的頭部有許多相似之處
肘毛趨於明顯，更為美麗
角始有明顯分叉
背鱗排列趨向細密
腹甲整齊細密
鱗已趨向密
以雙翼龍為多
尾部變得很細，近似虎尾

四肢尾部

尾鰭最晚出現於此時

四肢尾部
頭
四肢尾部
頭
腹

王東：《中國龍的新發現: 中華神龍論》，頁 1-5。
龐進：《八千年中國龍文化》，頁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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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

宋

頭

附加物逐部完善
髮稍向上鬈
自此後，龍角分叉較多，較長，似鹿角
恢復戰國以前的形狀，只是龍體更加修長，彎曲，趨於
完善
始出現四爪
尾部恢復原狀
龍嘴變得扁且長

腹

背鰭更為整齊，美觀，趨於定型

四肢尾部

始出現五爪

頭

髮稍向後伸展

腹
四肢尾部
明

清

下圖為龍由夏到明清時代的流變: 12
龍的神性
龍有很多不同的神性，如避邪、祥瑞和皇權的象徵等。但以神話或文學作品
為據的話，最基本與典型的則是上天入水，變化不居，而其神職則是興雲布雨，司
水理水。13
於《山海經》中，龍已能呼風喚雨。在《山海經．大荒北經》中記了呼風喚
雨的燭龍，「……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暝乃晦，其視乃明，不食不寢不
息，風雨是謁……」。而《山海經．大荒東經》中亦有「早而為應龍之狀，乃得大
雨」的記載，按敦璞所注，這裏的應龍為土龍。但無論如何，於《山海經》中，已
出現了龍能喚雨，致雨的記載。14
《淮南子》中亦有相關的記載。《淮南子．地形訓》中「土龍致雨」
，高誘注曰：湯遭旱，作土龍以泉龍。雲徒龍，故致雨也。而《淮南子．地形訓》
亦記「黃龍入藏生黃泉、青龍入藏生青泉、赤龍入藏生赤泉、白龍入藏生白泉、玄
龍入藏生玄泉」。15
至《抱扑子．登涉》，「山中辰日有自稱雨師著，龍也」，是直接稱為雨師
的最早記載16。
而《列仙傳》中「赤松子著，神農時雨師也」，雖指雨師為赤松子，但實際
12
13

王東：《中國龍的新發現：中華神龍論》，頁 6-8
吉成名：《中國崇龍習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頁 50。

14

袁柯：《中國神話傳說》，(北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4)， 頁 69。
同上註， 頁 50。
16
同上註，頁 23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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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赤松子是極具龍性的。他指甲長如利爪，遍身黃毛覆蓋。他的師父常化為赤色神
首飛龍，而自己亦化作赤虬(赤色有角小龍)。龍與施雨、司水仍有著有著極密切的
關係。17
及至《逸史》和《事物異名錄》，龍始終和雨師脫不了關係。據《逸史》所
記，李靖發跡前，常到山裡，晚上借宿於民家。但偶然下借宿到「龍宮」去。一名
老婦(應為一條老龍)因找不到她的兩個「龍子」，請李靖幫忙行雨。這樣的話，雨
師始終是龍。
而《事物異名錄》中當記「雨師名馮修，號曰樹德，又名陳華夫」。而在
《集說詮真》中，提到雨師(馮修)陳天君的形象是「烏髯壯漢，左手執盂，內盛一
龍，右手著酒水狀」。水是從盂上酒出來，而盂中則盛著一條龍，這也道出龍和雨
師的密切關係。18
最後，於《說文解字．王部》中，在解釋「瓏」字指「禱旱王也，為龍
文。」19。這顯示出古人認為龍具有掌管雨水的神力，並把龍當做水神來崇拜。
雨師由形象混亂到歸一。隨時代變化，龍的崇拜越來越普及，而諸位雨師的
形像逐漸模糊，龍的雨師形象卻日漸強化和凸出。尤其是「龍王」的概念隨神佛教
放的傳播而普及，幾乎取代了其他雨師。20

夏朝君主(孔甲前)和龍的密切關係
在孔甲養龍這則神話中，何以孔甲不養別的動物，而偏偏選了龍？這其實是
因夏朝與龍有相當密切的關係。除了夏是以龍作其圖騰外，很多關於夏朝君主之的
神話，當中亦有龍的記載。
《拾遺記》中「南濤之國獻毛龍，一雌一雄，放置為龍之宮至夏代，養龍不
絕，因以命族」，記載了舜養龍的故事。21
及至禹，亦有四則關於禹和龍的神話。它們分別為《山海經．海內經》郭璞
注引《關筮》中「鯀死三歲不腐，剖之以吳門，化為黃龍」22；《山海經．海內
經》中「鯀復生禹」23；《拾遺記》中「禹盡力溝洫，導川夷岳，黃龍曳尾於前，
玄龜負青泥於後」24和《巫山縣志》中「斬龍台，治西南八十里，錯開峽，一石特
17

同上註，頁 236。
同上註，頁 236-237。
19
吉成名：《中國龍的習俗》， 頁 51。
20
龐進：《八千年中國龍文化》， 頁 88、237。
21
袁柯：《中國神話傳說》頁 410、414。
22
同上註，頁 330。
23
同上註，頁 330。
24
同上註，頁 34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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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相傳禹王導水至此，一龍錯行水道，遂斬之，峽名錯開，台名斬龍」。25
到啟，他亦有四則與龍有關的神話。《山海經．海內經》中「有人珥兩青
蛇，乘兩龍，名曰夏后開（啟）」和《海外西經》「夏后啟乘兩龍，雲蓋三層，左
手操翳（羽傘），右手操環（玉環），佩玉璜」26。這兩則神話顯示了啟的外表與
龍相關。而另外兩則：《山海經．大荒西經》中「開（啟）上三嬪于天。」和《海
外西經》郭璞注引《歸藏．鄭月經》中「夏后啟御飛龍登於天，吉！」27，是關於
他乘飛龍上天遊玩。
透過以上的論述就是見夏朝君主與龍實有著密切的關係。

文學部分:
《養龍人師門》是也斯的一本短篇小說集，出版於一九七九年十一月，一共
收錄了十六篇短篇小說。這十六篇小說可分為兩大類︰一是運用純寫實主義的《第
一天》、《象》、《船上》等，二是運用魔幻寫實手法的《養龍人師門》、《玉
杯》、《修理匠》等。寫實與想像便是兩類小說的分野。
何謂魔幻寫實？
魔幻寫實，亦可稱為魔幻寫實主義，本為繪畫的流派，以工細的筆法結合奇
異激烈的幻想，是一個感情濃烈的寫實畫派。
直到一九二五年，德國畫評家弗朗茨‧羅的《魔幻現實主義‧後期表現派‧
當前繪畫的問題》一書出版後，把這種繪畫主義傳到歐美。
魔幻寫實這種繪畫技巧並未為歐美畫壇帶來巨大衝擊。反而在拉丁美洲的文
壇引來重大的影響，成為作家呈現、諷刺現實的手法，通過「魔幻之眼來透視現
實」。28
也斯採用魔幻寫實手法的原因︰
也斯之所以以魔幻寫實手法創作《養龍人師門》，經我們的分析，可歸納出
三個因素︰首先，也斯早於七零年代以前，已對拉丁美洲的文學產生濃厚的興趣。
他喜歡拉丁美洲文學是因為那兒的幻想文學可以用來探索現實，是暴露社會和政治
的工具，是一種象徵文學。像史活夫特的大人國與小人國是幻想世界，但他們也是
從變形而來的，同樣諷刺了現實。這種文學披上一層不真實的外衣，我們仍然可以

25

同上註，頁 344。
同上註，頁 399、406。
27
同上註，頁 399、406。
28
見於《素葉文學．「魔幻寫實」說》，第 14、15 期(1982)，頁 19。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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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當代生活的種種特徵和問題。29也斯認為魔幻寫實手法能帶出不同的諷刺意
思，通過幻想來解釋現實，於是便汲取別人的手法運用於自己的創作之上。
其次，也斯認為中國五四初期的文學與拉丁美洲的文學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他希望能在中國文學中加入拉丁美洲文學的元素，為中國文學開創新的出路，故嘗
試將魔幻寫實融入自己的創作之中。
另外，中國古代的神話故事亦是也斯以魔幻寫實手法的啟發之一30。中國古
代神話的想像力非常豐富，大部份的神話也不光是為想像而想像。袁柯在分析中國
古代神話時就表示過神話並非空想出來的，其起源與勞動力和社會的發展有密切的
關係，想像背後其實都是現實。在此可見，古人與今人在以想像寫現實時的方法和
所抱的態度均有相似之處的。
總括而言，拉丁美洲的魔幻寫實作品和中國古代神話都是《養龍人師門》的
寫作泉源，前者是外來的啟發，後者則是傳統的繼承與發展。
《養龍人師門》所集合的神話︰
《養龍人師門》是集合了不同的神話而寫成的。在故事中，補鞋、孔甲和師
門均各有出處，也斯將不同的神話結合起來並加入自己的創作，寫成這篇作品。
首先，文章一開始便描述師門由鞋堆中冒出來說︰「我不補鞋了！」要知道
師門為什麼要補鞋，我們便要追溯至《列仙傳校箋》嘯父一文︰「嘯父者，冀州人
也。少在西周市上補履，數十年人不知也。」31表明了嘯父是一補鞋的人。而在
《列仙傳校箋》中︰「師門者，嘯父弟子也。」說明了嘯父和師門是師徒關係，這
亦解釋了師門要補鞋的原因就是因為其師父的指令。
其次是師門，他是出自《列仙傳校箋》中師門一篇︰「師門者，嘯父弟子
也，食桃李花，亦能使火，為夏孔甲龍師，孔甲不能順其意，殺而埋之外野。一
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本皆焚。孔甲祠而禱之，還道而死。」32他是嘯父的弟
子，任夏朝孔甲的養龍師，因孔甲不認同其養龍的方式，便把他殺掉，埋於郊野。
回程時忽然狂風暴雨，信鬼神的孔甲便回去師門的墳前一拜，但最後都在回程的路
上死了。也斯就是引用了這裏的師門作為《養龍人師門》的主角。
而最多中國古代神話涉及的便是孔甲，他是啟的九世孫，是夏王朝將結束時
的一個暴君，喜歡吃渴玩樂、荒淫無道、信鬼神，「好方鬼神事，淫亂」。關於孔
29

集思編：《梁秉鈞卷》 (香港︰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頁 374 。原載於《今日世界文
學》(World literature today) 一九七八年冬季號，中文譯本刊於《外國文藝思潮》第一集 (陝西人民
出版社，1982)，頁 231。
30
同上註，頁 376。
31
王叔岷：《列仙傳校箋》(台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5)，頁 29。
32
見於《列仙傳校箋》(台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5)，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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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有一些神話傳說，最著名的是作《破斧之歌》和畜龍。作《破斧之歌》的傳
說，牽連著《山海經‧中次三經》中一段有關吉神泰逢的神話︰「吉神泰逢司之，
其狀如人而虎尾，是好居於萯山之陽，出入有光。泰逢神動天地氣也。」33郭璞
注︰「言其有靈爽能興雲雨也。夏后孔甲田於萯山之下，天大風晦冥，孔甲迷惑，
入於民室。」34吉神本來就是賜福予人們的，但有時亦會因為特殊情況而予人災
禍，郭璞注一段便表明了孔甲在萯山打獵時所遇到的大風，就因坷神泰逢所賜的，
是對其淫遊的一個警告。除此神話外，關於孔甲畜龍，分別有劉累和師門兩段傳
說。劉累的傳說見於《左傳》︰「孔甲擾於有帝，帝賜之乘龍，河漢各二，各有雌
雄。」35由於劉累順於帝，信鬼神，所以上帝就賜龍一雌一雄予他。孔甲得龍而不
能馴養，「天降龍二，有雌雄，孔甲不能食。」36(食即飼養) 便將龍交給劉累，可
惜劉累不久便養死了雄龍，更暗中將龍做成菜式呈上予孔甲，最後畏罪潛逃。與劉
累的傳說比較起來，師門的則比較後起，傳說一個有骨氣的古仙人，用他死後的精
魂來對抗暴君。師門為孔甲馴龍，「孔甲不能順其意」，即代表孔甲與師門各自有
一套馴龍的方法，然而卻互不認同，因此師門才被「殺而埋之外野」。之後四周山
木皆焚，解釋了古仙人雖身遭殺害，但也用了自焚的方法由凡登仙。這便是關於師
門的神話，在此我們可以知道，《養龍人師門》是由多個不同的神話如《列仙
傳》、《山海經》、《左傳》等結合，加上也斯自己的創作，將傳說加以擴大而成
的。
從心理學看《養龍人師門》︰
根據陳炳良教授所說，師門養龍是代表青少年的成長，師門對官僚制度的厭
煩代表了青少年對權威的反叛，也斯要說明馴服於父權之下是不自然和不由自主的
事。龍最後飛走象徵青少年離家獨立，也就是對父權的反叛。孔甲處決師門，而師
門復生後火燒森林導致孔甲死亡，這和因父權問題而產生父子相殘的情況很相似。
在《養龍人師門》第十二的鯨魚表演便說明了被馴服於父權之下是不自然的，鯨魚
象徵青少年，照料鯨魚的阿福則是父權的象徵，為了服從權威，鯨魚便要頭載花冠
和二角帽、頸圍花環、瞼上塗了兩團白粉、又塗紅了鼻，這都是他不由自主地服從
權威的象徵。
另外，師門的姊姊處處給師門難題，在心理學上，是一壞母親( bad mother)
的象徵37。母親的哺育和保護令嬰兒有安全感 (好母親 good mother )，但另一方
面，當母親不能及時令嬰兒溫飽或免他受傷害時，母親的角色便會變得恐怖，是一
個壞母親的形象38。每當師門需要姊姊的時候，姊姊總不會出現的，例如他興致勃
勃地想各姊姊說龍已經會叫他的名字，但又即時想到姊姊的冷淡反應，說「那又如

33

袁珂：《古神話選釋 》( 北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頁 372-373。
見於《古神話選釋 》( 北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9 )，頁 372-373。
35
同上註，頁 373。
36
同上註，頁 370。
37
陳炳良：《形式 心理 反應 中國文學新詮》(香港：商務，1996)，頁 225-226。
38
同上註。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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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他想去馴龍，但姊姊又要他必須補完三百對鞋才可以。姊姊對師門的態度令
師門難堪，在這裡，姊姊活生生是一個壞母親的形象。由於師門感到難堪，所以他
用桃花塞在口中咀嚼，師門這種以不滿轉為飢餓而要吞噬一些東西的形象，其實都
是一個心理學的形象39，在故事中亦不斷出現，在第六節中，阿吉拒絕師門的要
求，他一怒之下便將附近的草扯出來塞進口中。第十一節，師門見到長長的通告，
什麼嚴禁外人進入龍屋、必須依時上班下班等等，他都覺得不合理，便一口像吃麵
條般吃掉。第十六節，他不滿阿吉要他的龍載上如小丑般的金鐲、花冠，便把這些
東西吃光。這種種都印證了以不滿轉為飢餓的心理學理論。
另一方面，姊姊除了是壞母親之外，又是個智慧老人和好母親40。在適當時
候，她會指導師門如何解決問題和如何思考，例如第八節中，師門對龍學會叫他的
名字感到飄飄然，姊姊一句︰「學懂叫你的名字就夠了嗎？」用另一種方法鼓勵
他，叫他不要自滿，要更努力。又如第十三節中他對師門說︰「你覺得搓繩的方法
重要，還是搓成的繩子重要？」藉此引導師門思考。由此可見，姊姊分別擔當了壞
母親、好母親和智慧老人的角色，在適當的時候指引師門。

從現實社會看《養龍人師門》︰
《養龍人師門》的著眼點是人與龍之間的關係。師門順著龍的性情養龍，尊
重龍的感情及生命，結果就把一條病懨懨的龍重新養活起來，可是他的同事和孔甲
均對他養龍的方式表示不滿，他們希望師門的龍能夠做出一些如小丑的表演。但師
門不忍自己養活的龍供人如玩具般玩樂、虐待，於是便把龍放走了。為了尊重龍的
生命，師門寧願被孔甲下令砍頭。也斯借孔甲、阿吉等人對龍的無理要求，評擊馬
戲班的動物表演，還諷刺了官僚主義的弊病，把新的精神賦予這個故事，使一個中
國古代神話變成了探討現代人精神面貌的寓言。
也斯借《養龍人師門》來諷刺辦公室政治。首先諷刺了部門之間的缺乏溝
通、做事呆板欠靈活，師門只是遲一天告知他們所需的東西，但已經要等到下一個
月，無疑做事有規則是正確，但有時也要懂得靈活變通。
此外，亦諷刺了複雜的人事關係，故事中曾提及過阿吉之所以不喜歡師門，
其中一個原因便是認為師門不會尊重別人，甚至覺得他越權。阿吉自信以為他的角
色是師門與皇帝孔甲之間的一個橋樑，師門有什麼要告知孔甲都必先要經過他，現
在師門沒有經過他，自己寫了封申請書給孔甲，阿吉立即面色一沉，好像生怕孔甲
怪他辦事不力，冷冷地對師門說︰「下次有甚麼，先跟我說」。在這裏我們可以感
受到阿吉因為不受尊重而心生怨恨，以致後來對師門的討厭。反映出辦公室的複雜
人事及官僚關係。

39
40

陳炳良：《形式 心理 反應 中國文學新詮》(香港：商務，1996)，頁 226。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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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養龍人師門》當中，同樣帶出了社會上一些私相授受的關係，在第
八節中，阿和向師門說︰「我現在經營肥田料，希望老兄多多關照」，又說「只有
你有心，牠吃什麼有什麼關係……」這些舉動，明顯地表現出社會上有時要都靠人
事、拉關係。一個手握決定權的人，身邊必定有很多人去奉承巴結他，就像師門有
權決定龍的食物，四周的人便去討好他，好讓自己有生意做。這些都是現實社會中
必然見到的事，彷彿懂得巴結奉承比有實力還要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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