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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馗神話及文學分析
劉笑芬、
劉笑芬、鍾文珊

一、 引言
鍾馗神話最早的記錄，載於北宋沈括的《夢溪筆談》中的《補筆談》，當
中講述唐玄宗赴武驪山，回宮後得了瘧疾，一個多月都好不了。有一晚在夢
中，夢見大小二鬼，小鬼偷了他的玉笛以及貴妃的香囊，繞殿逃跑，幸得大鬼
捉了他，並挖其目來吃，言談間得知大鬼名叫鍾馗，乃落第之士，誓要為玄宗
捉拿天下的妖邪。玄宗醒後不藥而癒，因此命吳道子繪鍾馗之像，以收鎮攝群
鬼之效。後代的小說創作，運用了鍾馗的特色，重塑鍾馗的形象，在原有的故
事上發展、繼承或改編。以下本文將會探討鍾馗神話的由來，以及分析鍾馗這
個形象在小說中的傳承和轉變。

二、 鍾馗神話分析
1.

鍾馗神話的由來

《夢溪筆談》中的《補筆談》記載關於鍾馗的一則故事之所以稱為神話，
而不是傳說的原因，是因為經考察歷史，唐代初年並無鍾馗其人，如果真有其
人，而且真的是他曾經治好了玄宗皇帝的病，那一段故事或許就應當算是傳說
或傳奇。加上，故事由玄宗夢起是與事實不符，因為鍾馗被當作神來崇拜的事
實早在玄宗登基以前已存在。由此可見，鍾馗信仰是先於神話的，而這則故事
亦可當作解說鍾馗信仰起源的神話。
2.

逐鬼法器「
逐鬼法器「終葵」
終葵」
其實有關鍾馗這個名字的來源，暫時仍未有肯定的答案。較為可信的解釋

是「鍾馗」乃由「終葵」衍生而來；由驅邪法器，演變成人物的名稱。431

這

個學說是由楊慎（1488-1559）發其端，到顧炎武、趙翼（1727-1814）等人再
增補其說。首先終葵的本義在《周禮．冬官考工記》記載：「大圭長三尺，杼

431

胡萬川：《鍾馗問題》，刊於靜宜文理學院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心編，《中國古典小說研究
專集》卷 5，（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頁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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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終葵首，天子服之。」432 而鄭玄注：「王所搢大圭也，或謂之珽。終葵，椎
也，為椎於其杼上，明無所屈也。」433這對終葵有了具體的形容，是長三尺的
玉器，頭部成椎形，而且是王上所持有的；《說文解字》載：「椎，所以擊
也，齊謂之終葵，從木佳聲。」434 而其後段玉裁解釋：「考工記終古、終葵、
椑，皆用齊言，蓋齊人作。」 435 亦即終葵是齊人所用的工具，以齊言發音為
「終葵」。
楊慎《丹鉛摘錄》載：「大圭終葵首。疏：齊人謂椎為終葵。」436 可見他
引用《周禮》解說：「終葵」是個椎子的說法。胡萬川認為可能古人有一種像
椎的法器，齊地方言稱之為「終葵」。437可見楊慎開了理論的先河，但並沒有
直接指出鍾馗和「終葵」的關係。後來，顧炎武《日知錄》中引申了楊慎的說
法，指出「終葵」本為逐邪之物：「蓋古人以椎逐鬼，若大儺之為耳。438」《日
知錄》載：「《考工記》：大圭長二尺，杼上終葵首。《禮記．玉葵》：『終
葵，椎也。』《方言》：齊人謂椎為終葵。馬融《廣成頌》：翬終葵，楊關
斧」。439《日知錄》載：「魏書：堯暄本名鍾馗，字辟邪」。所以，「終馗」
有可能由逐邪法器，漸漸被採用為人名而有鍾馗之名；此外，又載有淮南王佗
子名鍾馗，有楊鍾葵、丘鍾葵、李鍾葵、慕容鍾葵、喬鍾葵等。440由此可見，
古人有用鍾馗或鍾葵為名之習。
北齊
北魏

隋

後主
獻文帝

文帝
孝文帝
煬帝

唐

432

玄宗

有宦者宮鍾馗。
張袞之孫白澤，本字鍾葵，獻文賜名白澤。
慕容鍾葵等宿衛近臣。
于勁字鍾葵。
柱國喬鍾馗出雁門。
枹罕鎮將西郡公楊鍾馗。
處綱之父名鍾葵。
頓邱王李鍾葵。
蜀郡都尉段鍾馗。
准南王子名鍾葵。
武俊使張鍾葵攻趙州。
堯暄字辟邪，本名鍾馗。*

(北史卷九十二,列傳第八十,
(北史卷二十一,列傳第九,張
恩幸傳)
袞傳)
(北史卷八,齊本紀)
(北史卷二十三,列傳第十一,
(北史卷七十一,列傳第五十
于栗磾傳)
九,隋宗室諸王,庶人諒傳)
(北史卷九十六,吐谷渾)
(北史卷七十一,隋宗室諸王)
(北史卷三,魏本紀第三)
(北史卷七十八,列傳第六十
(北史卷十六,列傳第四,道武
六)
七王)
(新唐書卷二百一十一,列傳
(北史卷二十七,列傳第十五)
第一百三十六,藩鎮鎮冀,王
武俊傳)

鄭尊仁：《鍾馗研究》，（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4）。引《周禮》十三經
注疏本，頁 34。
433
同前註。
434
同前註，引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35。
435
同前註。
436
鄭尊仁：《鍾馗研究》，頁 21。
437
胡萬川：《鍾馗問題》，頁 7-14。
438
鄭尊仁：《鍾馗研究》，卷三十二《終葵》，頁 23-24。
439
同前註。
44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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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從上表可見，首先，馗和鍾葵有互用的情形，例如：《北史．庶人諒
傳》，有柱國「喬鍾馗」，同一人在《北史．楊義神傳》中則寫作「喬鍾
葵」；而唐代的王武俊部將張鍾馗，於《資治通鑑》中作「張鍾葵」；可見鍾
馗之名在當時尚未定型。其次，以鍾葵為名者上至王公貴族，如頓邱王，准南
王子；下至宦官、軍官，及一般百姓，如宦者「宮鍾馗」，都尉「段鍾葵」，
王武俊將「張錘馗」，于勁字「鍾葵」。此外，堯暄生存年代比鍾馗信仰發生
早一百多年，是真正把「鍾馗」和「辟邪」聯上明顯關係的首次，而且他是真
正的歷史人物，所欲後來的人很容易地使從他這個人名號上的暗示，而附會出
一個驅厲辟邪的神人鍾馗。最後，晚明的顧炎武以此來推斷當時鍾葵已是辟邪
之物，甚至有父母以辟邪之物為小孩取名。如《北史》卷九十六有人名「楊辟
邪」，卷四十六有「劉桃符」，卷八有「衛菩薩」。由此可知，唐代及六朝時
候，運用「鍾馗」一辭時，常常有「終葵」、「鍾葵」、「鍾馗」等寫法互為
襲用的現象，可見「終葵」與「鍾馗」的密切關係。442
到了趙翼《陔余叢考》再引申顧炎武的說話，並提出：「終葵」本為逐鬼
之物，後世以其有辟邪之用，遂取為人名，共附會為真有鍾馗其人。443「鍾
馗」意義正在轉變，由椎，亦即終葵這樣的法器，被借用成人名，再演變成逐
鬼神祇。
椎（終葵）→人名（鍾馗）→逐鬼神衹
444

由以上資料可得出一小結，以鍾葵為名者集中於北朝，而惟一入唐的王武
俊本身是胡人，歸附唐朝之後，活動地點也一直在北方，其部將應該也是北
人。由此可見，鍾葵信仰在初起之時，只是個地方性的信仰；當鮮卑族進入中
國北方，建立北魏政權後，鍾葵就出現了。使人懷疑這個信仰除了地域性之
外，尚有種族的因素存在；史書中有時作「鍾葵」，有時作「鍾馗」，有時作
「終葵」，敦煌驅儺斗大更有奇怪的寫法。似乎「鍾馗」二字只是個音，所以
才有各種不同的名稱同時存在的情形發生。

三、 鍾馗與儺儀和方相的關係
首先，儺的本義在《說文解字》曰：「行有節也。從人難聲。」445段玉裁
441

同前註，頁 32-33。
鄭尊仁：《鍾馗研究》，頁 33-34。
443
同前註，引趙翼《陔余叢考》，頁 25。
444
劉燕萍：《怪誕與諷刺──明清通俗小說詮釋》，（上海：學林出版社，2003），頁 125。
445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0），頁
164
442

注曰：「〈衛風．竹竿〉曰：『佩玉之儺』，傳曰：『儺，行有節度。』按，此
字之本義也。其驅疫字本作難，自假儺為驅疫字，而儺之本義廢矣。」446再查
《說文解字》：「難， 鳥也，從鳥堇聲，難或從隹。」447 其實兩個字似乎都
各有本義。但庹修明認為：「儺、難，為假借字，而表現驅鬼逐疫的本字應該
是『 』。」448再見於《說文》：「見鬼驚詞，從鬼難省聲，都若詩受福不
儺。」449段玉裁注曰：「見戈而驚駭其詞曰 也。 為 奈何合聲，凡驚詞曰
那者即 字。如公是韓伯修那是也。《左傳》：『棄甲則那』，亦是奈何之合
聲。」450《說文通訓定聲》：「見鬼驚詞，從鬼，難省聲。按：暵省聲讀若
儺，此驅逐疫鬼正字，擊鼓大呼似見鬼而逐之，故曰 。為經傳皆以儺為
之。」451由此可知，驅逐疫鬼的活動之所以叫儺，乃是由於其活動時的聲音而
來。
儺儀是古代一種驅鬼逐疫的儀式，又稱假面跳神452，具有原始宗教的性
質。在孔子時代已經存在，最早見於《論語》《鄉黨》篇：「鄉人儺，朝服而立
於阼階。」朱熹注曰：「儺所以逐役。」453它可分為宮廷儺和民間儺，而儀式
的主角為方相，另有「侲子」據《周禮》《夏官》載方相作「蒙熊皮」的打扮，
是巫的化身，而「侲子」即少齡黃門子弟組成的舞隊。454據《後漢書．禮儀
志》記載，除了方相外，還有為數一百二十人的「侲子」舞隊。「方相舞」，
「十二獸舞」，陣容非常強大，目的在於造成一種強勁的聲勢，以「威嚇」疫
鬼或邪祟，達成驅鬼逐妖邪之效果。455
而鍾馗之所以與儺儀有著密切的關係，因為在宋代時期，鍾馗在宮廷儺和
民間儺中，都佔一個位置。宋代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了宮中所舉行的大
儺儀，行列中除門神、判官外，還有鍾馗。這種儀式通常都定期舉行，而因為
季冬歲除之際所舉行的規模最大，也最重要，而且是全國上下，上及天子，下
及庶民所一致舉行的儀式，所以特別叫做「大儺」。民間儺如和「跳鍾馗」，
扮演了「人形神祇」的角色456；另有「打夜胡」，據《夢梁錄卷六，十二月
條》云：「歲旦在邇，席鋪百貨，晝門神桃符……紙馬鋪印鍾馗……饋與主
顧……自入此月，街市有貧丐者三五人一隊，裝神鬼、判官、鍾馗、小妹等
形，敲鑼擊鼓，沿門乞錢，俗呼為‘打夜胡’，亦驅儺之意。」
372。
446
同前註。
447
同前註，頁 152。
448
鄭尊仁：《鍾馗研究》，引庹修明《儺戲．儺文化》，頁 66。
449
《說文解字注》，前引書，頁 440。
450
同前註。
451
鄭尊仁：《鍾馗研究》，引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頁 66。
452
劉燕萍：《怪誕與諷刺──明清通俗小說詮釋》，頁 126。
453
同前註，引朱熹《論語集注》，《鄉黨》篇，頁 126。
454
同前註，引薜若鄰〈儺戲：儺壇和戲曲的雙向選擇〉，頁 127。
455
同前註，引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禮義志》，頁 127。
456
同前註，引郭凈《儺．驅鬼、逐疫、酬神》，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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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發展為「跳鍾馗」，顧祿在《清嘉錄》記載跳鍾馗的資料：「丐
者衣壞甲冑，裝鍾馗，沿門跳舞以逐鬼。」457所以，鍾馗在儺儀扮演
了人格神的角色。
鍾馗亦有可能源出儺儀中的方相，胡萬川曾指出：「鍾馗形相之
特別醜惡，則正是方相裝扮的轉化。」458方相是古代儺儀的主持，他
的扮相十分醜陋。《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
目。」
蒙熊皮表示先民對猛獸的崇拜，因為古人視熊為百獸中最凶猛有力的動物。方
相氏身蒙熊皮，亦代表從擬獸中獲取神力。「黃金四目」是指臉上戴著面具，
假面上綴有黃金製造的四目。方相醜惡的裝扮，可以收到鬼嚇鬼的效果。459所
以，鍾馗醜陋的外貌便有可能由頭戴可怖面具的方相氏轉化而來。
鍾馗在儺儀扮演了人格神；相反，方相與十二獸代表大儺之本來面目的種
種內涵，卻隱而不顯。大儺之儀的舉行，在新唐書以前，往往見諸於正史的記
載，自五代及宋以後，雖然由其他資料尚可見到民間及宮中舉行大儺的情形，
但是卻不再也不見於正史。由此可證，大儺至五代之後即已式微。而開始衰竭
的徵兆，則是自唐朝即已開始。唐朝的大儺不如前代之隆重，也就是鍾馗信仰
開始興盛的時代。
四、 鍾馗與門神：
鍾馗與門神：神荼、
神荼、鬱壘一脈相承的降鬼屬性
壘一脈相承的降鬼屬性460
應劭《風俗通義》載：「謹按：《黃帝書》：『上古之時，有荼與鬱壘昆
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理，妄為人禍害，荼
與鬱壘縛以緯索，執以食虎。』」461神荼、鬱壘是審查、除去為禍人間鬼物的使
者。宗懔《荊楚歲時記》載：「人們造桃板著戶，謂之仙木。繪二神貼戶左
右，左神荼，右鬱壘，俗為門神。」462二者用以治邪；鍾馗共有類似的作用，
人們懸掛鍾馗像來驅邪。由此可見，神荼、鬱壘與鍾馗在驅鬼意義上一脈相承
的關係。鍾馗捉鬼、吃鬼的傳說，可說是神荼、鬱壘神話與古人用「終葵」辟
邪習俗的融合。
門貼神靈執椎擊鬼圖→椎（又稱終葵）→鍾馗（能啖
鬼）
457

同前註，引顧祿《清嘉錄》，頁 128。
胡萬川《鍾馗問題》，頁 97。
459
劉燕萍《怪誕與諷刺──明清通俗小說詮釋》，頁 128。
460
同前註。
461
同前註，引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祀典》，頁 129。
462
同前註，引宗懔撰、王毓榮校注《荊楚歲時記》，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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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

3.

鍾馗信仰的流行

鍾馗信仰的流行至少在唐代初年已存在，根據唐中宗神龍二年（公元七Ｏ
六）韻書，王仁熙的切韻裡就有「鍾馗，神名」的記載463；玄宗時代大臣張說
（公元六六七－七三Ｏ）也曾經寫過「謝賜鍾馗及歷日表」：「中使至，奉宣
圣旨，赐画钟馗一及新历日轴……屏祛群厲，繢神像以無邪……」；以及德宗
時期的大文學家劉禹錫（公元七七二－八四二）也代別人作過〈為准南杜相公
謝賜鍾馗歷日表〉：「……圖寫威神，驅除群厲……」；就兩篇文章的內容，
可看出鍾馗是當時君臣上下所共同信仰的神靈，而且他們對這一個信仰非常重
視，否則皇帝不會以鍾馗的神像頒賜給大臣，而大臣也不會引此為榮；另外，
可看出鍾馗信仰的兩大特質：首先，鍾馗是一位專門驅邪逐厲的神靈；其次，
鍾馗的信奉與年終歲除有著特殊密切的關係，可以說是鍾馗就是年節行事所祀
奉的神靈，因此皇帝總在歲暮之時，將鍾馗圖像與新曆日一起頒賜給大臣。
五、 神話、《
神話、《斬鬼傳
新斬鬼傳》的鍾馗分析
、《斬鬼傳》
斬鬼傳》和《新斬鬼傳》
《夢溪筆談》是宋朝的沈括所著的筆記體著作，收錄了沈括一生的所見所聞
和見解，是中國科學技術史上的重要文獻，百科全書式的著作。它記載了當時
所見的鍾馗圖像，卷首載有鍾馗吃鬼的典故，自此，鍾馗的形象可說是固定
了。而《斬鬼傳》和《新斬鬼傳》分別是清代和近代借描繪神魔鬼怪來批判人
間現實的諷刺小說，鍾馗的形象有繼承，亦有改變。

4.

外貌

鍾馗是儺儀中出現的驅魔神祗，他的醜惡造型正是方相裝扮的轉化。464他
鍾馗跟方相的共同點，就是外貌上的醜惡。465在神話中，相貌醜陋是鍾馗的一
大特徵。當後世改寫鍾馗故事時，亦都保留了他貌醜的特徵。
《夢溪筆談》記載，鍾馗「其大者戴帽，衣藍裳，袒一臂，鞹雙足，乃捉
其小者，刳其目，然後擘而啖之。」他的衣著簡陋，相貌也不甚好看，隨意袒
胸露臂。當他捉到鬼的時候，挖掉小鬼的眼，然後就把小鬼吃掉。他這個形象
463

胡萬川：《鍾馗神話與小說之研究》，引大方《鍾馗故事的衍變》，頁 13。
胡萬川：《鍾馗神話與小說研究》，頁 97。
465
劉燕萍：《怪誕與諷刺──明清通俗小說詮釋》，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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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難看，甚至是可怖。
到了劉璋《斬鬼傳》改寫鍾馗故事時，沿用了鍾馗一貫醜陋而兇神惡煞的
形象：「生的豹頭環眼，鐵面虯鬚，甚是醜惡怕人」，就連皇帝也因他貌醜而
不讓他作狀元：「德宗皇帝揚龍目，開鳳眼，將鍾馗一看，心中甚是不悅，
道：『我朝取士，全在身言書判。這醜態如何做得狀元？』」466《斬鬼傳》的鍾
馗樣貌比《夢溪筆談》記載的詳細，道出他長得有如野獸般駭人。而在《新斬
鬼傳》中的鍾馗長得醜陋，連鬼也嫌他：「空心鬼道：『那鍾馗小子，生得一
副醜根，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有什麼能耐？』」。467
神話中鍾馗相貌醜陋的特徵可對應儺儀中的形象。後世小說在描寫鍾馗
時，通過人和鬼之口，不但鞏固了鍾馗貌醜的這一「傳統」形象，還形象化地
交代鍾馗貌醜的程度。
身份

5.

鍾馗是一名驅魔神祗，這在神話、《斬鬼傳》和《新斬鬼傳》是一脈相承
的。
《夢溪筆談》記載鍾馗「乃捉其小者，刳其目，然後擘而啖之」因舞蹈，上

千萬歲壽。上大悅，勞之百金，批曰：「靈祇應夢，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實
須稱獎。因圖異狀，頒顯有司。歲暮驅除，可宜遍識。以祛邪魅，兼靜妖氛。
仍告天下，悉仿知委。」準確點出鍾馗是驅魔神祗的身份，職責是要除鬼治
鬼。而德宗時期的大文學家劉禹錫代別人作過的〈為准南杜相公謝賜鍾馗歷日
表〉就曾有以下句子：「圖寫威神，驅除群厲」，加強了鍾馗作為除魔神的身
份。
後世的小說創作沿用了他這個身份。《斬鬼傳》的鍾馗是親由「唐天子封
俺驅魔大神，遍行天下，以斬妖邪」，奉當朝皇帝之命去除鬼滅。由於他由唐
天子親封，身份非常顯赫，連閻君相見，也要「降階相迎」。468當他斬鬼完
畢，玉帝封他為「詡正除邪雷霆驅魔帝君」，繼續擔當斬鬼除妖的工作。《新
斬鬼傳》的鍾馗也繼承他斬鬼的職責，「……鍾進士他依舊把這驅魔的職位，
繼續幹下去」469，繼續當他的驅魔帝君。

466

劉璋：《斬鬼傳》，（山西：北岳文藝出版社，1989），頁 9。
張恨水：《新斬鬼傳》，（山西：北岳文藝出版社，1993），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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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璋：《斬鬼傳》，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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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馗是一名驅魔神祗，歷代都沒有異議，但他究竟是文臣還是武將，歷來
說法不一。《夢溪筆談》記載「臣鍾馗氏，即武舉不捷之土也。」《斬鬼傳》
「話說唐朝中南山有一秀才，姓鍾名馗字正南……外貌不足，內才有餘，筆動
時篇篇錦繡，墨走處字字珠機」鍾馗本應高中狀元，唯因貌醜，被唐德宗罷
黜。」470而在《新斬鬼傳》「鍾馗雖是一位軍官領袖，究竟是文官出身，不是老
孫的對手……」471、「……不是能人決破不了，鍾馗是個舊文人……」472。
在神話的流傳和小說的創作中，鍾馗的出身都不一樣：《夢溪筆談》記載
的鍾馗是武將出身，在《斬鬼傳》則成了一名文人，而《新斬鬼傳》的他雖是
武將，但是由文官出身。鍾馗的身份由出身武人演變成一個文人身份，這個演
變似乎和當時創作的背景有關。《夢溪筆談》記載的鍾馗是唐朝人，唐朝不論
文治武功也非常強盛，而德宗時期更是藩鎮割據，崇尚武力。《斬鬼傳》成書
於清朝，當時政府對人民管治甚嚴，尤其對武力的掌控更不遺餘力，軍政大權
絕不會交在漢人手上，漢人的政府官員只能是文官。《新斬鬼傳》寫作之日，
正是袁世凱操縱國會、意欲改共和為帝制的混亂時期。軍閥割據，擁兵自重，
彼此相鬥，爭奪地盤與北京政府的控制權，造成以武力等於權力的局面。而鍾
馗內文外武除了可以看出是把神話和《斬鬼傳》的文臣武將結合外，更是當時
社會情況的一個反映。
6.

斬鬼動機及方法
鍾馗因何事而斬鬼，在不同的記載也有不同的原因。
《夢溪筆談》記載，有一次唐玄宗講武驪山，回宮後得了瘧疾，一個多月

都好不了，有一晚在夢中，夢見大小二鬼，大鬼鍾馗為他滅了纏繞不休的小
鬼，使玄宗不藥而癒。神話鍾馗的斬鬼動機是因為要「誓與陛下除天下之妖
孽」，主動要求去斬鬼。到了清代的《斬鬼傳》，鍾馗不是主動要求斬鬼，而
是因唐德宗深感自己殺錯忠良，讓盧杞這樣的奸臣奸邪誤國，於是「封鍾馗為
驅魔大神，遍行天下，以斬妖邪」。473因此鍾馗到各處斬鬼，乃是由皇帝親封
驅魔大神，奉皇命斬鬼，主動性減弱。到了《新斬鬼傳》，鍾馗斬鬼的主動性
回來了，不過他斬鬼最初的動機，只是為了報復。在某日，驅魔帝君廟前掛著
的唐德宗皇帝所賜的「哪有這樣事」的匾額被改為「真有這樣事」，鍾馗大
怒，認為壞人在太歲頭上動土，於是派含冤、負屈兩員大將去調查。他沒有接
受任何命令，只是因怒而興兵，才要再度斬妖除魔。
470

劉璋：《斬鬼傳》，頁 6。
張恨水：《新斬鬼傳》，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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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溪筆談》的鍾馗為玄宗除鬼，是用很原始的方法，「乃捉其小者，刳
其目，然後擘而啖之」，不用靠任何武器或法器的幫助，徒手就把鬼吃掉了，
而且吃的時候是要先挖掉小鬼的眼目，再一口吞掉。徒手吃鬼除了可以帶出鍾
馗可怖的形象外，還帶出《夢溪筆談》記載的鍾馗比較原始。同樣沿用吃眼的
情節，不過《斬鬼傳》的鍾馗則有些不同：「鍾馗把他的眼睛用劍剜出，竟生
吃了，命鬆了縛。」雖然鍾馗一樣會吃小鬼的眼，但這次不再直接用手挖，而
是用劍挖眼，會使用武器。到了現化，《新斬鬼傳》的勢利鬼脾氣還沒有改
過，鍾馗道：「……他這個毛病，我知道是由眼睛裡面發出來的。」便吩咐一
聲：「把他眼珠挖去，携給狗吃。」這次他讓別人去挖鬼的眼睛，並把之餵給
狗吃。另外，「嗇吝鬼聽說發配銅山，很是歡喜，以為正投其所好，到後來他
在銅山上住了三天，滿眼都是銅，連一滴水也莫想進咽喉，就活活的餓死在銅
山了。這裡鍾馗兵不用刃，斬了一個鬼，又解決了一樁案件，卻是捉鬼以來第
一樁可喜的事。」時代不同，就連斬鬼方法也日趨文明，連武器也不用。鍾馗
的斬鬼不再只是「斬」，而多用了其他方法，把鬼除掉。
7.

角色的人性化

根據《夢溪筆談》的描寫，神話中的鍾馗沒什麼人性的特點，但在小說的
改寫上，則加添了很多人性化的特點。
《夢溪筆談》並沒有提及到鍾馗得到任何人之幫助，獨自就能把鬼殺掉
了，而在後來的小說，則添加了鍾馗要別人幫助，才能把鬼收伏。《斬鬼傳》
的第二回，鍾馗遇到扢喳鬼、寒磣鬼以及搗大鬼作亂，無力收伏，「方纔說
著，鍾馗不覺一陣惡心，幾乎吐了，祇得扶病而回。」最後要靠彌勒古佛的幫
助，才能把這三隻鬼消滅掉。另外，當鍾馗當對搗大鬼束手無策時，「通風
道：『破他的法子也有，若以殺他伐取，他搗大慣了，決不肯服，定邀合他些
伙伴來與鍾馗老爺作敵。等你們交戰之際，老漢去站在高處，大聲報與他妾死
之信，就問他討取那件衣服。將他的根子拋出來，他自然氣餒，他們擒他便不
難了。』」要靠通風老人的幫助才可以擒服搗大鬼，鍾馗的神通相對地減弱了。
在第七回「對芳樽兩人賞明月 獻美酒五鬼鬧鍾馗」，五鬼對鍾馗懷恨在
心，趁含冤、負屈出差的時候，扮成衙役，在花園中邀他飲酒作樂，盡情戲弄
他。堂堂驅魔大神，居然被蒙騙，和五鬼瘋在一起，喝得酩酊大醉，且被偷去
身上的衣服，「弄的鍾老爺脫巾露頂，赤腳袒懷，甚是不成模樣」。鍾馗被五
鬼作弄，無力自助，要等含冤、負屈回來解救他，可見他也不是每戰皆勝的。
被五鬼戲弄，鍾馗在威儀和神通方面顯得遜色，「卻令角色顥得更為寫實及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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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474
同樣地，鍾馗在《新斬鬼傳》中同樣需要別人幫忙，其中多次求助於張公
道。在第二回，鍾馗要到風沙村去剿鬼，玄學鬼佈下標點陣，欲把鍾馗一網打
盡。面對新式的標點符號陣，含冤進陣不分東南西北，很快被擒，而鍾馗束手
無策，幸得張公道幫忙破陣。相同的情形出現在第三回，鍾馗敗陣於倪問的法
寶，暈倒後放了一個響屁便醒過來，問張公道高見。張公道笑稱叫他們放心，
他早已想好了破敵之計：「哪裡是法寶，乃是他們做的戀愛體的新詩集，他們
鬼窩裡的人，幾乎人人都有這麼一本新詩集，多少總能發生一點臭味……」教
他們抬出拜倫的像，便可以把空心鬼消滅。到了現代，鍾馗的神通仍不大，要
靠別人幫忙才能化險為夷。
在小說中的鍾馗不只是斬鬼，更會教化鬼，給其改過的機會。在《斬鬼
傳》中，當鍾馗想把鬼殺盡的時候，閻君就告訴他：「尊神當隨便驅除可也。
其驅除之法，亦不可概施。得誅者誅，得撫者撫，總要量其情之輕重，酌其罪
之大小，祇在尊神酌量而施行。」(第一回)他聽閻君的指導，當遇到可以教化
的鬼時候，就給予其機會。於是，讀者可以在第三回看到鍾馗「拔劍來將兩個
鬼一劍一個劈成四半，再合自然易成。祇見兩個鬼，溫屍的也不溫屍，冒失的
也不冒失了，竟成一對中行君子。」他把溫屍鬼和冒失鬼兩個極端合二為一，
重新平衡二鬼，改正他們溫吞和粗率的缺點。鍾馗亦會如給鬼機會去贖罪。如
第八回，低達鬼被罰為陰兵吮痈舐痔，黑眼鬼被白眉神收伏，到「亡八」家為
僕。
鍾馗教化鬼、給予機會改過的特點， 在《新斬鬼傳》中亦得到繼承。在第
一回，鴉片鬼大戰鍾馗，可惜戰不過鍾馗，其中試過幾次詐降，打算趁鍾馗鬆
懈時給他一個迎頭痛擊，不過同樣是失敗收場，真心歸降。鍾馗惱怒鴉片鬼幾
次的詐降，正欲舉劍斬殺鴉片鬼時，看見他「跪在鍾馗面前，苦苦的哀求……
死心塌地的歸降」，475情真意切，便把之前的不快忘記，不與鴉片鬼計較，允
許他的歸降。而鍾馗見鴉片鬼發毒誓要戒鴉片時，見他勇於改過，於是笑嘻嘻
地放過他。鍾馗不計前嫌，凡是有心想改過的鬼，他都會給予機會。
喜愛聽恭維說話，這是人的一個特點。《夢溪筆談》和《斬鬼傳》描寫的
鍾馗都沒有這項人性特點，但《新斬鬼傳》的鍾馗則有。第十一回，沒臉鬼向
鍾馗獻媚：「『帝君仁義之師，意在除暴安良，所至之處，秋毫無犯，我們小
民，還有什麼可說？有之，只有帝君萬壽無彊而已！』鍾馗聽了他一番恭維說
話，掀鬚微笑。」鍾馗愛聽恭維說話，當沒臉鬼祝他萬壽無彊，他就開心得掀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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鬚微笑。另外在第十二回，要命鬼懇求鍾馗能放過他，「『犯帝君，自然是該
死。但我這卑鄙的小人，若是死在帝君寶劍之下，豈不污了帝君的寶劍嗎？』
鍾馗一聽這話，劍就沒有砍下去。要命鬼趁這個空子，扯腿就跑。」鍾馗因愛
聽恭維說話，隨便便相信鬼話，結果讓沒臉鬼跑掉，放虎歸山，導致日後不斷
有麻煩出現。
六、 神話在文學中的作用 — 對人類劣根性的諷刺
不論《斬鬼傳》或《新斬鬼傳》，鍾馗神話在文學中都起了諷刺世人劣根
性的作用。《斬鬼傳》上承明代《鍾馗全傳》，並將原來真正的妖精，如蝙蝠
精等，加以人性化，成為「人鬼」，以諷刺人類醜惡的一面：「全書集中批評
和諷刺了澆漓的世事和『人間鬼魅』的種種惡德敗行。」476而《新斬鬼傳》始
作於民國十五年，作者張恨水受《斬鬼傳》的啟發，加上在北京時見了不少人
中之鬼，故作此書。由於兩書的著作時代不一，所以當中所諷刺的人和事都甚
具時代特性。《新斬鬼傳》在小說裡加了不少政治、社會元素。再者，《新斬
鬼傳》裡的鬼更具人性化，他們有自己的名字，例如：不通鬼叫胡言、空心鬼
叫顏之厚、勢利鬼叫錢如命，可見諷刺意味更加顯而易見。
《怪誕與諷刺－明清通俗小說詮釋》中提到《斬鬼傳》中四十隻「人鬼」
都是寓言人物，而每個造型和性格，就是某種癖性的化身。作者就是利用這些
癖性化身的寓言人物，諷刺人類諸般惡行如縱慾、貪婪、慳吝、酗酒及陳腐等
劣根性及壞習慣，並帶出安良除凶的諷刺目的。書中把諷刺分為四方面：一、
欲壑難填之災，是指作者諷刺淫邪之人，自招毀滅，更對水性楊花、紅杏出場
的淫婦作出抨擊；二、孔方兄之害，作者對世人貪財聚斂加以嘲弄，很多人以
昧著良心、騙人的方法去致富，是有違仁義的；三、酗酒之害，諷酗酒的人，
嗜酒成癖，永遠不能醒覺，不可救藥，不惜送命；四、懷才不遇與不通的士
人，嘲諷取士標準欠缺公允，亦對不遇士人寄予同情。而《新斬鬼傳》繼承了
《斬鬼傳》，同樣利用「人鬼」題材來諷刺人類的劣根性及惡習。不過，不同
的是，除人諷人之外，還加入了不少政治社會。
8.

諷刺政治鬥爭

《新斬鬼傳》始作於民國十五年，作者經歷了 1911 年爆發辛亥革命，而在
1912 年元旦，中華民國宣告成立。477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統治中國幾千
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就此結束，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它同帝國主義
476

《
〈斬鬼傳〉的版本和作者》，頁 356。
中國網「中國共產黨簡史」，http://big5.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603/06/content_6144043.htm，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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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封建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而同佔中國人口最大多數的下層勞動群眾嚴
重脫離，並害怕發動他們。中國共產黨誕生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是近代中國
社會及人民革命鬥爭發展的必然結果。1924 年至 1927 年，一場以推翻帝國主
義在華勢力和北洋軍閥為目標的革命運動，似滾滾洪流席捲中國大地，人們通
常把它稱為「大革命」或「國民革命」。北伐戰爭的直接打擊目標，是受帝國
主義支援的北洋軍閥。所以，作者在作品中加入了不少諷刺社會混亂、政治複
雜等元素。
故事開始於共和天，剛巧此時民間惡鬼百出，於是鍾馗派手下到民間捉
販，「齊天大聖孫吾空，忽然大鬧革命，將玉帝推翻，改建了共和天。」478而
故事中的“人鬼”均持有不同的政見，甚至各自扭曲各主義的意思，好像冒失
鬼，他偷了別人的錢，然後說支持共產，打倒帝國主義，所以財產應該均分，
「(冒失鬼)咱們的唯一的目的是階級平等，提倡共產……咱們都打倒帝國主
義……」479另一方面，書中的兩隻鬼，本是父子，大話鬼及赤髮鬼，可惜一個
代表著帝國主義，一個代表著共產主義，作者諷刺他們互相鬥爭，不顧親情。
兒子說：「家裡一切出納的款項，都歸你把持，外面的交際，也是歸你一人接
洽，這樣看起來，你簡直是帝國主義者，我們現在要打倒帝國主義！」，「現
在講究實行共產主義，你的東西，就是我的，現在你的東西，老是你的，這不
是家裡面，用帝國主義來壓迫我們嗎？」赤髮鬼更大打父親，趕父親離家，
「……對大話鬼的腦袋上就是一棒，打得滿頭是血……口裡喊打倒專制的親
爹，打倒壓迫家庭者……」480而作者更借「人鬼」的嘴巴諷當時局勢混亂，沒
有皇帝以后，到處都打仗，「(下流鬼)……一談頭維新，就要頭痛……叫什麼
共和，可是沒有皇帝以後，你瞧東也打仗，西也打仗！永久不會和平。」481
9.

諷刺吸食鴉片危害社會
十九世紀中葉，急於向外擴張的英國，以鴉片和炮艦打開了清王朝這個封

建專制帝國閉關自守的大門。當時吸食鴉片的人身體虛弱，皮黃骨瘦，「他臉
上哪裡有肉，簡直是把一張薄蠟，在骷髏上蒙了一層……他那一雙手，像裝了
黃金一般，又干又長，配上那十個漆黑的長指甲，鋒利可怕……」482；而且不
事生產，終日迷迷糊糊，鍾馗的軍隊正來攻擊鴉片鬼，但他仍然慢條斯理的，
只顧抽煙，到了與鍾馗對戰時，又因煙癮發作而投降「……偏偏這時煙癮又上

478

張恨水：《新斬鬼傳》，頁 1。
同前註，頁 77。
480
同前註，頁 94。
481
同前註，頁 99。
482
同前註，頁 3。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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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了，一點精神沒有……吞了三粒煙泡子，立時精神恢復……」483；一吸食鴉
片便會上癮，難以自拔，「這裡鴉片鬼一想，屢次三番，要戒鴉片煙，都沒有
戒了……他一看膏子，足夠過兩天的癮，心想馬上戒煙，這膏子豈不丟了可
惜，不如吃完這一缸膏子再戒吧！」484每當遇上鴉片，便會失去判斷能力，狠
心鬼利用煙泡子引誘鴉片鬼賣掉祖宗的地，鴉片鬼本想不賣，但「眼睛望著一
包煙泡子，說道：『可以，可以！』」485最後，鴉片鬼受狠心鬼誣害，被鍾馗系
在水牢裡十二年，洗腸子。
10. 諷刺學而不通之人
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家們通過對辛亥革命失敗教訓的認真思考，認定要建立
名副其實的共和國，必鬚根本改造國民性。他們以進化論觀點和個性解放為主
要思想武器，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向封
建禮教提出全面挑戰。通過批判封建主義的正統思想——孔學，衝破了遏制新
思想的羅網，從而在社會上掀起一股生氣勃勃的、革命的思想解放潮流。而玄
學鬼、空心鬼、不通鬼三個均是好學之人，喜愛新文學，又不願捨棄舊文學，
胡亂一堆，而且喜愛拋書包，實則卻對所學的東西不通。玄學鬼過份沉迷玄學
哲學，中西學說都有研究，完全缺乏己見，甚至因為哲學而置妻子之不理，
「你說話不分清楚，是你沒有學哲學的原故。我告訴你，墨子小取篇說得
有……我這位太太，太不怕作事，了早就該死，老子不是說得有嗎，勇於敢則
殺。」486他諷刺鍾馗是舊文人，並以新式標點、新詩集來對付他，他的手下倪
問更大罵鍾馗為孔渣「……不懂英文，不知道世界潮流，不配和我說話」、
「我罵你這一班孔渣……」487。最後，玄學鬼與鍾馗對戰時，還要空談哲學，
鍾馗以他留在世上，也是廢物為由，把他斬了；而空心鬼則想做一篇檄文來教
他退兵，可惜平時不看書，於是到圖書館借了一堆書，打算左抄右抄，連幫他
搬書的僕人也暗罵他：「誰不知道我們主人是個空心鬼，平時不看書，空頂著
一個讀書人的頭銜，這也不知遇見誰，要考他了，臨時抱佛腳的……」，
「……在書堆裡亂翻，翻到一句趕忙就抄下來，如此翻了又抄，抄了又
翻……」488，「這人原來是釅臉鬼一路的人才。記得當年破釅臉鬼的時候,是用
良心鑒致勝的……」489可見，《新斬鬼傳》是繼承於《斬鬼傳》的，而空心鬼
和釅臉鬼一樣厚顏無恥。空心鬼而他又名顏之厚，以為自己博學多才，到處拋
483

同前註，頁 7-8。
同前註，頁 8。
485
同前註，頁 11。
486
同前註，頁 17。
487
同前註，頁 21。
488
同前註，頁 28。
489
同前註，頁 31。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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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包，完全不知醜，不知怕，鍾馗最後以墨汁往他口裡灌，令他心裡一明白，
不覺羞愧無地。而不通鬼他書房內不十分混亂，有很多破書，他寫的東西，
「滿紙糊塗，簡直看不懂」490，鍾馗於是一火燒了他的屋。
11. 諷刺人對金錢的貪婪
與《斬鬼傳》一樣，《新斬鬼傳》都有諷刺人貪婪，各自使用不同的騙
人方法去詐財。而《新斬鬼傳》的故事由始到終，都無不與金錢掛鉤。不論是
什麼鬼，狠心鬼、冒失鬼、虛花鬼等，他們都是為了金錢而陷害別人，為了金
錢而鬥爭。以虛花鬼為例，他住在揩油山，平常以假面孔示人，把真面孔收藏
在裡面，到處說仁義，講道德；並到處籌募慈善款項，但「錢一到手，便一小
半兒辦事，一大半兒上腰，比什麼差事也好……」，所以可算是「文明騙子，
文明強盜」491但當他被人識破戴假面具，真面目便會露出來，「……牛頭馬
面，五顏六色的形狀，一齊都暴露出來，就是說話的聲音，也都一律變成狼嗥
虎嘯……」嗇吝鬼認錢不認人，把女兒下嫁於風流鬼以省下養育女兒的錢，然
後又因貪小便宜，與賣瓜的發生爭執，為了省卻三文錢而甘願被打，打得頭破
血流。最後被鍾馗發配銅山，以為滿心歡迎，卻在三日後，「滿眼都是銅，連
一滴水也莫想進咽喉，就活活的餓死在銅山……」492
12. 諷刺為官的也有缺點
相比於《斬鬼傳》，鍾馗在《新斬鬼傳》的篇幅減少了很多，大部份情節
都落在“人鬼”互相鬥爭、陷害的事件中，另一方面，鍾馗的形象更趨於人性
化，有著人的劣根性。最重要的是，鍾馗甚至成為諷刺對象之一。鍾馗身為官
員，但被玄學鬼嘲為舊式文人，並以新式標點來佈陣，果然鍾馗不知道標點的
奧妙，他的手下「……一進陣門，不辨東南西北，一陣昏迷，倒在地下，就被
擒了……」493；另外，鍾馗被倪問的法寶「戀愛體的新詩集」熏得惡心要吐，
伏鞍而逃。最後，他得到張公道這一位智慧老人的教導提點，才能化險為夷。
此外，鍾馗身為官員，本應大公無私，但他卻很喜愛別人奉承他，例如，他抓
到了沒臉鬼，可惜「聽了他這一遍恭維話，掀鬚微笑，說道：『你還不失為好
人，何以得了一個鬼的名義？』沒臉鬼道：『世衰道微，世人好顛倒黑白，往
往把人當鬼，以鬼為人，某等實在是冤枉。』」494這正正反諷當時身為天庭官員
的鍾馗，竟然如平民百姓一樣，人鬼不分，相信「人鬼」是一個好人，怎料沒
490

同前註，頁 36。
同前註，頁 152-153。
492
同前註，頁 81。
493
同前註，頁 21。
494
同前註，頁 129。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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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鬼一轉身便罵他為畜牲，誓要把這醜類一掃清光；又另一次，負屈敗陣回
來，鍾馗本來很憤怒，要斬了要命鬼，可惜一聽到恭維話，又把敵人放走，
「鍾馗一腔怒氣，被他這樣一頓恭維，不由得怒氣全消，便問道：『你既然這
樣說，為什麼不下馬投降？』」495要命鬼說他之後一定會到轅門請罪，鍾馗便歡
喜地收兵回營，怎料要命鬼一轉身便射來一支冷箭，鍾馗差點賠上性命。勢利
鬼趨炎附勢地投降於鍾馗，又俯伏在地，鍾馗便信以為真，吩咐他為軍隊辦事
「你既是誠心歸降，我也不為難你，你可以先回去收拾駐兵的地點，讓我的軍
隊進莊」496然後，勢利鬼見鍾馗敗陣，便改投另一方。最後，鍾馗勝利，欲懲
罰勢利鬼，卻因為他恭維的態度及禮品而放過他「勢利鬼，羔羊美酒，已經送
到了，鍾馗以為一回兩回的都是總商會籌款，如今商會長又送一副厚禮來，怎
樣可辦人家？也就答應執法官之請，將勢利鬼放了。」497狠心鬼出賣鴉片鬼，
告訴鍾馗他的藏身處，並誣蔑他偷錢，鍾馗完全不經思考便相信狠心鬼，「這
樣看來，你倒是疾惡如仇的人，回頭我再賞你。」498其後，要命鬼被抓到，在
被鍾馗斬之前，說了一堆恭維的話「我這卑鄙的小人，若是死在帝君寶劍之
下，豈不污穢了帝君的寶劍嗎？」於是，「鍾馗一聽這話，劍就沒有砍下去。
要命鬼趁這個空子，扯腿就跑……」 499 又另一「人鬼」，虛花鬼戴假面具見
人，其實是斂財的貪心人，鍾馗卻後知後覺，當他是大好人，人鬼不分，「鍾
馗 見 是 大 慈 善 家 來 了 ， 不 敢 怠 慢 ， 就 請 他 到 客 廳 會 面 。 」 500
由此可見，鍾馗這個共和天的官員多次由於婦人之仁，誤信「人鬼」，弄
得禍至。甚至因為愛聽恭維的話，容易受到「人鬼」的哄騙，而誤了事情。他
甚至人鬼不分，把是非顛倒。這正是作者借鍾馗來諷刺當時執法者的無能、貪
婪。
七、 結論
在小說的創作加入神話元素，這是中國文學一直以來的傳統。《斬鬼傳》和
《新斬鬼傳》借鍾馗神話為藍本，以及其斬鬼的神格為基調，在繼承的基礎上
加以改造。揉合作者的心意以及當時的社會環境，使神話和文學互相結合，帶
出神話新的意義，而鍾馗神話在《斬鬼傳》和《新斬鬼傳》中都起了諷刺世人
劣根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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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恨、
痛恨、調諷、
調諷、矛盾 ---- 〈理水〉
理水〉的神話改編
宋旻婷、
宋旻婷、陳偉中
一、 概論
〈理水〉是魯迅《故事新編》中 8 篇「故事改寫」裏的其中一篇，這篇小說
寫於 1935 年 11 月，即魯迅死前大概 1 年。晚年的魯迅，其實已經很少寫短篇
小說，筆者認為這篇小說，反映了魯迅晚年的心態：對現實的痛恨和對未來既
希望又懷疑的心態。在這樣心態之下，他對古神話「大禹治水」的故事進行了
177

改篇，以調諷和針砭的筆觸宣泄了他這位敏感的先知晚年孤獨、憤恨、矛盾的
心境。

二、 《故事新編》
故事新編》的創作理念
據魯迅在《故事新編》中的自序寫道：「從開始寫起到編成，經過的日
子卻可以算得很長久了：足足有十三年。對於歷史小說，則以為博考文獻，言
必有據者，縱使有人譏為『教授小說』，其實是很難組織之作，至於只取一點
因由，隨意點染，鋪成一篇，倒無需怎樣的手腕；……敍事有時也有一點舊書
上的根據，有時卻不過信口開河。而且因為自己的對於古人，不及對於今人的
誠敬，所以仍不免時有油滑之處。」501 由此可見，魯迅的改編是參考了古籍
對禹的書寫或引用，或加以改造，從而「不把人物寫得更死」502。

三、 〈理水〉
理水〉的故事原型
〈理水〉的故事原型來自「大禹治水」的神話故事，總結《山海經》、
《尚書‧虞書‧益稷》、《論語‧泰伯》、《孟子‧滕文公上》、《莊子‧天
下》、《韓非子‧五蠹》、《吳越春秋‧越王無餘外傳第六》、《列子‧楊
朱》、《楚辭‧天問》、《史記‧夏本紀》、《古嶽瀆經》等古籍對大禹治水
的記載和描寫，可將其基本故事歸納為：

堯舜的時候，「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鄉民其憂。」503而洪水的起
因，各書的記載不盡相同，或沒有記載504，或言其是共工505或他的手下所為506。
堯先用鯀治水，但久未成功。鯀被殺後，舜用鯀之子禹來治水。禹為了全面瞭
解水情和地勢，他的足跡踏遍了九州，勘察測量山形水勢，糾正了過去以塞
為主的治水方法，改以「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507的措施。經過了

501

魯迅：《故事新編‧〈序〉》，上海：上海文藝，上海魯迅紀念館，1990，頁 4。
同注 1。
503
司馬遷：《史記百家匯評本‧夏本纪》，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頁 26。
504
如《尚書》、《史記》等。
505
《淮南子‧本經》篇云：「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
遍流，四海溟涬。民皆上邱陵，赴樹木。」
506
《山海經‧海外北經》載：「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於九山。相之所抵，厥為澤
溪。」，(楊淮譯注本)，山西：山西古籍出版社，頁 277。《山海经·大荒北经》又言：
「共工之
臣相繇，九首蛇身，自環，食於九土。禹湮洪水，殺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穀，其地多水，
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為池，群帝因是以為台。在昆侖之北。」，(楊淮譯注
本)，山西：山西古籍出版社，頁 319。
507
徐元誥撰：《國語集解》(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6 月，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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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年的時間，大禹終於戰勝了洪水，疏導了九條河道，修治了九個大湖，鑿
通了九條山脈，開垦出了許多良田和桑土，在低窪地留下了微山、東平、钜
野、駱馬等「四瀆」，成為有利於先民生存的湖泊。禹不僅治理了水患，而
且還考察了九州的土地物產，規定了各地的貢品賦稅，開通了各地朝貢的方
便途徑，並在此基礎上，劃定了五服界域，使得全國範圍內形成了眾河朝宗
于大海，萬方朝宗于天子的統一安定的大好局面。大禹也因此大得民心，獲
舜裼予「玄圭」，管治天下。
細察眾多不同的典籍，便可發現其對「大禹治水」的記錄帶有豐富的神話
色彩。

四、 大禹治水的神話元素
1. 禹的神話色彩
（一） 神奇的誕生
禹的出生，頗富神話色彩。或言禹由其母吞物而生，如吞薏而感生，
《吳越春秋越王無餘外傳第六》裏記載：「鯀娶於有 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
壯未孳。嬉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脅而產高
密。」508。如吞月之精子而感生，《太平御覽》中也提到：「女狄暮汲石紐山
下泉，水中得月精如雞子，愛而含之，不覺而吞，遂有娠。十四月，生夏
禹。」又如吞神珠而感生，如魏晉時皇甫謐的《帝王世紀》中曰：「鯀納有莘
氏女曰志，是為脩己。上山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臆圮胸
折，而生禹於石紐」；或言禹由其父「鯀」腹中轉生，如《山海經》：「鯀复
(腹)生禹」509、《楚辭天問》：「伯禹愎(腹)鯀。」510；《歸藏‧啟筮》中也
說到：「鯀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是以出禹。」由此，也可見神話由母系
社會向父系社會的痕跡。
（二） 神奇的家庭背景
禹之父「鯀」，是一個充滿「神奇」色彩的人物。《山海經‧海內經》
中提到，大禹之父鯀，是黃帝的孫子之一511。帝堯的時候，他受到眾人的推薦
508

同註 10。
同註 14。
510
屈原：《楚辭‧天問》，載維基文庫網頁：
http://zh.wikisource.org/w/index.php?title=%E5%A4%A9%E5%95%8F&variant=zh-tw，2009 年 2
月 26 日。
511
《山海經‧海內經》：黃帝生駱，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為鯀。」頁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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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治理水患，但卻因此獲罪身死。鯀死後，或言其死後尸體不腐，或言其死後
化物重生。如《楚辭‧天問》中提到，鯀死後三年不死512；如在《國語‧晉語
八》、《左傳‧昭公七年》、《吳越春秋越王無餘外傳》等之中，鯀死後均化
身為黃熊，「殛之於羽山，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513《歸藏‧開筮》中提到：
「鯀殛死，三歲不腐，副（剖）之以吳刀，化為黃龍（熊）。」在《拾遺記‧
夏禹》中，鯀卻又化為玄魚：「鯀自沉於羽淵，化為玄魚。」514可見，鯀是天
賦異品，具有一定的神力。
禹之妻「塗山氏女嬌」，也頗為特別。或說其為九尾白狐精的化身，如
《吳越春秋‧越王無餘外傳第六》中記載：「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
痝痝。我家嘉夷，來賓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
明矣哉！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取辛壬癸甲，禹行。十月，女嬌生子啟。啟
生不見父，晝夕呱呱啼泣。」515可見，大禹的妻子也具有神奇色彩。
（三） 禹的神力
禹在神話之中，有著神力。首先，不少典籍均記載，禹以神物「息壤」
填水，如《尚書‧洪范》：「鯀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
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又
如《淮南子·地形訓》：「禹乃以息土填洪水。」《楚辞‧天问》云：「洪泉极
深，何以窴之？」王逸注曰：「言洪水渊泉极深，大禹何用窴塞而平之乎。是
犹言禹以息壤填洪水。」而所謂「息壤」，在郭璞注《山海經‧海內經》和
《淮南子‧地形》等書中均說明其是一種具有不斷自行生長的能力神奇土壤。
其次，禹又曾得到「伏羲」賜予神物「玉簡」來平定水土，如《拾遺
記‧夏禹》記載：「又見一神，蛇身人面……探玉簡授禹，長一尺二寸，以合
十二時之數，使量度天地。禹即執持此簡，以平定水土。蛇身之神，即羲皇
也。」516
再者，神話故事中，大禹同時又得神獸、神力之助，如在《天問》：

512

《楚辭天問》記載：「永遏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
：《國語·晉語八》：“昔者鯀違帝命，殛之於羽山，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左傳》昭公七
年也雲：“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吳越春秋越王無餘外傳》“昔者
鯀違帝命，殛之於羽山，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
514
王嘉：《拾遺記‧卷二》，載維基文庫網頁：
http://zh.wikisource.org/w/index.php?title=%E6%8B%BE%E9%81%BA%E8%A8%98/%E5%8D%B7
%E4%BA%8C&variant=zh-tw，2009 年 2 月 26 日。
515
同註 10。
516
同註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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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海應龍，何畫何歷」517、《拾遺記‧夏禹》：「黃龍曳尾於前，玄龜負青
泥於後。玄龜，河精之使者也……有獸狀如豕，銜夜明之珠，其光如燭。又有
青犬，行吠於前…….見向來豕犬変為人形，皆著玄衣。」又如在李公佐的《古
嶽瀆經》便記載了大禹治水時曾在桐柏山下命天兵天將把淮渦水神「無支邪」
收伏，並將之鎮鎖在龜山腳下518。由此可見禹在治水時得到龍、豕、青犬等神
獸、天兵天將等神靈的幫助。凡此種種，均可見大禹的神格色彩。
此外，不少典籍也記載了禹在治水的過程中曾化成「黃熊」解決困難，
《繹史》十二引《隨巢子》：「禹娶塗山，治鴻水，通轅山，化為熊。」《淮南
子》記載：「禹治洪水，鑿轘轅開，謂與涂與氏曰：『欲餉，聞鼓聲乃去。禹
跳石，誤中鼓，涂山氏往，見禹化為熊，慚而去。至嵩山腳下化為石，禹曰：
『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啟生。巨石高約 10 米，圍长 43 米，人称『啟母
石。』」
綜合這些典籍的素材，可見禹是以一個「英雄」的形象被書寫，其情節更
可以用坎伯(Joseph Campbell)的「英雄歷險」理論來分析，因為禹治水的過
程，基本上包括「召喚、啟程、歷險、歸返」等情節。其中，「啟程」和
「歷險」兩部份，更是各典籍的書寫重點。此外在凌散的片段中，更可總結
出禹的一些英雄特質：

（四） 禹的英雄特質
1) 身先士卒、
身先士卒、刻苦耐勞
《莊子》、《韓非子》、《史記》等記錄了身為治水大臣的禹，並沒有
高高在上地指揮其下屬治水，而是親自帶領民眾，躬身以工具治水，甚至自己
的身體受到傷害也再所不惜。如《莊子‧天下》：「昔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
通四夷九州也……禹親自操稾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

517
518

同註 18。
唐‧李公佐在《古嶽瀆經》便提到：「……禹怒，召集百灵，搜命夔龙。桐柏千君长稽首请

命。禹因囚鸿蒙氏，章商氏，兜卢氏，犁娄氏。乃获淮涡水神，名无支祁，善应对言语，辨江
淮之浅深，原隰之远近。{……}禹授之章律，不能制；授之鸟木由，不能制；授之庚辰，能
制。鸱脾桓木魅水灵山袄石怪，奔号聚绕，以数千载。庚辰以战逐去。颈锁大索，鼻穿金铃，
徙淮阴之龟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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櫛疾風，置萬國。」519《韓非子‧五蠹》：「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為
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520,《淮南子‧要
略》：「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蔂臿，以為民先。」521這些典籍記錄了禹
為了天下萬民，不惜躬親勞苦，手執工具，與鄉民一起櫛風沐雨，與洪水搏
鬥。最後竟至於形容憔悴，大腿上沒剩下多少肉，小腿上的汗毛都磨光了，其
形象宛如一位茹苦救世的聖人。
2) 因公忘私，
因公忘私，薄己厚禮
大禹為了治水，不惜牺牲自己的妻兒，多次經過家門而不入。這在大部
份的典籍中都有記載。如《列子‧楊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
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522《史記‧夏本紀》：「禹傷先人父
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523《吳越春
秋‧越王無餘外傳第六》：「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掛不顧，履遺不躡。功
未及成，愁然沉思。」524在《孟子‧滕文公上》中更記載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
不入：「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
525 此外，在《論語》、《史記》等典籍中也記載禹因傾全力治水，對自己的
衣飾、飲食是毫不在乎的，但對於祭祀是很重視和謹慎。《論語‧泰伯》：
「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
洫。」526《史記‧夏本紀》：「薄衣食，致孝於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
淢。」527
519

莊子：《莊子‧天下》，載維基文庫網頁：
http://zh.wikisource.org/w/index.php?title=%E8%8E%8A%E5%AD%90/%E5%A4%A9%E4%B8%8B&vari
ant=zh-tw，2009 年 2 月 26 日。
520
韓非子：《韓非子‧五蠹》，載維基文庫網頁：
http://zh.wikisource.org/w/index.php?title=%E9%9F%93%E9%9D%9E%E5%AD%90&variant=zhtw#.E4.BA.94.E8.A0.B9.E7.AC.AC.E5.9B.9B.E5.8D.81.E4.B9.9D，2009 年 2 月 26。
521
522

列子：《列子‧楊朱》，載維基文庫網頁：
http://zh.wikisource.org/w/index.php?title=%E5%88%97%E5%AD%90/%E6%A5%8A%E6%9C%B1%E7%
AF%87&variant=zh-tw，2009 年 2 月 26 日。
523
同註 2。
524
趙曄：《吳越春秋越王無餘外傳》，載維基文庫網頁：
http://zh.wikisource.org/w/index.php?title=%E5%90%B3%E8%B6%8A%E6%98%A5%E7%A7%8B/%E7%
AC%AC006%E5%8D%B7&variant=zh-tw，2009 年 2 月 26 日。
525
孟子：《孟子‧滕文公上》，載維基文庫網頁：
http://zh.wikisource.org/w/index.php?title=%E5%AD%9F%E5%AD%90/%E6%BB%95%E6%96%87%E5%
85%AC%E4%B8%8A&variant=zh-tw，2009 年 2 月 26 日。
526
孔子：《論語‧泰伯》，載維基文庫網頁：
http://zh.wikisource.org/w/index.php?title=%E8%AB%96%E8%AA%9E/%E6%B3%B0%E4%BC%
AF%E7%AC%AC%E5%85%AB&variant=zh-tw，2009 年 2 月 26 日。
527
司馬遷：《史記‧夏本紀》，載維基文庫網頁：
http://zh.wikisource.org/w/index.php?title=%E5%8F%B2%E8%A8%98/%E5%8D%B7002&variant=
zh-tw，2009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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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計劃周全、
計劃周全、統籌得當
禹在治水之前，曾先後親臨各地磡察水情地勢，如《史記‧夏本紀》記載
他：「行山表木，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攆。左準繩，右規
矩」528此言禹進行了立木表記，釐定準繩規矩等調查測量之事。治水之時，禹
的治水工作也相當有計劃和條紊。如在《尚書‧虞書‧益稷》中記載：「弼成
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鹹建五長」529即言禹劃定了五個服
役的地帶，一直到五千里遠的地方，每一個州徵集三萬人，每五個諸侯國設立
一個「諸侯長」，最後由各諸侯長分別領導治水工作。這便使「水患」得以彌
定。
瞭解了大禹治水的基本情節、大禹的神話和英雄特質以後，下文將進一步介
紹和分析魯迅是怎樣對其進行改編：

五、 〈理水〉
理水〉故事簡介
舜的時候出現洪水，鯀治水不成被上頭充軍、由兒子禹接任治水。民間傳
言禹不是真有其人，在文化山上的學者反對和不相信有禹這個人。後來人民看
到治水官員的船，才確定禹真有其人。官員巡視時接見學者和人民代表，回到
他們京後大排筳席。此時，因忙於治水而致滿身泥濘的禹和其隨員突然闖進宴
會，和一臉尷尬的官員討論起治水之法。禹不顧官員反對，決定以「導」來治
水。最後果然成功治水，令百姓的生活好起來，舜賜予玄圭給禹，舜請禹管理
國家大事。皋陶下令要百姓學禹節儉的行為，否則違法。這法令引起商家恐
慌。可禹也漸改變節儉的行為，他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來，是闊綽
的；衣服很隨便，但上朝和拜客時候的穿著，是漂亮的。所以市面仍舊不很受
影響，不用多久，商人們都讚揚禹爺的行為。此後天下太平，百獸來賀。

六、 〈理水〉
理水〉的故事結構：
的故事結構：
全文劃分為四節：

528

《史記‧夏本紀》
孔子：《尚書.虞書.益稷》，載維基文庫網頁：
http://zh.wikisource.org/wiki/%E5%B0%9A%E6%9B%B8/%E7%9B%8A%E7%A8%B7，2009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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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洪水來了一段時間，文化山上的文人學者和鄉人卻爭辯著禹之真
否存在和禹之能否治水等問題。
第二節：禹之存在藉愚人的疙瘩而被證實後不久，水利局官員到訪，但官
員的考察甚是兒戲，文化山上的人和鄉人不僅沒有反映出真實的災情及對救災
提出有用建議，最終更爭取做起巴結權貴的事。
第三節：官員巡視回京後，大排筳席。此時，因忙於治水而致滿身泥濘的
禹和其隨員突然闖進宴會，和一臉尷尬的官員討論起治水之法。禹不顧官員反
對，決定以「導」來治水。
第四節：治水結果取得成功後，舜賜予玄圭給禹，並請他管理國家大事。
最後皋陶下令要百姓學禹節儉的行為，否則違法。而禹改變節儉的行為習慣，
在做祭祀、法事及上朝和拜客穿著上均講究起來，市面和商人們感到大為放
心，天下太平，百獸來賀。
把眾多典籍對禹的書寫與〈理水〉一文的內容、結構作比較，可以發現魯
迅雖然使用不少典籍對禹的書寫素材，但卻談化了禹的神話和英雄色彩：
首先，〈理水〉一文對禹的書寫集中在「治水前」和「治水後」。當中，
魯迅雖然引用了不少典籍裏有關禹的事跡之素材，但是其具體書寫卻相當粗略
和簡化，甚而更有所轉變。如處理禹的捨己為公的素材時，魯迅一開始只作側
寫，並沒有具體展述：「一群乞丐似的大漢，面目黧黑，衣服奇舊。」其後雖
描述道：「禹便一徑跨到席上，在上面坐下，大約是大模大樣或生了鶴膝風
罷，並不屈膝而坐，卻伸開了兩腳，把大腳底對着大員們，又不穿襪子，滿腳
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繭。」但卻沒有言明那是因為「治水」所致，讀者或更感
到禹的孟浪不經、不修邊幅。又如魯迅在使用禹為了治水「過家門而不入」素
材時，卻將其融合到妻子的咒罵聲中：「這殺千刀的！奔什麼喪！走過自家的
門口，看也不進來看一下，就奔你的喪！做官做官，做官有什麼好處，仔細像
你的老子，做到充軍，還掉在池子裏變大忘八！這沒良心的殺千刀！」這便使
禹的英雄形象受到折損，讀者或更感到禹是個事業狂、冷酷的負心漢。因為妻
子追至，他也不見一面，過程中禹甚而沒有半點掙扎矛盾。再如描寫禹為了治
水，曾躬親到水災現場考察，也只是透過對話一筆帶過，沒有言明其中之艱
辛：「我要說的是我查了山澤的情形，征了百姓的意見，已經看透實情，打定
主意，無論如何，非『導』不可！這些同事，也都和我同意的。」
更明顯的是，魯迅把最能表示禹英雄形象和特質的「治水過程」省略不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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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去了「英雄」的「歷險」過程。因而禹在「歷險」過程中解決問題時所表現
出來的英雄特質和神力便沒有在〈理水〉一文中直接表現出來。
此外，對於典籍中，那些有關禹的富神話色彩之描述，魯迅或將之隱去；
如禹的父母來歷和出生、鯀腹生禹等。或只是把到放到百姓的傳言談資之中。
如：鯤變黃熊和三足鼈、禹夜裏化為黃熊疏通河道、禹降伏無支邪等。魯迅沒
有直接套用，而將之作為百姓的談資和傳言，突顯出禹的神力是被虛構和誇大
的，因而禹的英雄形象便大為削弱。
綜合而言，〈理水〉中，禹的形象充滿了「平凡俚俗」之味道，他不再是
神話之中受到百靈相助的大英雄；他不再是高高在上，擁有絕對權威和號召力
的領導者。因為當他決定要用「疏導」的方法治水時，他受到了多方面的反
對。他在〈理水〉中和他的支持者一樣，擁有相同的俚俗之形象和言行。因為
他沒有特別的外貌，沒有賢慧的妻子，而其行為舉止也相當俚俗粗鄙，能口道
「放他媽的屁」530的穢語等等。
筆者認為禹的神話和英雄形象之被削弱，首先是因為在現實生活中，禹根
本不可能是這樣完美和神怪，故魯迅便在改編時作出了調整。但要全面理解箇
中的原因，必須要瞭解〈理水〉的寫作背景和創作目的﹕

七、 〈理水〉
理水〉的寫作背景
〈理水〉一文作於 1935 年 11 月。30 年代，中國備受水患和戰患困擾。
水患方面：當時正是水災頻繁的年代，每到雨季，江河便會氾濫成災。如：
「1931 年夏季，長江，淮河，黃河，漢水相繼氾濫。因堤防失修而洪水氾濫的
省份達 17 個，災民達 1 億人之多；1933 年，黃河再次決口，導致河北、河南、
山東、陝西、安徽及江蘇北部水災嚴重；1935 年的水災，南至廣東，北迄河
北，長江、黃河、珠江三大流域各省，幾乎絕少幸免。」531可是，國民政府的
官僚機構和政客卻「趁機大發横財，或貪污救濟災民捐款，以供自己的任意揮
霍，或把築堤的基金，移作內戰的基金，每每導致援延誤」532戰患方面：30
年代初的中國受到日本的侵略，如 1931 年的「9‧18 事變」和 1932 年的「1‧
28 事變」533。面對國仇家恨，一些「名流学者」、「文化人」，卻在國難當
530

魯迅：《故事新編‧理水》，刊於《魯迅三十年集(4)》，香港：新藝， 1968，頁 56。
劉銘璋：《論〈理水〉—《故事新編》探索之三》，衡陽師專學報，1985 年，第 1 期，頁
25。
532
彭波：《從《〈理水〉看魯迅對《儒林外史》諷刺藝術的繼承與發展》，北方論叢，1994
年，第 4 期，頁 72。
533
「 『9‧18 事變』指：1931 年 9 月 18 日夜，日本關東軍在中國東北炸毀瀋陽柳條湖一段
鐵路，反誣中國軍隊破壞。以此為藉口，炮轟中國東北軍北大營，爆發的一次軍事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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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大發「人口過量」的謬論，或鼓吹「靈性幽默」，或提倡「考古」，或對現
實避而不談，或為統治者開脫罪責；面對這樣的現實政治和文人作風，魯迅充
滿着不滿和痛恨，故〈理水〉的創作目的並不旨在藉治水來塑造或讚頌禹的英
雄形象和事跡，而是藉治水來對時局和時人的進行揭露、針砭和諷刺。
正是如此，細察〈理水〉的內容結構，便可以發現其穿插加入了大量含
有諷刺現實社會的場景或元素：
1. 兩大場景
兩大場景：
場景：
（一）

「文化山」
文化山」

「文化山」是魯迅在〈理水〉一文中插入的重要場景。雖然「文化山」在
神話和典籍中都不存在，但是聯係當時的現實，「文化山」卻有著現實的義
意。因為 1932 年，那時日本已經侵佔東北，華北也危在旦夕；國民黨政府基於
「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準備從華北撤退，同時也計劃把重要的古文物從北
平搬到南京。10 月，北平文教界江瀚、劉複、徐炳昶、馬衡等三十余人向國民
黨政府建議明定北平為「文化城」，其中提到：「因為北平有種種文化設備，
所以全國各種學問的專門學者，大多薈萃在北平……一旦把北平所有種種文化
設備都挪開，這些學者們當然不免要隨著星散。」534而且，北平有很多珍貴文
物，它們都是「國家命脈，國民精神寄託之所在……是斷斷不可以犧牲的」，
此外「北平在政治上、軍事上均無重要性」，故他們要求「政府將一切軍事設
備，挪往保定，明定北平為文化城，使其成為一個不設防的文化區域」，從而
求得北平免遭日軍炮火。魯迅認為這種不抵抗的建議是荒謬的，並寫過不少雜
文予以批判揭露，如《偽自由書·崇實》535、《逃的辯護》等。魯迅把眾學者
和水利局官員安排在「文化山」這個實際不存在、他認為是荒謬的虛擬場景
中，可見魯迅對他們之虛罔和荒謬之諷刺和調侃。

和政治事件，是由日本國蓄意製造並企圖以此來侵略中國、佔領中國領土的事件。『1‧
28 事變』指：1932 年於中國上海發生，是日本於 1931 年『9‧18 事變』後，國民革命軍
為了把日軍由北向南的入侵計畫改變為由東向西，以有利於長期作戰，並且將國際社會
的視線引向中日衝突，而在上海主動發起的一場戰役，時間長達一個多月。」引自網
站：http://baike.baidu.com/view/124652.htm，摘取時間，2009 年 1 月 19 日。
534
1962 年 10 月 6 日，北平《世界日報》。
535

在《崇實》裏，魯迅剝唐人崔顥《黃鶴樓》詩以吊之：「 闊人已騎文化去， 此地空余文化城。 文化一
去不復返， 古城千載冷清清。專車隊隊前門站， 晦氣重重大學生。 日薄榆關何處抗， 煙花場上沒人
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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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水利局」
水利局」
「水利局」同樣是〈理水〉中插入的一個重要場景，但與「文化山」不同的
是，它是現實之中存在的。正如前文曾經提及，在現實生活上，當時的「水利
局」官員不務實業、假公濟私、中飽私囊，故魯迅有意對水利官員大加貶斥，
因此「水利局」被書寫成「藏污納垢」的負面場景。如「水利局」本是一個為
公眾服務的部門，但是魯迅卻讓眾水利局官員在「文化山」上完成所謂「災情
考察」後，在「水利局」中吃喝玩樂、假公濟私起來，這可見作者的用心。此
外，禹與眾官員其後也在「水利局」中爭論治水的方法，而有趣的是魯迅讓水
利局官員將其在「文化山」這個虛擬的地方帶來的虛言罔語帶到這個實境之
中，他們和禹的言行，構成了鮮明的對比，不無反諷。
大體而言，魯迅透過以上兩個一虛一實的場景，書寫出了真假不分的現
實以及眾學者和水利官員荒謬可笑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山」和「水利
局」上發生的人和事，實際是魯迅批判和調諷的核心所在。在敍述過程中，他
們取代了神話和典籍中，自然和妖獸對禹構成的阻碍和挑戰，成為治水過程中
真正最大的阻力與困難。禹所面對的不是自然或超自然力量的困阻，而是庸眾
的否定和羈絆。這便某程度上解釋了魯迅要淡化禹治水時的神話事迹和英雄形
象，因為，所有神力對人事來說，已不具有很大的意義；而且魯迅如此的淡化
和傳言式的處理方法，更突顯出現實中「庸眾」之可怕。
前文簡略地介紹了「文化山」與「水利局」的背景和意義，以下將進一步
分析作者圍繞這兩個場景具體諷刺了甚麼：
1) 對「文化山」
文化山」上的學者的諷刺
首先，「文化山」上的學者無需受「水災」之苦。因為他們能居住在作為
高地的山上，而且也能得到象徵外國的「奇肱國」536之節濟。因此其住和食是
沒有問題的。此外，由於文中明言，由於災荒久了，連大學、幼稚園等教育場
所已沒有了。這又說明他們在文化上擁有權威和優勢。但是諷刺地是，他們除
536

晉代張華《博物志》裏講到：「奇肱國，其民善機巧，以殺百禽，能為飛車從風遠行。」；郭璞
《山海經圖贊》“奇肱國贊”云:「妙哉工巧，奇肱之人!因風構思，制為車輪。」摘取自：
http://hi.baidu.com/%C0%CF%BD%AA%B0%D7%B2%CB%B4%F3%B4%D0/blog/item/4e5e
6d39ffa1652496ddd83a.html，摘取日期：2009 年 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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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滿口媚外的英文外，對「災民」的境況卻無動於衷，他們並沒有想過去接
濟、幫助和教育住在石排和樹上的災民，而任憑「災民」過著以樹葉、水草為
食的困苦生活。更甚的是，他們討論話題只集中在「反禹和否定禹」之中。但
洪水久至，作為居安之士、有知識的學者，討論禹之有無，猜想禹之能否治水
對災情的解決並無用處。而且他們言論也非常虛罔無用，因為它們從邏輯和學
術等意義上都踏不住腳：
在否定禹有能力治水的問題上，魯迅首先設計了一個拿柱杖的學者以其
「遺傳學」的觀點否定禹的治水能力：「闊的人的子孫都是闊人的、壞的人的
子孫都是壞人，所以鯀不成功，他的兒子禹一定也不會成功，因為愚人是生不
出聰明人來的！」但是其言論迅速從邏輯上被推翻，因為一位不拿柱杖的學者
隨即用「舜父親」原初的壞和「舜」的好，對其「遺傳學」的無稽推論進行不
言而喻的攻擊，使得「遺傳學」學者難以自圓其說。
在否定禹的存在問題上，魯迅首先設計了一個名叫「鳥頭先生」的文字學
學者，他用文字考據的角度說明「鯀」和「禹」實質是「魚」和「蟲」，故禹
在現實上根本不存在。但是，另一位學者又隨即指出自己7年前親眼看到「鯀」
在崑崙山下賞梅。這便從邏輯上動搖了「鳥頭先生」的言論。但是，「鳥頭先
生」卻辯稱那是「鯀」名字弄錯的問題，和自己的考據錯誤無關。繼而更花了
27天，在樹上刻出自己的「所謂」的考據證據。但可笑的是，它卻用很小的
「蝌蚪文」寫成，這表明「別人」根本難以明白有關的內容，因為非專業學者
是看不明的。更特別的是，凡要觀看的有關證據的人都要付出「代價」。這二
者便更突出了「鳥頭先生」的虛偽。其後，魯迅又安排鄉民出現，透過鄉民的
言論進而對「鳥頭先生」進行否定。其中鄉民首先指出「人裏面，是有個叫作
阿禹的」；然後又指「禹」是「禺」的簡筆字，「禺」是「大猴子」的意思，
故「禹」便又不是「蟲」，這便最尖銳地突出「鳥頭先生」的所謂文字考究並
不足據。但「鳥頭先生」卻氣憤地辯稱人是沒有叫「大猴子」的。鄉民隨即指
出人可有「阿貓、阿狗」的稱呼，故亦可有叫「大猴子」的人，從而再次推翻
「鳥頭先生」的立論。這時「遺傳學」學者又再次出現，為「鳥頭先生」辯
護，他要鄉人拿出「族譜」來，從而企圖用「遺傳學」的理論來證明鄉民是愚
人，否定其言論。但可笑的是，鄉人根本沒法拿出族譜。這些失敗以後，「鳥
頭先生」又嘗試以別人的贊成信件來證明自己考證。但鄉人又以「鳥頭先生」
的名字否定其言論，「您叫鳥頭先生，莫非真的是一個鳥兒的頭，並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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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這更氣壞了「鳥頭先生」，他甚而要到「皋陶」先生處控告鄉人誹謗。
但滑稽的是，雖然「鳥頭先生」不相信「禹」的存在，但卻相信和「禹」同一
時代的「皋陶」是存在的。如此種種，可見魯迅在此過程中在邏輯嚴謹地逐層
深化對其調侃和諷刺。
可是，魯迅在此事上對學者的諷刺和調侃卻並沒有至此結束，他在第一節
末段和第二節開首之間再次故弄玄虛，寫道「禹究竟是一條蟲，還是一個人
呢，卻仍是一個大疑問。禹也真好像是一條蟲。」其後，這個問題卻靠一個鄉
人頭上的「疙瘩」來確定，「文化山」的諸學者，包括最為固執的「鳥頭先
生」，最後也因此而放棄自己的考據工作，改去搜集民間的曲子了。可是，事
實上那個鄉人並沒有看到禹的真人，而學者卻因此而輕易改變自己的看法，甚
至改變了自己的學術範疇，不無批評針砭意味。
此外，當水利局官員到「文化山」考察的時候，魯迅對「文化山」上的學
者再次作出了批判。他描寫到各學者爭相巴結前來考察的官員，炫耀自己的學
問，卻沒有切身的反映災民的生活苦況。如苗民言語專家更率先告訢水利局官
員現在的災情並不惡劣，認為災民是吃榆葉和海苔就夠了。而研究神農本草的
學者，更以「榆葉裏面是含有維他命W的；海苔裏有碘質，可醫瘰鬁病，兩樣
都極合于衛生。」來說明災民的情況不壞，可是事實上前文提到「讀過松樹身
上的文字的木排居民，十個裏面有九個生了腳氣病。」可見災情並不如其所說
的樂觀，而且所謂食物也非他們所說般美好。因為首先事實上並沒有甚麼維他
命W的東西；其次，「腳氣病」主要因為缺乏維他命B2而致，這便某程度說明
了災民的營養不良。再者，研究神農本草的學者在指責鄉人不肯聽其言將水蒸
餾時，也無意中提到有「數不清的病人」。但這卻又突出其之虛罔，因為當時
眾鄉民均無經濟能力解決食住的問題，又怎可會有錢做起蒸餾來呢？又如有一
位五綹長鬚，身穿醬色長袍的紳士卻又把水災的責任歸咎於鄉民，「水還沒來
的時候，他們懶著不肯填，洪水來了的時候，他們又懶著不肯戽……」但實際
上災害卻是天災而致，而其提出的防治之法實際只是杯水車薪。

由此綜觀魯迅筆下的「文化山」上學者，他們的言行顯示他們只是一伙苟
且偷安的不學無術之士。因為面對影響百姓的洪水，他們不僅沒有利用其特有
的知識思考解決水災的方法，而只是執拗於「禹之有無和禹之能否治水」等眾
多無關痛癢之事，言行虛罔、邏輯混亂、治學不嚴；更甚的是，他們把自我和
鄉民割裂開來，把洪水的責任歸咎於鄉民。水利局官員來訪時，他們更極盡巴
結之能事，帶水利局官員玩樂起來。在其後陳述解決辦法的「公呈」中，鼓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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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精英論，認為「華夏的人口太多了，減少一些倒也是致太平之道。」如此
種種，足見魯迅對這些人的諷刺。
2) 對鄉民的諷刺
除了諷刺「文化山」上的學者外，魯迅也對在「文化山」周圍，住在水排上
的鄉民進行了批判。
a) 水利局官員的考察巡視
對 3 種人進行諷刺：


水利局官員：
水利局官員：

五天的活動：只有兩天是考察，臨末不論賢愚都讓其來個公呈。其餘三天是
休息和玩樂、消閒。
 不理民生、做做樣子、貪污納賄


文化山文人

 爭相獻媚巴結
「剛靠山頂，紳士們和學者們已在岸上列隊恭迎，過了大半天，這才從最大的
船裏，有兩位中年的胖胖的大員出現，約略二十個穿虎皮的武士簇擁著，和迎
接的人們一同到最高巔的石屋裏去了。」
「第三天是學者們公請在最高峰上賞偃蓋古松，下半天又同往山背後釣黃鱔，
一直玩到黃
昏。」
由自己的生活和感受出發，
由自己的生活和感受出發，毫不關心鄉民生活
「災情倒並不算重，糧食也還可敷衍」
「麵包是每月會從半空中掉下來的；魚也不缺，雖然未免有些泥土氣，可是很
肥，大人。至於那些鄉民，他們有的是榆葉和海苔，他們‘飽食終日，無所用
心’，——就是並不勞心，原只要吃這些就夠。我們也嘗過了，味道倒並不
壞，特別得很……」



鄉民

鄉民的膽小愚昩、
鄉民的膽小愚昩、欺侮鄉民
「是四天以前就在開始推舉的，然而誰也不肯去，說是一向沒有見過官。於是
大多數就推定了頭有疙瘩的那一個，以為他曾有見過官的經驗。已經平復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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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疙瘩，這時忽然針刺似的痛起來了，他就哭著一口咬定：做代表，毋寧死！
大家把他圍起來，連日連夜的責以大義，說他不顧公移益是利己的個人主義
者，將為華夏所不容；激烈點的，還至於捏起拳頭，伸在他的鼻子跟前，要他
負這回的水災的責任。他渴睡得要命，心想與其逼死在木排上，還不如冒險去
做公益的犧牲，便下了絕大的決心，到第四天，答應了。」
「鄉民代表」
鄉民代表」不以實情報之
「托大人的鴻福，還好……」他又想了一想，低低的說道，「敷敷衍衍……混
混……」「吃的呢？」 「有，葉子呀，水苔呀……」

「吃得來的。我們是什

麼都弄慣了的，吃得來的。只有些小畜生還要嚷，人心在壞下去哩，媽的，我
們就揍他。」

「我們總有法子想。比如水苔，頂好是做滑溜翡翠湯，榆葉就

做一品當朝羹。剝樹皮不可剝光，要留下一道，那麼，明年春天樹枝梢還是長
葉子，有收成。如果托大人的福，釣到了黃鱔……」
 鄉民巴結官員及鄉民的虛榮劣根性
「所有居民就同時忙碌起來，洗葉子，切樹皮，撈青苔，亂作一團。他自己是
鋸木版，來做進呈的盒子。有兩片磨得特別光，連夜跑到山頂上請學者去寫
字，一片是做盒子蓋的，求寫“壽山福海”，一片是給自己的木排上做扁額，
以志榮幸的，求寫“老實堂”。但學者卻只肯寫了“壽山福海”的一塊。」
b) 水利局
1)回京後的進一步諷刺水利局官員的舉動
1)回京後的進一步諷刺水利局官員的舉動
設宴享樂，但不涉治水的問題

2) 先側面描寫禹出場
「一群乞丐似的大汉，面目黧黑，衣服奇旧」
禹太太抱著孩子出場：「禹太太，這個年頭兒，不大好，從今年起，要端風
俗而正人心，男女有別了。
現在那一個衙門裏也不放娘兒們進去，不但這裏，不但您。這是上頭的命令，
怪不著我們的。」新生活活動之失敗。
禹太太的怨駡
英雄的牺牲或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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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治水的辯論
湮和導之辯論
 湮：
1) 「湮是老大人的成法。‘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老大人升天
還不到三年。」
2) 「況且老大人化過多少心力呢。借了上帝的息壤，來湮洪水，雖然觸了上帝
的惱怒，洪水的深度可也淺了一點了。這似乎還是照例的治下去。」
3) 「干父之蠱」
4) 「別的種種，所謂‘摩登’者也，昔者蚩尤氏就壞在這一點上」
 導：蚩尤的法子
 用傳統禮法、自欺、誘導、潑污水等維持現有，企圖改變禹的意見。
禹：「我要說的是我查了山澤的情形，征了百姓的意見，已經看透實情，打定
主意，無論如何，非‘導’不可！這些同事，也都和我同意的。」



根據神話而輕微改變情節：

a) 鯀借息壤
在古籍中的大禹神話原型中，是鯀偷息壤。在〈理水〉中改成了鯀借息
壤。花白須發的大員說：「況且老大人化過多少心力呢。借了上帝的息壤，來
湮洪水，雖然觸了上帝的惱怒，洪水的深度可也淺了一點了。」537〈理水〉中
的借原本該是偷，筆者認為魯迅是藉此反映水利局官員的刻意忽視舊法之不可
行，因想免卻麻煩而盲目因循舊法，硬說鯀的方法合法和可行，更以自欺的方
法說服人。
b) 鯀被充軍
鯀治水不果，在原神話中都是難逃一死，有的被處死，有的是自殺。但
〈理水〉中改成鯀被充軍，文化山的人還曾看見他們在嘗梅花。筆者認為魯迅
是為了抨擊考據學者的虛偽，而增加了這個情節，以證考據學者為了自圓其說
537

同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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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謠。
c) 結局的部份
 述功
在《史記‧夏本紀》中記大禹治水前後的景象：「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
陵，鄉民皆服於水。 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暐，行山栞
木。與益予眾庶稻鮮食。以決九川致四海，浚畎澮致之川。與稷予眾庶難得之
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眾民乃定，萬國為治。」538在〈理水〉中禹
差不多直接沿用《史記‧夏本紀》這段文字，當中大禹說：「下來了，各地方
成了個樣子。浩浩懷山襄陵，鄉民都浸在水裡。我走旱路坐車，走水路坐船，
走泥路坐橇，走山路坐轎。到一座山，砍一通樹，和益倆給大家有飯吃，有肉
吃。放田水入川，放川水入海，和稷倆給大家有難得的東西吃。東西不夠，就
調有餘，補不足。搬家。大家這才靜下來了，各地方成了個樣子。」539不同的
是，〈理水〉中，大禹的語氣彷彿有所轉變，變得有如向舜邀功。這改變帶有
諷刺意味，指出英雄被捧也難逃變昏庸的結果。


皋陶下令學禹、
皋陶下令學禹、薄己厚禮

在《史記‧夏本紀》中記錄了皋陶下令，要民眾學禹的薄己厚禮的德行：
「皋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540在〈理水〉中差不
多沿用《史記》的情節，不過增加了商家害怕的情節，又把禹的薄己厚禮改
成，他回京前是不對生活講究的，後來才改變。魯迅藉禹治水神話來諷刺皋陶
這些奉承上司的小人、英雄難逃變昏庸：「於是皋陶也和舜爺一同肅然起敬，
低了頭；退朝之後，他就趕緊下一道特別的命令，叫百姓都要學禹的行為，倘
不然，立刻就算是犯了罪……這使商家首先起了大恐慌。但幸而禹爺自從回京
以後，態度也改變一點了：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來，是闊綽的；衣
服很隨便，但上朝和拜客時候的穿著，是要漂亮的。所以市面仍舊不很受影
響」541
在〈理水〉的結尾基本沿用史記夏本紀和論語對禹的評價，是想以皋陶的法
538

同註 2。
同註 3
540
同註 2。
541
同註 3。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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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和禹的改變來諷刺當時的社會:英雄被包圍就會看不清其本相，只有能衝破包
圍就可以就有救，但魯迅還未想到如何衝破，結尾反映魯迅對問題的繼續思考
542

。這是晚年的魯迅對未來既希望又懷疑的態度的反映。

八、 總結
〈理水〉借神話的題材進行創作，透過古人說洋話、現代人穿行古衣冠的
荒誕樣式，達到戲謔的效果。在古今混融之中，我們不僅看到人性在精神氣
質、性格、思想等方面跨越時空地相通，而且也可以感受到魯迅對現實的不滿
和對丑惡的痛恨。
魯迅曾言：「『諷刺』基於要『真實』而不必曾有『實事』」543，在這樣的
要求下，神話故事中被人稱許的「英雄人物大禹」被改寫得更具現實的人性：
他有一個潑辣妻子、他為了事業竟牺牲了妻兒、他在現實中改變了自己原來的
良好作風、治水時的神勇和貢獻被大大削弱。他不再是一個人格的神，而是一
個有承擔常人。而另外故事之中，各種可以具體找到名諱的被魯迅的人，其實
也不必只把他們和真實人物完全對等，因為魯迅最終的目的只是透過他們作為
某一類型人的代表而已。
若以看與被看的角度作切入點，這篇神話的所有人都被審視著和批評著；
而文章的諷刺之巨在於，他增加了不少神話的對立元素：「文人和下人」，
「官員和平民」，「先覺者和庸眾」(如：大禹及其從者和眾水利局官員)、禹
之有無和禹之能否治水、治水方法的湮和導、禹立功回京行為轉變等等。
另外，魯迅面對當時惡劣的現實環境，一方面希望有一個禹式的有承擔、
能改變現實的人；另一方面又感到希望之虛無和懷疑。因為多年的經歷告訴
他，先覺醒的人最終在庸眾的包圍下墮落。544
更有趣地是：原名是叫〈治水〉，後卻改名為〈理水〉545。《古辭辨》指
542

譚湘：〈理水結尾探疑〉，鲁迅研究月刊， 1987 年 07 期，頁 23-26。
魯迅：〈甚麼是“諷刺”〉，轉引自： 吳中杰：《吳中杰評點魯迅雜民下》，上海，覆旦大
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097。
544
魯迅：《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第 1 版，第 8 卷，1991 年，頁 89。
545
據《魯迅日記》24 記載：「夜作〈治水〉訖，八千字。」轉引自：劉銘璋：《論〈理水〉
《故事新編》探索之三》，衡陽師專學報，1985 年 1 期，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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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理」的對象較「治」的對象範圍窄得多，涉及的多是處於紛亂或凌亂狀
態的事物，且治更含有太平、安定之義。
現實的諷刺
 神向人轉變  治水過程被減
 加入大量二元對立的元素
文人和鄉人
官員和非官員
大禹及其從者和眾水利局官員
禹之有無和禹之能否治水
治水方法
禹立功回京行為轉變
對未來之疑慮：
 英雄之墮落
魯迅的性格和寫作時的心態剖析
１． 薄己厚禮
在《論語》、《史記》中記載了大禹治水時傾全力治水，對自己的衣飾、
飲食是毫不在乎的，但對於祭祀是很重視的。《論語‧泰伯》：「菲飲食，而
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546《史記‧
夏本紀》：「薄衣食，致孝於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淢。」547〈理水〉也繼
承了《論語》、《史記》中大禹的形象，營造出大禹治水時專注於治水，薄己
厚禮的形象：「一群乞丐似的大漢，面目黧黑，衣服奇舊。」548

546

孔子：《論語‧泰伯》，載維基文庫網頁：
http://zh.wikisource.org/w/index.php?title=%E8%AB%96%E8%AA%9E/%E6%B3%B0%E4%BC%
AF%E7%AC%AC%E5%85%AB&variant=zh-tw，2009 年 2 月 26 日。
547
司馬遷：《史記‧夏本紀》，載維基文庫網頁：
http://zh.wikisource.org/w/index.php?title=%E5%8F%B2%E8%A8%98/%E5%8D%B7002&variant=
zh-tw，2009 年 2 月 26 日。
548
魯迅：《故事新編‧理水》，載維基文庫網頁：
http://zh.wikisource.org/w/index.php?title=%E7%90%86%E6%B0%B4&variant=zh-tw，2009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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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親身治水
在《莊子》、《韓非子》、《史記》記錄了大禹身為治水大臣，但並沒有高
高在上指揮屬下治水，而是親力親為帶領民眾，以工具治水。如《莊子‧天
下》：「昔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禹親自操稾耜而九雜天下
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549《韓非子‧五蠹》：「禹之王天下也，
身執耒臿，以為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550
《史記‧夏本紀》：「禹乃遂與益、後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
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551
３． 因公忘私
大部份的古籍都有記載大禹治水專注得過家門而不入，如《列子‧楊
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
胝。」552《史記‧夏本紀》：「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
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553《吳越春秋‧越王無餘外傳第六》：「聞樂不
聽，過門不入，冠掛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沉思。」554在《孟子‧
滕文公上》中更記載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
海……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555〈理水〉中也繼承了大禹因公忘私
的形象：「這殺千刀的！奔什麼喪！走過自家的門口，看也不進來看一下，就
奔你的喪！做官做官，做官有什麼好處，仔細像你的老子，做到充軍，還掉在
池子里變大忘八！這沒良心的殺千刀！……」556

549

莊子：《莊子‧天下》，載維基文庫網頁：
http://zh.wikisource.org/w/index.php?title=%E8%8E%8A%E5%AD%90/%E5%A4%A9%E4%B8%8B&vari
ant=zh-tw，2009 年 2 月 26 日。
550
韓非子：《韓非子‧五蠹》，載維基文庫網頁：
http://zh.wikisource.org/w/index.php?title=%E9%9F%93%E9%9D%9E%E5%AD%90&variant=zhtw#.E4.BA.94.E8.A0.B9.E7.AC.AC.E5.9B.9B.E5.8D.81.E4.B9.9D，2009 年 2 月 26。
551
同註 2。
552
列子：《列子‧楊朱》，載維基文庫網頁：
http://zh.wikisource.org/w/index.php?title=%E5%88%97%E5%AD%90/%E6%A5%8A%E6%9C%B1%E7%
AF%87&variant=zh-tw，2009 年 2 月 26 日。
553
同註 2。
554
趙曄：《吳越春秋越王無餘外傳》，載維基文庫網頁：
http://zh.wikisource.org/w/index.php?title=%E5%90%B3%E8%B6%8A%E6%98%A5%E7%A7%8B/%E7%
AC%AC006%E5%8D%B7&variant=zh-tw，2009 年 2 月 26 日。
555
孟子：《孟子‧滕文公上》，載維基文庫網頁：
http://zh.wikisource.org/w/index.php?title=%E5%AD%9F%E5%AD%90/%E6%BB%95%E6%96%87%E5%
85%AC%E4%B8%8A&variant=zh-tw，2009 年 2 月 26 日。
556
同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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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計劃治水
大禹在《尚書.虞書.益稷》也顯得十分有計劃地治水：「弼成五服，至於五
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鹹建五長」557，大禹劃定五種服役地帶，一直到
五千里遠的地方，每一個州徵集三萬人，每五個諸侯國設立一個長，各諸侯長
領導治水工作。
參考書籍：
參考書籍：
1. 魯迅：《魯迅日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
2. 魯迅：《故事新編》，上海：上海文藝，上海魯迅紀念館，1990。
3. 魯迅：《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第 1 版，第 8 卷，1991。
4. 呂微：《神話何為》，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5.

吳中杰：《吳中杰評點魯迅雜文》，上海，覆旦大學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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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附錄一：
記載大禹治水的書籍與理水的情節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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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附錄二：
文化山上的實際指向的幾種人：
1)「
一個拿拄杖的學者」
──優生學
優生學家
潘光旦」
1)
「一個拿拄杖的學者
」──
優生學
家「潘光旦
」
潘曾根據一些官僚地主家族的家譜來解釋遺傳，他認為目前人口太多，應宣揚
優生學。著有《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等書；
 這種人種的差別說，在魯迅的眼裏是可恨的。他一生對窮人予以無限的同
情，並 「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對闊人也是「橫眉冷對」。因此在〈理
水〉中，魯迅把潘之言論為：「闊的人的子孫都是闊人的、壞的人的子孫
都是壞人，所以鯀不成功，他的兒子禹一定也不會成功，因為愚人是生不
出聰明人來的！」讓讀者在其邏輯的謬誤中看出其言論的虛罔。
2) 「鳥頭先生」
鳥頭先生」──考據學家顧頡剛
──考據學家顧頡剛
「鳥頭」這名字即從「顧」字而來；據《說文解字》，顧字從頁雇聲，雇是鳥
名，頁本義是頭。考據學家顧頡剛，他曾據《說文解字》對「鯀」字和
「禹」字的解釋，說鯀是魚，禹是蜥蜴之類的蟲（見《古史辨》第一冊63、
119頁）。另外，顧頡剛也曾在北京大學研究所歌謠研究會工作，搜集蘇州歌
謠，出版過一冊。
這在魯迅看來也是很荒謬的論說，故〈理水〉中除了用顧的名字作為反諷
外，更用沒有文化的鄉人，一來指出「禹」是「禺」的簡筆字，禺又是猴子的
意思。二來又指出自己曾見過禹，道出對顧言論之反諷。其後更加用另一鄉人
的「疙瘩」推翻他這堅信的研究，過程中從神態、言論之強辯對其大加貶損。
3) 胡適和林語堂
文中「伏羲朝小品文學家」的這段話，是對當時林語堂一派人提倡的所謂「語
錄體」小品文的模擬；林語堂主張的「語錄體」，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文言
中不避俚語，白話中多放之乎」（見《論語》第三十期《答周劭論語錄體寫
法》），基本上還是文言。這是一種變相的復古主義。其次，這段話中的「見
一少年，口銜雪茄，面有蚩尤氏之霧」，是影射林語堂醜化進步青年的言論
（林語堂在他的《游杭再記》中有「見有二青年，口裏含一枝蘇俄香煙，手裏
夾一本什麼斯基的譯本」這樣的話。而他和胡適等提倡所謂的文人不用理世事
那麼多，多點「靈性和幽默」。
4) 陳西瀅、
陳西瀅、徐志摩
現代評論派陳西瀅、徐志摩等經常標榜只有他們懂得莎士比亞，如陳西瀅在一
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晨報副刊》發表的《聽琴》中說：“不愛莎士比亞你
就是傻子。”徐志摩在同月二十六日《晨報副刊》發表的《漢姆雷德與留學
生》中說，“去過大英國”的留學生才能“講他的莎士比亞”，別人“不配插
嘴”。稍後的“第三種人”杜衡在一九三四年六月《文藝風景》創刊號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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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劇凱撒傳裏所表現的群眾》一文，也借評莎士比亞來誣衊人民群眾“沒有
理性”，“沒有明確的利害觀念”等等。本篇中這個大員從“愚民”忽然拉扯
到莎士比亞，是作者對陳、杜這類人的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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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理水〉
理水〉的神話改編
黃健強 李家翹
一、 神話與文學
〈理水〉講的是大禹治水的神話故事，而其文類則為小說創作。探討〈理
水〉對神話的處理之前，先簡單掌握神話與文學的關係。袁珂指出神話具有發
展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會慢慢脫離某些元素，而走向文學的階段，成為他
所說的廣義文學，他說：「神話是會發展的，它會逐漸從混沌形態的多學科綜
合體中解脫出來，首先是從宗教的束縛中解脫出來，走向具有文學色彩的自己
的道路。」558王招才則直接指出神話的本身便是文學，「神話由口頭文學進到
成文文學，神話結構內部的文學性更加強化，而神秘性、宗教性逐漸分離、消
失，神話正是通過這種『純化』和『消解』作用，才有越來越多的文學價值和
藝術欣賞功能。」 559 依兩位學者之見，文學與神話本身就有着不可分割的關
係，一指神話是文學的源始，一則指神話本身便是文學——口頭文學與成文文
學。而魯迅的看法則近於袁珂，認為神話是文章之源，魯迅更詳細闡述從神話
到小說的演進過程：「從神話演進，故事漸近於人性，出現的大抵是「半
神」……這些口傳，今人謂之「傳說」。由此再演進，則正事歸為史；逸史即
變為小說了。」560這裏出現了一個從神話到傳說到逸史再到小說的完整過程，
魯迅更指出「在古代，不問小說或詩歌，其要素總離不開神話。」561神話在這
裏成為了小說及詩歌的創作元素。

二、 《故事新編》
故事新編》及〈理水〉
理水〉簡介
《故事新編》
故事新編》簡介

1.

《故事新編》收錄了魯迅在 1922 年至 1935 年間創作的八篇短篇小說。魯
迅指《故事新編》是「神話、傳說和史實的演義」562，以神話、傳說或歷史為
558

王招明選評：《中國現代作家神話作品精選》，（長沙：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1992），頁

2。
559

同前註，頁 443。
〈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載於吳俊編校：《魯迅學術論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頁 214。
561
同前註，頁 215。
562
魯迅：〈《自選集》自序〉,《南腔北調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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