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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提要
鍾馗的故事始見於唐代，其身影遍布多個朝代，包括唐、宋、明及清，更流
傳至今。鍾馗的故事經歷多個朝代，被增補刪減，而較為完整的有：明代的《慶
豐年五鬼鬧鍾馗》，明代萬曆年間（1573 年至 1620 年）1所著的《鍾馗全傳》及
較為人熟悉的清代《斬鬼傳》。鍾馗的故事歷久不衰，研究鍾馗的論文亦多不勝
數，但這些論文集中於探討《慶豐年五鬼鬧鍾馗》及《斬鬼傳》兩個文本為主，
較少研究《鍾馗全傳》這本書，這本書亦是第一本由鍾馗出生，成長，歷險，完
整記載的章回小說。而論文研究主要分析鍾馗由來，文本流變，唐明歷史背景，
或宗教信仰，卻未有從成長小說角度分析，以及《鍾馗全傳》對於鍾馗文本流變
的價值及重要性等方面探討，本文借用成長型小說來探討明代《鍾馗全傳》的價
值。
本文分成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描述鍾馗故事的版本及文本的流變。第二部分
定義成長式小說，並以此觀念分析明代《鍾馗全傳》。第三部分，從諷刺性，人
性化，主題三方面，探討《鍾馗全傳》如何做到開創先河及承上啟下。第四部分，
總結全文，並於附錄收錄鍾馗文本比較、鍾馗圖像，以及文化地位和習俗。

河南省博物館《中國歷史年表》編輯組：《中國歷史年表》（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
，
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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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鍾馗全傳》於明代萬曆年間（1573 年至 1620 年）成書，孫楷第（1898－
1986）於《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中，將《鍾馗全傳》歸納於「卷七，明清小說部
乙，諷喻第四」該章節當中，並記錄小說的原版本為「明刊本。
『日本內閣文庫』
2
明人撰。題『安正堂補正』。」 《小說書坊錄》則記載，「明刻《唐鍾馗全傳》
四卷三十三則」。3現只知《鍾馗全傳》為明人所撰，而全書未曾提及撰者姓名，
謂無名氏所著。明刊本書面頁則署有「書林安正堂補正，後街劉雙松梓行」4，
歐陽健（1941－）考查北京圖書館藏《鍥王氏秘傳知人風鑑源理相法全書》 5，
發現書題「閩建安正堂雙松劉朝琯鋟梓」，考證劉雙松名為朝琯，於明萬曆年間
福建建陽祟化里開設書坊，而安正堂則是其堂號。6《鍾馗全傳》為上圖下文，
圖兩邊皆有題辭。全書一共有四卷，三十五回，皆有回目。除現存於日本內閣文
庫淺草庫的原版本外，近代另有重印本。劉世德（1932－），陳慶浩（1941－）
與石昌渝（1940－）主編的《古本小說叢刊》第二輯7中，收錄與原版本一致的
翻刻本8，侯忠義（1936－）主編的《明代小說輯刊》第三輯收錄的《鍾馗全傳》，
由唐繼珍校點，並加插句讀，是為標點本。本文將以《古本小說叢刊》收錄的翻
刻本作為文本分析，以貼近《鍾馗全傳》之原版本。

圖一、《古本小說叢刊》書影9

孫楷第著：《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頁 197。
王清原著：《小說書坊錄》（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7）
，頁 18。
4
侯忠義主編：
《明代小說輯刊》
（成都：巴蜀書社出版，1999）
，頁 439。
5
王文傑編：《鍥黃氏秘傳知人風鑑源理相法全書》
（臺北：武陵出版社，1988）
。
6
《明代小說輯刊》
，頁 439。
7
劉世德，陳慶浩，石昌渝主編：
《古本小說叢刊》第二輯《鍾馗全傳》
（北京：中華書局，1990），
頁 2013－2168。
8
「照舊本版式依樣翻刻，稱為翻刻本。」參見歐陽健著，
《古代小說版本簡論》
（太原：山西人
民出版社，2005）
，頁 6。
9
《古本小說叢刊》第二輯《鍾馗全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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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馗的故事經歷代流變，長短不一，發展豐富，更成為現代小說的題材，戲
劇的素材。10最初，在宋代沈括《夢溪筆談．補筆談》11只簡單提及鍾馗為明皇
捉鬼，及後在宋代高承《事物紀原》 12開始記載鬼的名字，名為「虛耗」。故事
發展至明代，萬歷年間所成書的《鍾馗全傳》13敘述鍾馗轉生、成長、應試、死
亡、斬鬼的完整經歷，改變成為一本神魔小說，及後至清代《斬鬼傳》 14 加插
大量諷刺元素，鍾馗所斬的妖怪亦成為人鬼，被喻為諷刺小說。本文以明代《鍾
馗全傳》作為研究對象，原因有二：
首先，明代萬歷年間所著的《鍾馗全傳》敘述鍾惠夫婦晚年求子，鍾馗本為
武曲星，下凡轉生為鍾惠妻吞紅日而生。故事由其出生成長開展，至入館從師，
鍾馗多次應試，本來得中狀元，卻因唐王罷其前職，故怒而觸死金階，後至陰間
成為掌理陰陽降妖元帥，從而展開歷險故事，遊走地府人間，到處斬妖除魔。
《鍾
馗全傳》是第一本章回小說完整敘述了鍾馗出生，成長，歷劫的故事。歷代有關
鍾馗故事單純以片段式記載鍾馗為唐明皇去瘧病，並沒有提及鍾馗的成長，考取
科舉及遊歷天下斬妖的經過，故《鍾馗全傳》可算是大幅度增添及改編原來的故
事情節。此小說除上承了《慶豐年五鬼鬧鍾馗》的故事情節，與此同時，更為清
代《斬鬼傳》的故事定下了理想的藍圖及基石，故有相當高的歷史及研究價值。
第二，由於《鍾馗全傳》原書一直藏於日本內閣文庫淺草文庫15，加上長期
沒足本在中國流傳，令此書較少受到關注，故以此書為題作學術研究的論文較
少。相反，學者研究主題大多環繞鍾馗的由來、歷史上的真確性、鍾馗小說演變
及清代《斬鬼傳》。就如鍾興永的〈鍾馗研究述論〉 16，研究鍾馗與鍾姓族譜的
關係；劉燕萍的〈鐘馗神話的由來及其形象〉17，主要探討鍾馗來源的真確性比
較及形象的改變；張虹的〈鐘馗小說与鐘馗形象漫議〉18，則以時間順序研究鍾
馗小說的演變及並點評了各小說的價值，當中簡略地提及《鍾馗全傳》一書；胡
勝所寫的〈從侈談神怪至挪揄世態－鍾馗系列小說的演變〉19，集中討論《鍾馗
全傳》
、
《斬鬼傳》及《平鬼傳》三者的差異及各小說所表達主題，當中的論點可
借鑑，但作者側重批評《鍾馗全傳》藝術效果，未及全面；其他論文大多以《斬
鬼傳》作為分析文本，如郭志強的〈對中國古代諷刺小說研究的重新審視－從傳
以鍾馗為題材的小說有：周濯街：《鬼中豪傑──鍾馗》
（北京：團結出版社，1995）
；電影有
《鍾馗伏魔：雪妖魔靈》
（製作地區：中國；公映日期 2015 年 2 月 19 日，趙天宇、秦溱等編，
鮑德熹導，陳坤、李冰冰、趙文瑄、楊子珊等主演）
11
沈括著；胡道靜校證：
《夢溪筆談校證》
（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0）
，頁 986－987。
12
高承撰；李果修訂：
《事物紀原》（北京：中華書局，1989）
，卷八，頁 427。
13
《古本小說叢刊》第二輯《鍾馗全傳》
，頁 2013－2168。
14
劉璋著：《斬鬼傳》（山西：北岳文藝出版社，1989）
，頁 6－192。
15
《明代小說輯刊》
，頁 439。
16
鍾興永，〈鍾馗研究述論〉，
《雲夢學刊》
，2014 年第三十五卷第五期，頁 37－39。
17
劉燕萍，〈鍾馗神話的由來及形象〉
，《宗教學研究》
，2001 年第二期，頁 35－40。
18
張虹，
〈鍾馗小說與鍾馗形象漫議〉
，《明清小說研究》，1995 年第一期，頁 123－129。
19
胡勝，
〈從侈談神怪至挪揄世態－鍾馗系列小說的演變〉
，《社會科學輯刊》，1997 年第一期，
頁 134－138。
221
10

播角度看〈斬鬼傳〉的影響〉 20、沈漫濤的〈以鬼喻人 諷世明道－淺談《鍾馗
斬鬼傳》〉21等，上述著作較少論及本文選取的文本。因此，本文期望以成長小
說的理論，嘗試以另一個角度深入分析《鍾馗全傳》此小說。
本文會集中討論《鍾馗全傳》，作為第一本有關鍾馗的章回小說，以見其價
值，再將《鍾馗全傳》置諸其他的鍾馗文本中討論，以見其傳承上的重要性。下
文將先簡介鍾馗故事於歷代的版本及成長小說的定義，及後再利用成長小說的結
構原型分析《鍾馗全傳》。

二、鍾馗故事流變
在深入分析《鍾馗全傳》前，本節先簡介鍾馗故事於歷代的版本的演變。鍾
馗最早見於西晉的《太上洞淵神咒經》中的〈斬鬼第七〉22，後至唐代周繇的《夢
舞鍾馗賦》及敦煌《兒朗偉》驅儺文，兩文分別簡略地言明了鍾馗的形象及驅鬼
原因和情節。
《夢舞鍾馗賦》形容鍾馗「長髯」
、
「短髮於圓顱，危冠欲墜」
，唐明
皇得「瘧」病，夢到鍾馗後，「袪沉痾而頓愈」
，並描述了鍾馗跳舞驅疾23。敦煌
《兒朗偉》驅儺文則描寫鍾馗對付「鬼子一群群」
，
「並頭上放氣，董攝肋折，抽
卻筋，拔出舌，割卻唇」24，初步描述了鍾馗斬鬼的特徵。

郭志強，
〈對中國古代諷刺小說研究的重新審視－從傳播角度看《斬鬼傳》的影響〉
，
《社會科
學輯刊》
，2006 年第二期，頁 191－194。
21
沈漫濤，〈以鬼喻人 諷世明道－淺談《鍾馗斬鬼傳》〉，
《明清小說研究》
，1995 年第一期，頁
130－135。
22
《太上洞淵神咒經》〈斬鬼第七〉
，見黃永武編：
《敦煌寶藏》
，（臺北：新文豐出版社公司[1981
－1986]）
，第 120 冊，頁 480，香港大學圖書館電子資料庫。
23
周繇，
《夢舞鍾馗賦》
，刊於《欽定全唐文》
（臺南：經緯書局，1965）
24
黃征，吳偉：
《敦煌願文集》
，岳麗出版社，1995 年，斯二 O 五五，
《兒郎偉》驅儺文，頁 963
－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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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鍾馗鎮鬼圖25

至北宋時代，鍾馗進一步擁有較為清晰的形象。在沈括的《夢溪筆談．補筆
談》中，鍾馗的身份首次被記載，為「武舉不捷之士」
，
「衣藍裳，袒一臂，鞹雙
足」
，而且文本更進一步描繪了小鬼的裝扮，
「衣絳犢鼻，屨一足，跣一足，懸一
屨」，亦生動地記載了小鬼的行動：「竊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遶殿而奔。」26，
明顯比較唐代時期的版本，加插了細節。至宋代高承的《事物紀原》及明代陳耀
文的《天中記》，鍾馗故事情節更加豐富，兩文皆言他「應試不捷」、「觸殿階而
死」，而小鬼也有了「虛耗」之名，鍾馗故事在此處已開始定型，並大概固定了
後代對於鍾馗身份的描寫及捉鬼斬鬼的主因。 27 就如明代萬歷年間的宮廷雜劇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28、同年間出刊的《鍾馗全傳》29及至清代劉璋的《斬鬼
傳》30，三個文本皆在鍾馗的身份以及為唐明皇捉鬼兩方面，承襲了宋代及明初
有關鍾馗文本的原形，但三大文本在主題上、情節上，卻比以往的鍾馗故事有更
多的突破及側重點。（詳見附錄一：文本對照表）以下簡表，順序排列鍾馗故事
的流變。

李舒雲等繪：
《鍾馗──名家道釋人物圖》
（福州：海潮攝影藝術出版社，2004）
，頁 6。
《夢溪筆談校證》
，，頁 986－987。
27
《事物紀原》，卷八，頁 427；陳耀文：
《天中記》
（揚洲：廣陵書社，2007）
，卷四，頁 127。
28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刊於《孤本元明雜劇》（臺北：臺北商務印書館，1997）
29
《鍾馗全傳》
，頁 2013－2168。
30
《斬鬼傳》一至十回，頁 6－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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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馗故事流變簡表

朝代

鍾馗故事

西晉

《太上洞淵神咒經》〈斬鬼第七〉

唐

伯三五五二號敦煌《兒郎偉》驅儺文

唐

斯二零五五號敦煌《兒郎偉》驅儺文

晚唐

周繇《夢舞鍾馗賦》

北宋

沈括《夢溪筆談．補筆談》

宋

高承《事物紀原》卷八

明萬歷年間

陳耀文《天中記》卷四

明萬歷年間

明代宮廷雜劇《慶豐年五鬼鬧鍾馗》

明萬歷年間

《鍾馗全傳》
（最早的鍾馗章回小說）

清

張大復《天下樂》31

清

劉璋《斬鬼傳》

三、理論：成長小說、英雄歷險
成長小說（Bildungstoman）是常用作剖析文學作品的文學理論。其中，我
國四大名著之一的神魔小說《西遊記》32，學者就多用成長小說角度分析孫悟空
的心路歷程，以及經歷七七四十九難後，心靈上的啟悟33；而《聊齋誌異》34中
的部分篇章，亦可以用成長小說的方式分析，就如《錦瑟》35一篇描述弱夫王生

董康：
《曲海總目提要》
（臺北：新興書局有限公司，1958）
，
《天下樂》
，頁 1033－1036。
《西游記》是中國四大名著之一，記述了唐三藏、孫悟空、八戒與沙僧到西域取經的故事。原
文可見(明)吳承恩著；陳先行、包於飛校點；
《西遊記》(李卓吾評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33
以成長小說理論分析《西遊記》的論文，參見侯素琴：
〈中德經典成長小說中的自由觀之比較〉
，
《社會科學家》
，第八期（2012 年 8 月）
，頁 109－112；施戰軍：
〈論中國式的成長小說的生成〉，
《文藝研究》，第十一期（2006 年）
，頁 4－11。
34
《聊齋誌異》為（清）蒲松齡所著，作品有五百篇左右，故事反映社會及政治的黑暗為主。
版本甚多，有鑄雪齋抄本、二十四卷本、青柯亭本、會校會注會評本等。原文可見（清）蒲松齡
著；張友鶴輯校，
《聊齋誌異》
（會校會注會評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5
《聊齋誌異：會校會注會評本》
，頁 1682－1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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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悍妻蘭氏傭勞，生不如死，及後至給孤獨園經歷天魔之劫及勇的試煉，脫胎換
骨，回家重掌一家之主的位置。在成長小說中，主人公會經過試練或困難任務，
令心靈上得以啟悟，最後回歸。本文將以此理論分析《鍾馗全傳》一書。以下先
就成長小說一詞的定義作詳細解釋。
成長小說，源自德語（Bildungsroman），出自十八至十九世紀初，具有「修
養」
，
「發展」
，
「成長」等意思。36 在眾多成長小說作品中，哥德(J.W Von Gothe)
的著作《威廉．邁斯特的修業時代》(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37，被公認為成
長小說的典範及原形。 38 故事描述主人公威廉．邁斯特醉心於戲劇藝術，因此
加入流動劇團四處演出。主人公在遊歷中認識了不同伙伴，同時在演戲中取得經
驗，身心皆有所啟悟及成長。最後他領悟到自己的使命，有感需要透過劇院教育
人民，提高人民的民族意識。歌德選擇著墨於個人意志與社會責任兩者調和，故
此該小說成為了成長小說中的經典之作。其實成長小說的形式早在中世紀時期己
形成了初型，如德國騎士史詩《帕爾齊伐爾》就敘述了主人公帕爾齊伐爾從犯錯
至達到至善的精神層面上的演變。 39 德國人民在很久以前已經開始追求哲學上
的思想及意義，他們「解剖精神自我，探索人生價值，思考生存意義，尋求生活
理想」40，這正正是成長小說探討的中心內涵，故其在德國文學史上享有重要地
位，其後亦成為歐洲普遍的寫作題材及模式。
「成長小說」的故事有既定的模式或故事原形，買琳燕說：「主人公獨身踏
上旅程, 走向他想象中的世界。由於他本人的性情，往往在旅程中會遭遇一系列
的不幸在選擇友誼、愛情和工作時處處碰壁，但同时又絕處逢生，往往會認識不
同種類的引領人和建議者，最后經過對自己多方面的調節和完善, 終於適應了特
定時代背景與社会環境的要求，找到了自己的定位。」41 除了以上的故事模式
外，何冠驥亦概括了成長小說的內涵，他指出：「成長小說的故事，就是主人公
的啟蒙歷程（a process of initation）。故事的主人翁從一個比較上無知的階段（a
stage of innocence ）， 最 後 達 到 一 個 （ 比 較 上 ） 有 經 驗 的 階 段 （ a stage of
experience）。」42簡而言之，就是主角從無知脫變至成熟的一個歷程。
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ell）則在其著作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張國龍，陳暉，〈成長的背叛、救贖及其他 ─ 《追風箏的人》對成長的深度描寫〉，《中國圖
書評論》
，2006 年，第 5 期，頁 27－31。
37 Von Goethe, Johann Wolfgang, Wilhelm Meister’s Apprenticeship - The Essential Goeth,
(Princeton: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371-750.
38
Franco Moretti, The Way of the World – The Bildungsroman in European Culture (London: Verso,
1987), pp.3.
39
徐秀明，葛紅兵，〈成長小說的西方淵源與中國衍變〉，《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版）
，2011 年第一期，頁 82－93。
40
余匡复，《德國文學史》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
，頁 31。
41
買琳燕，〈走近成長小說─成長小說概念初論〉，
《解放軍外國語學報》
，2007 年第四期，頁 97
－99。
42
何冠驥，
〈浪漫的反烏托邦式的「成長小說」─ 論張賢亮的《綠化樹》與《男人的一半的女人》〉
，
《中外文學》20 卷 6 期，1991 年，頁 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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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sand Face）43以成長小說理論分析神話及故事中英雄的經歷，當中就提及英
雄（主人公）的成長必須經過歷險的召喚，「象徵命運已在召喚英雄，並把他的
精神重心從他所在社會的藩籬，轉移到未知的領域。這種寶藏與危險並存的致命
地帶，可以遙遠的地方、森林、冥府、海裡……但它總是一個充斥怪異多變的物
體、無法相像的折磨、超人的行為和極樂的地方。」44鍾馗在《鍾馗全傳》中正
是從上帝手中接受試煉，轉移到冥府、天界與人間歷險，磨練其身心意志。
總括而言，成長小說敘述了主人公的成長過程，在歷險或人生的旅程當中，
遇到不同的歷劫及困難，但主人公最終會一步步探索自己的人生意義及建立自
我。成長就是種自我反省直至性格成熟的階段45。主角得到思想上的啟蒙，從而
由無知的狀態，轉變成為具有一定生活經驗的人，得以面對社會環境，《鍾馗全
傳》中描寫的正是鍾馗的成長及歷練的經過。

四、鍾馗的成長
《鍾馗全傳》一書，鍾馗由入館從師，擁為仕之志，上朝應試時，獲上帝賜
筆劍，斬妖除魔，其後應試不捷，最後憤而觸死金階。面對社會上的黑暗，及人
間種種善惡，鍾馗嫉惡如仇，堅持以鋤強扶弱為己任。鍾馗在成長的旅程中經歷
不同磨練，令其身心皆有所轉變及成長，故《鍾馗全傳》可以被視為成長小說。
1. 成長的前階段──降生、轉世與缺點
鍾馗在下凡前，乃天上界的武曲星。
《鑄鼎余聞》卷一記載：
「斗第四星為文
曲，卯酉生人所屬。斗第六星為武曲，丑未生人所屬。」46文曲與武曲都是掌握
功名的星神，文曲星本來只是指文昌星，而武曲星是由前者演化出來，民間稱呼
才高八斗的士人，為文曲星下凡。47 明代楊儀《高坡異纂》卷中〈唐文〉記載，
主人公唐文乃文曲輔星下凡，
「文名傾海內」
，長大後果然中進士，當中提及「凡
貴星有謫者，法當聰慧，大魁天下。」 48 鍾馗正是受上帝旨意，轉世為鍾惠夫
婦之子，自幼天資聰敏，長大後更是文采飛揚。
「轉世」乃是佛教觀念，是當一個生命完結，其靈魂按照因果報應的定律，
投胎成為另一個新的生命。49佛家相信三世之說，有過去世、現在世及未來世，
Joseph Campell 著，朱侃如譯：
《千面英雄》（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千面英雄》，頁 58。
45
Burton Melvin Bradley, The Aesthetics of Growth: A Study of the Bildungsroman in
Twenieth-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 (PHD Dissert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1986), p.3.
46
李一氓：《藏外道書》第 18 冊（中國：巴蜀書社，1992）
，頁 571。
47
呂宗力，栾保群著：
《中國民間諸神》
（上冊）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頁 90。
48
（明）楊儀（1488－1564）
，
《高坡異纂》
（台北：新興書社，1988）
，頁 33。
49
孫遜，
《中國小說與宗教》（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
，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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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迴轉世的概念就貫穿三世之中。50明代小說中，就有不少這類例子。明代《剪
燈新話》的〈愛卿傳〉中，愛卿在他界的助力之下，「冥司以妾貞烈」，「托為男
子」
，愛卿輪回轉世後，成為一位男子。51 明《喻世明言》中〈明悟禪師趕五戒〉，
明悟與五戎兩人交情深厚，五戒死後下一世成為蘇東坡（1037－1101），而明悟
則轉世成為佛印，經常陪伴在蘇東坡左右。52
成長小說中的主角，往往會處於有待磨練的階段，性格總有改善之處，其後
經歷了一番歷練，得以成長。就如〈養龍人師門〉一文，師門的不成熟及叛逆，
就是他的成長前階段。 53 鍾馗入館從師，學習諸子聖賢之書，經歷考取科舉的
人間生活。他的定性不足，他的固執倔強，注定其經歷一場成長的旅程。
鍾馗的稚氣，可以透過他與學館中的朋友的互動與遊玩，從中得悉。雖然文
中作者多次表達鍾馗全心向學，就如〈鍾馗入館從師〉一章中，面對鄒先生的問
題，
「諸生默然無語，惟鍾馗遽爾對曰：
『旨哉，夫子之言乎！』」54 可見鍾馗的
悟性超群。其後更描寫他「日就月將，學有益進」55，
「潛心於學，無時少倦焉。
忽一日，先生不在館中，諸生博弈，競相戲謔。馗佯不知。」 56 可見鍾馗比起
同輩更專心向學，並沒有因老師不在書館中，便跟隨其他同學玩樂。始終鍾馗年
紀尚幼，仍有稚氣，容易受朋輩影響。時至端陽佳節，「河中競鬬龍舟。士女紛
紛觀玩，諸友背師邀馗同遊。」 57。（〈遊玩龍舟〉）各書生欺瞞先生到河旁觀賞
龍舟競賽，鍾馗亦有一同前往，可見他定性不足，最後受到先生的責備。

蘭小雲，賈東麗，〈佛教文化與《剪燈新話》〉
，《遵義師範學院學報》
，2005 年第一期，頁 30
－33。
51
周夷校注：《剪燈新話》外二種，卷三，〈愛卿傳〉，頁 74。
52
馮夢龍，《喻世明言》
（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1997）
，卷三十，〈明悟禪師趕五戎〉
，頁 395
－409。
53
劉燕萍，
〈神話、成長與復生－論也斯〈養龍人師門〉〉
，
《文學論衡》
，第 27 期，2015 年 2 月，
頁 15－23。
54
《鍾馗全傳》，頁 2026。
55
同上。
56
《鍾馗全傳》，頁 2027。
57
《鍾馗全傳》，頁 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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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遊玩龍舟〉58

除了稚氣外，鍾馗雖然擇善固執，但其固執倔強的性格亦成為他人生中最大
的缺點。鍾馗應試不捷，羞於回鄉面見父母，決心前往終南山苦讀。僕人多次開
解勸說：「諺云：『留得青山在，何愁無柴燒。』」 59僕人指鍾馗應試不捷，並非
其一己之過，而是因「窮通有命，富貴在天。今相公不中，時也，命也，運也，
何必如此介意。」60僕人解釋要中舉，除了靠學問外，有時亦需要些時運，可惜
鍾馗固執至極，不肯聽取。僕人又說以利害，期望以親情打動鍾馗，令其回心轉
意，僕人說：「及離家兩月之餘，老爺、夫人在家懸懸而望，況相公獨自一人，
上無兄之可倚，下無弟之可托，誰問寒暑，誰供甘旨？」61 （〈赴試不捷〉）鍾
馗久久不歸，只會令父母憂心。百行以孝為先，鍾馗飽讀詩書，卻不明白這道理，
執意不返，皆因鍾馗對於中舉的執著，勝於一切，僕人屢勸無效，也不好再勸。
鍾馗的堅持，本是好事，但故事中卻因其固執最後卻令妻子秀英及自己身受不可
挽回的傷害。其妻秀英「聞鍾馗不回之音，未免有傷春之意，朝夕憂悶，遂或一
疾，百醫不治，旬餘而死。」62（〈超度秀英〉）秀英得思念之病，抑鬱成疾，最
後更因此病故，一切皆因鍾馗的執著及固執一手造成。如果鍾馗聽取僕人的勸
告，先回鄉探望父母及秀英，來年再寒窗苦讀，根本不會造成如此悲劇，可說鍾
馗間接導致其妻秀英死亡。這便是鍾馗在成長中犯下最大的錯。

同上。
《鍾馗全傳》，頁 2083。
60
《鍾馗全傳》，頁 2084。
61
《鍾馗全傳》，頁 2085。
62
《鍾馗全傳》，頁 2093。
58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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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超度秀英〉63

除了害死秀英外，鍾馗更死於自己的執念，故事描述鍾馗「忝中狀元，因唐
王罷其前職，觸死金階」64。他被唐王棄用，衝動之下，竟然自殺而亡，可是他
沒有考慮到自己就此死去，高堂之上，仍有父母在世，該由何人照顧？更悲慘的
是，他的父母聽到鍾馗死亡的消息，「肝腸盡裂，一齊昏悶而死」 65。（〈鍾馗登
天〉）66 鍾馗的固執不只害死自己，更連累了他身邊的人。
鍾馗的稚氣、執著、固執，令其犯錯。這卻是成長小說的一大特點，正正是
主人公會犯錯，令他反省及改善自身缺點，這是成長的必經階段，只有經過一番
磨練，他的身心才會經歷成長。
2. 試煉
主 人 公 得 以 成 長 ， 必 須 要 經 過 一 連 串 試 煉 的 洗 禮 67 。 就 如 《 金 驢 記 》
（Metamorphoses）68中賽姬為了尋找她的愛人邱比特，經歷維納斯的多個試煉：
分豆、取金羊毛、從不眠龍怪看守的冰冷噴泉取水。69 在中國神話中，《詩經．
大雅．生民》中就記載了后稷兒時經過三次被棄的試煉：「誕置之隘巷，牛羊腓

《鍾馗全傳》，頁 2096。
《鍾馗全傳》，頁 2097。
65
同上。
66
〈鍾馗登天〉此篇目已佚，故以題辭作篇目。
67
《千面英雄》，頁 100。
68
賽姬與邸比特的故事收錄於由阿普列尤斯所著的《金驢記》中，參見劉黎亭譯：
《金驢記》
（上
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
，頁 146－150。
69
除古典神話中，現代童話故事中的主人公亦會經歷考驗及試煉，就如格林童話中的《漢賽爾
與葛麗特》
（Hänsel und Gretel）
，又稱《糖果屋》
，漢賽爾與葛麗特經歷兩次被繼母遺棄，並於林
中遇見巫婆，兩人險被殺，最後主角二人成功戰勝試煉。參見：Wilhelm and Jocob Grimm 著，
魏以新譯：
《格林童話選》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
，頁 3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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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之。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誕置之寒冰，鳥覆翼之。」 70 后稷三次大難不
死，並長大成人，教導人民播種農藝，成為民族英雄。 71 鍾馗在《鍾馗全傳》
亦需要多次戰勝難關，從中得以成長。
（一）、 科舉與權威
《鍾馗全傳》一書中，科舉的試煉，加上唐王與鍾馗的對立，令鍾馗成長。
唐王，乃一國之君，代表了不可反抗的絕對權力。在中國神話故事中，主人公往
往需要面對強權或權威，反抗命運。如《山海經．北山經》中的精衛填海的故事：
「女娃遊於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於東海。」72精
衛溺死於東海，死後化為一隻神鳥，每日口銜石頭與樹枝投於東海，被視為對強
者與天命的反抗。此外，
〈養龍人師門〉
，主人公師門面對的就是坐擁大權的孔甲，
二人對養龍的方法上，存在重大分歧，最後導致師門的反叛及二人的衝突。73 在
《鍾馗全傳》中，唐王就是擁有權力，主宰一切的上位者，鍾馗面對的正是高高
在上的擁權者的干預。
唐王在《鍾馗全傳》中，乃人界之中最高權力的人。唐王身為權力機關的最
高者，可以單憑個人喜惡，改變制度，並輕易改寫士人命運。鍾馗雖然首次上京
考取功名，名落孫山，決心在終南山苦讀，最後「忝中狀元」，卻「因唐王罷其
前職，觸死金階。」74由鍾馗中舉被罷免，憤而自殺的情節，可見唐代書生對科
舉的重視，高中狀元可謂士人的終生抱負。王保定《唐摭言》記載：
「三百年來，
科第之設，草澤望之起家，簪緩望之繼世。孤寒失之，其旗餒矣；世祿失之，其
族絕矣。」75 中舉之所以為士人的夢想，皆因此為脫貧起家的不二法門，同時
更可名揚天下，光宗耀祖。
《通典》記載：
「進士為士林華選，四方視聽希其風彩，
76
每歲得第之人，不浹辰而周聞天下。」 除得名氣外，更可得到官位，進士及第，
多授以九品上階或下階之位。 77如《舊唐書》中記載王無竟於儀鳳二年間（677
年）及第，「初應下筆成章舉及第，解褐授趙州樂城縣尉」 78。除此之外，科舉
及第更可享有免去賦役。唐敬宗（809 年－827 年）
《寶歷元年正月南郊赦文》提
及：
「天下州縣，各委刺史、縣令，招延儒學，明加訓誘，名登科第，即免征役。」
由此可見，金榜提名有諸多好處，士人趨之若鶩，期望衣錦還鄉。
方玉潤，李先耕編：
《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1986）
，頁 503。
周玲，
〈英雄的通過儀式：試煉與考驗 ─ 后稷被棄的原型解說〉
，
《赤子．文化產業論壇》
，2015
年第 1 期，頁 72。
72
郭璞著，《山海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頁 43。
73
也斯：《養龍人師門》（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師門成長的討論，參見劉燕萍，〈神
話、成長與復生－論也斯〈養龍人師門〉〉
，《文學論衡》，第 27 期，2015 年 2 月，頁 15－23。
74
《鍾馗全傳》
，頁 2097。
75
王定保：《唐摭言》（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1978）
，頁 97。
76
杜佑：
《通典》
（中華書局，1984）
，卷 15，頁 84。
77
吳宗國編著：
《唐代科舉制度研究》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頁 82。
78
《舊唐書》卷一零一《薛登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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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馗的入仕之路，經歷三次挫敗，面對命運與強權的干預，他成長歷程，可
謂艱辛至極。《鍾馗全傳》中的鍾馗，被塑造成「天資敏捷，穎悟天然」 79的優
生兒。文中寫道，鍾馗自小在書堂受教，其父鍾惠「將汝送入書堂，從師肄業」，
他「日就月將，學有進益。外人無不敬羨，諸友無不畏服」，更受到鄒老先生唸
詩贊賞，「後生可謂不可欺，超出尋常世所稀。萬里鵬程須有分，脫卻布衣換紫
衣。」80除了天資外，鍾馗亦潛心於學，更對同輩說：「聖賢學問，無不自勤苦
中來，未有惰而能成其事者也。」81鄒先生考核諸生上下對聯，亦只有鍾馗一人
對上。南華先生閱覽鍾馗所寫的文章後，更加以稱讚，「真天縱之奇英，士林之
翹楚。有此才能，取功名如拾草芥矣。」82得到兩位先生極高的讚賞，前文又描
述鍾馗才高八斗，想他必定能取得功名，可是令人意外的是，鍾馗在首次應試，
竟然榜上無名。鍾馗在此第一次受到挫敗，亦是成長的路程上，考驗他心智與堅
持的一個重要試煉。
鍾馗面對第一次的失敗，未有放棄，前往終南山苦讀，沒有想到未婚妻秀英
卻因為他落榜久久不歸而抑鬱病死，鍾馗在追尋夢想之路中再一次受到打擊。鍾
馗「號泣不絕，痛徹心髓」，「今生兮誓不再娶，惟靈兮早升天堂」83。鍾馗背負
著害死未婚妻之名，而父親亦期望他「耀宗祖，光門庭，上則竭忠於王室，下則
施澤於黎元」84，加上自小天資聰敏，備受讚揚，在眾多壓力之下，似乎中舉必
需要志在必得。可是當第二次科舉取得功名後，卻被唐王無理取消狀元資格，
「因
唐王罷其前職，觸死金階。」85是為他入仕之路的第三次的挫敗，也是他人生中
最大的試煉。
古時在皇權的干預下，士人下第，難以再有機會中舉。就如蘇州進士王偃寫
《邇英延講藝詩》86雖奏名甚高，卻因被皇帝黜落，二十年後始中舉，卻在中舉
不久後離世。87可見，御前下第，基本上已主宰考生以後在試場上的命運。鍾馗
在應試中面對兩次的挫敗，依然能夠堅持下去，足以證明他在試煉中建立堅定的
意志及耐性。可是，面對上位者的欺凌，他見證官場的黑暗，皇帝的昏庸，他憤
憤不平，當然不接受這荒唐的下第，因此「觸死金階」。雖然他的衝動而亡，間
接令自己的父母及妻子離世，被視為鍾馗人生中再大的「錯」，但他以死亡反抗
強權的無理，同時亦強烈表達了對醜惡而污穢的官場的控訴。鍾馗以自身的死
亡，反抗了權威，同時亦違逆了不合理的干預，他並非盲目地向腐敗的朝廷低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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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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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027。
8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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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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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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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邇英延講藝詩》收錄於（宋）司馬光，
《溫公續詩話》
，撰寫時間為 2018 年 3 月 31 日 01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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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雲，
〈論唐代科舉考試中的極權干預〉，
《飛天論壇》，2012 年，第 12 期，頁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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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肯定自我，亦算是身心的一大成長。
（二）、 斬妖與人世
鍾馗除了反抗強權之外，在成長的過程，更多的是與妖魔鬼怪對抗的試煉。
鍾馗除魔斬妖，為民除害，可見其年紀輕輕，經已英勇果敢。最典型的例子，便
是鍾馗挑燈夜讀，卻在書院中遇見「群妖叢雜」
，
「忽見笙歌亂擁，又見人影甚多，
88
毫光滿地，燦爛遍天」 。雖然鍾馗得到玉帝所賜筆劍，卻未曾使用，未知筆劍
神力，加上年紀尚小便遇見眾鬼，竟然毫不懼怕，換著其他人必定嚇破了膽。鍾
馗反而問眾妖怪：
「汝等何方妖魅？」89，更訓示各妖：
「汝等毋傷生靈，毋損六
畜，如不聽命，碎尸萬斷，悔之晚矣！」90，更突出了鍾馗英勇、大膽和嫉惡如
仇的性格。（〈帝賜筆劍〉）
除此之外，鍾馗自發斬殺石馬，為民除害，更可見得其剛強好勇的性格特質。
鍾馗上京應試，途經一個村莊，得知「孫氏宗祠內有石馬二疋，遂成一精。或變
男子而姦宿人家之女子，或變女子而迷惑往來之男人，或朝出而吸六畜，或暮出
而殘田禾」91，村中男女皆受其害，五穀不收豐收，土地荒蕪。鍾馗見此石馬害
人非淺，自發為村除害，於是問村民：「欲往石馬處一看，何如？」村民皆勸告
他不要前往送死，但鍾馗依然再三要去，最後帶劍一刀斬死石馬，再一次突顯鍾
馗的英勇。（〈立斬石馬〉）

圖五、〈立斬石馬〉

88
89
90
91

《鍾馗全傳》
，頁 2054。
同上。
《鍾馗全傳》
，頁 2055。
《鍾馗全傳》
，頁 2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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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鍾馗擁有玉帝御賜筆劍，而且性格剛強好勇，但斬鬼的試歷並非一帆風
順，甚至未能以一己之力，戰勝惡鬼。鍾馗在收除鱉精時，便需要得到玉帝、土
地及城煌的幫助。於〈收除鱉精〉一章中，名為陳秋娥的鱉精，迷惑書生余華烈，
令其「面如菜色，容貌非常」
，更「飲色不進，病卧不起」
。鍾馗打算收捉鱉精，
卻遍尋不獲，唯有「誠心具疏禱告於天」92。上帝閱覽其上疏，便召土地及城煌，
差陰兵鬼判「遍城嚴拿」，最後在銅更橋妓家尋到一個土穴，鱉精便藏在其中。
鍾馗在此處的神通更有所提升，以「靈魂出竅」的方法，斬殺鱉精。城煌捉拿鱉
精後，便待鍾馗去斬。文中寫道：
「然馗自申疏禱天之後，不覺五日，毫無驗證，
心中憂悶，一時氣絕，惟有心內溫熱」93，原來這段日子，鍾馗的靈魂出竅，並
去了斬殺鱉精。鍾馗拿劍一看，劍上果然尚有血跡未乾，而銅更橋妓家中亦有一
鱉被斬其頭，余華烈亦「一時而愈」。（〈收除鱉精〉）
鍾馗作為上帝除妖的代理人，面對兇殘的妖魔鬼怪，即使身為一介凡人，卻
未有因此而膽怯，依然不顧自身安危，堅持為民除害，這種堅強及偉大，正正見
證了鍾馗由童孩長大成人，尋找到自己在社會中所屬的位置，可謂他真正的成長。
3. 智慧老人與助力
在成長小說當中，主人公在啟蒙的過程當中會得到智者（wise mentor）的指
引94，亦即是喬瑟夫．坎伯所指的：「英雄在進入此一領域，前所遇到的超自然
救援者的忠告，護身符和秘密代理人，暗中幫助著他。他也可能在此第一次發現
到，有一股仁慈的力量，在他超人的通關過程中處處支持著他。」95所謂的智者，
也是榮格（C.G. Jung）所說的智慧老人（wise old man）
，其作用是會指導及幫助
主人，是其中一種原型。96鍾馗的成長中，有多個智慧老人，分別是鄒先生、父
親鍾惠及玉帝。
在鍾馗在幼童時期，鄒先生就是其智慧老人，授以詩書，正其身心，協助其
長大成人。鍾惠希望鍾馗將來成材，為祖宗爭光，故將鍾馗送入學館，希望鄒先
生「早晚訓誨，教他成材」 97。（〈鍾惠夫婦議兒就學〉）鍾馗年幼，在讀書學習
的過程中，的確需要老師的指導，以「開其迷誤，通其茅塞，倘得成材」98，加
上鍾馗年幼，需「煩為拘束，早晚訓誨，毋使其心為外搖也」99。（〈鍾惠入館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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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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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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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snoshchekova, Elena. “Roman vospitaniia. Bildungsroman na russkoi pochve.”,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89, No 2(April 2011), pp. 309-312.
95
《千面英雄》，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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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G. Jung, The Archet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in The Collective Works of C. G.
Jung, translated by R.F.C Hul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Vol 9, Part 1, p.21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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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雖然鍾馗天資聰敏，但鄒先生多次考核鍾馗，以測試鍾馗的學習進度，就
如鄒先生曾問：
「齊家治國齊家平天下，不外『脩生』二字，諸生知之否耶？」100
只有鍾馗能答上。其後，鍾馗與同學隱瞞鄒老師，到河中看龍舟競賽，被老師責
罵，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汝等背師閑遊，甚非禮也。」101（〈遊玩
龍舟〉）可見鄒老師除了是鍾馗的教書先生外，更注重培訓他的品格修為，對其
日後成長，有正面的幫助。
除了鄒先生外，鍾馗的父親鍾惠亦是其智慧老人，教導他做大事，不應拘泥
於小節。鍾馗自小離家，拜於鄒先生門下，未有回家侍奉父母，因此回家後，鍾
馗叩拜父母，並說：「不肖久離膝下，庭闈有缺衾影，慚媿載罪良多。然思慕之
念，無時而少致也，恕男不孝之罪焉！」102父親未有因此怪罪鍾馗，反而指出男
人大丈夫應有鴻鵠之志，「又聞丈夫之志在四方，豈可株守故園而漫無所作為
乎？」 103更以大禹治水的典故作為比喻：
「禹治洪水，猶然三過其門而不入，汝
何區區繫念於家庭，而不以丈夫之志自期？」104其父鍾惠鼓勵鍾馗應定下更高目
標，不應因家庭及父母而限制自己的理想及抱負，使他日後放心上京考取科舉。
鍾馗在成長的過程當中，玉帝是以考驗者及援助者的身份，暗中提點他。玉
帝在鍾馗應試的道路上，對其產生決定性的影響。首先，玉帝為了測試鍾馗為人，
考驗他是否「立身不苟，德行無虧」
，先派殿前司簿總官化為一貌美的女子，
「再
三纏繞」。鍾馗厲聲叱之，更指自己「死不相從，如為此苟且之事，非惟名節有
虧，則天地神坁，決不容吾矣」105。可見鍾馗「正大光明，不愧不作，無諂無驕」，
因此玉帝決定委其重任。除此之外，玉帝有如先知，已預先知道鍾馗在應試中及
死後將要遇到各方妖魔鬼怪，故「賜他筆一枝，劍一把，紀人間之善惡，收天下
之妖魔」106，後更「賜降妖鐵簡一條」107。寶物在明清小說中有著重要的角色，
而寶物往往具有現實的原型，不同的動植物、生產工具及日常用品，被神化為神
器。108 神筆鐵劍果然其後在鍾馗的歷險旅程中，發揮作用，他用之斬殺石馬（〈立
斬石馬〉）
，鱉精（〈收除鱉精〉）
，又用鐵簡擊死山魈（〈誅戮山魈〉）
，蝙蝠精（〈收
捉蝙蝠〉）
。玉帝委以重任，令鍾馗明白自身的使命，進一步肯定自我，確立自身
在社會上的價值，可謂鍾馗的啟蒙者。
鄒先生、鍾惠及玉帝在鍾馗的成長道路上，於不同的階段中，發揮各自的作
用，引導鍾馗由一個懵懂的少年，得到啟悟，成為為民除害的除魔使者。啟悟，
《鍾馗全傳》
，頁 2026。
《鍾馗全傳》
，頁 2029。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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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劉衛英，《明清小說寶物祟拜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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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主人公經過試煉後，社會地位亦得到上升或改變。109 鍾馗經歷試煉及智慧
老人的提點後，有所啟悟。他兒時在鄒先生教導獲得知識的啟蒙，成長後得到父
親的啟悟，明白到大丈夫志在四方，不應故步自封，為父母家室所困，一事無成。
鍾馗除了在學業及心智上，有一番啟悟，他對社會的黑暗亦有所體會。首先自己
被「唐王嫌我貌醜，棄而不用」，其後考察地獄，更見證人間善惡，加上「天下
之妖怪蜂起，無人降伏」
，故此鍾馗認清自身使命，決定「掃除人間之妖魅」110。
（〈回轉天宮〉）
4. 成長與補償
鍾馗在成長過程中，經歷懷才不遇，痛失至親之苦。因此，鍾馗死後的仙及
被唐王封為判官，可算是對其生時懷才不遇的一種補償。唐代的下第士人，多得
到遇仙及享有天壽的補償。111朱光潛就曾提及：「實際生活上有缺陷於是在想象
中求彌補。」112 在現實生活中並不如意，唯有在幻想中追尋到自己的理想生活，
借此彌補自己的缺失，是古典小說常見的故事情節。就如〈竹青〉（出自《聊齋
誌異》）113，魚客在下第回歸家鄉其間，資用乏絕，幸遇上楚江吳王及江漢神女，
死後復生，最後更與神女共結神婚，長居神境及享有榮華富貴。

圖六、〈捉獲小鬼〉一章中鍾馗受封114

鍾馗在人間界及仙界皆有得到補償。首先，在人間界中，鍾馗在唐王夢中為
其捉拿小鬼虛耗，讓唐王的痁疾不藥而愈。唐王得鍾馗相助，故「欲詔一畫工，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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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ard R. Trask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 Inc, 1975), p.30.
110
《鍾馗全傳》
，頁 2140。
111
劉燕萍：
〈不遇、補償與辟邪 ─— 論《慶豐年五鬼鬧鍾馗》〉
，論文收錄於陳平原編：
《科舉 與
傳播》（北京：北京大學山版社，2015）
，頁 203－220。
112
朱光潛：《變態心理學派別》
（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
，頁 51。
113
《鍾馗全傳》，頁 2151。
114
《鍾馗全傳》，頁 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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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其圖象，遍傳天下，令戶戶供奉，祭祀以時」，更「遂命工部尚書余以能，督
造殿宇，將鍾進士圖像，供奉於其內，敕封為護國佑民降妖大元帥。」115 除此
之外，鍾馗生前助一村落斬殺石馬，村民亦「捐財建一祠宇，塑馗之像於其內焉。
香燭不缺，祭祀以時」116 （〈捉獲小鬼〉）鍾馗得到廟宇，煙火供奉，更是全國
人民所拜祭的對像，對於鍾馗便是最大的補償及光榮。鍾馗除了在人間中受人供
奉之外，在仙界中的補償則是可以在神境居住及與家人團聚。鍾馗稽查冥司後，
與父母、妻子及岳父岳母相聚於「五鳳樓」
，玉帝更賜他降妖鐵簡，並封他為「掌
理陰陽降妖都元帥」，鍾馗的地位予以肯定。鍾馗生前一心中舉後，衣錦還鄉，
可惜心願落空，一直未能與家人相見團聚，死後成仙與家人在神境中，共享天倫
之樂，亦是一種莫大的恩賜及補償。
天上界

試煉與成長

回歸與補償

人間界

鍾馗從上界轉世，在凡間成為一位幼稚衝動的少年，後來經歷科舉與斬妖的
種種試煉，加上鄒老師、鍾惠及上帝的指導，最後成為判官，擔起了斬除天下妖
怪的重任，回歸仙界，正是典型的原形回歸結構的結局。117

五、《鍾馗全傳》的價值
(一)、《鍾馗全傳》的評價
上文提及鍾馗由無知的階段，經歷一番曲折，並於三位智慧老人的指導下，
心態上得以啟悟，更在仙界及人間界皆得到一系列的補償，彌補了他生前的遺
憾。鍾馗在《鍾馗全傳》中經歷成長，而鍾馗故事的流傳，亦因此書有所「成長」
。
《鍾馗全傳》，頁 2152。
《鍾馗全傳》，頁 2149。
117 王孝廉指出：
「許多古典小說的結構，也是依照原始、歷劫、回歸的圓型循環的結構而展開……
這些應運而生的人物在塵世人間經過一場歷劫之後，他們必須回歸於他們的原型。」這就是古典
小說當中「神話樂園－樂園破壞－樂園重建」的圓型循環結構。參見王孝廉，〈死與再生－原型
回歸的神話主題與古代時間信仰〉，
《神話與小說》
，(台北：時報文化，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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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116

《鍾馗全傳》為首部以鍾馗生平、成長為描寫對象的章回小說，在鍾馗文本的傳
承上佔一席重要位置。下文將會先探討《鍾馗全傳》在鍾馗故事流傳的價值及重
要性。118
關於本文的研究書籍《鍾馗全傳》的評論，近年有所增加，但是評論傾向單
一類別，如普遍以《鍾馗全傳》的主體創作意識或改編研究為討論中心。胡勝《從
侈談神怪到揶揄世態．鐘馗系列小說的演變》一文，批評《鍾馗全傳》的情節處
理未有原創性，缺乏自我表現意識，只是將前人的文本加工，故此認為此書藝術
成分不高。119另一文章，徐澤亮的《論鍾馗故事及形象在通俗文学中的演變》與
前者觀點相近，指《鍾馗全傳》部分情節直接抄錄同朝小說及前朝文獻，如《夢
溪筆談》及《百家公案》，估計書坊急於成書，以應付市場應求。120然而，評論
卻少有在鍾馗故事流變的角度、故事承襲與傳承的角度考慮，而《鍾馗全傳》其
實在這些方面產生重要作用的，故下文將從這些方面作詳細討論。
（二）、開創先河 ── 第一本鍾馗通俗小說
鍾馗故事在明代前一直以片段式或概論式記載，直至明代的《鍾馗全傳》可
謂開創了歷史先河，一改鍾馗故事的寫法，首次以人物傳奇的形式，從其出生至
死亡，乃至成仙，完整記載其一生的故事。
鍾馗的故事最早見於晉代，最初記載的是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 664 年）奉
敕為皇太子寫的《太上洞淵神咒經．斬鬼第七》
。121 這經文所記載的鍾馗形象，
只有一句：「孔子執刀，武王縛之，鍾馗打殺（剎）得，便付之辟邪。」122從中
只知鍾馗能驅鬼逐妖，但形容外貌一概沒有描寫。唐代的《斯二零五五號敦煌《兒
郎偉》驅儺文》
，亦以片段式記載，
「五道將軍親至，
（部）領十萬熊羆，衣（又）
領銅頭鐵額，魂（渾）身物（總）著豹皮，（敕）使硃砂染赤，咸稱我是鍾馗，
通俗小說於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一直不高。漢代劉歆及班固將諸子的學說歸納為九流十家，
而小說家就被評為不入流，排在最後一家。[方正耀著，郭豫適審訂：
《中國小說批評史略》
（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頁 1。]《漢書．藝文志》曾提出：「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
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
[（漢）班固，
《漢書．藝文志》
，（北京：商務印書館，1955）
，頁 39。] 此評論正正說明小說在
傳統封建的觀念之下，一直處於被輕視的狀態。其主要原因在於，中國歷史學者十分重視史學意
識，以及治史方法與原則，史學的理論成為了評論小說的基礎及尺度，小說是否具有歷史功能，
是否具真確性便用作評定其價值高低的最重要準則。[《中國小說批評史略》
，頁 2。] 這種祟實
斥虛的觀念，便否定了小說的創作精神及想像空間，更與小說的作用背道而馳。基於對於小說的
不重視，在清代之前，並沒有較為完整對小說理論批評的巨著出現。學者主要就較出色及著名的
通俗小說作評價及討論，如《水滸傳》
、
《西游記》
，
《紅樓夢》等。而對於並非出自名仕之手的神
魔小說，如《鍾馗全傳》的研究或批評，卻被忽視。時至近代，對於小說的地位及價值終有所改
觀，有關小說理論批評的專書，開始增加，並於文學史上的地位亦有所提升。
119
胡勝：
〈從侈談神怪至挪揄世態－鍾馗系列小說的演變〉
，《社會科學輯刊》，1997 年第一期，
134－138。
120
徐澤亮：〈論鍾馗故事及形象在通俗文學中的演變〉
，《深圳大學學報》
，2010 年第 27 卷第 6
期，頁 111－116。
121
劉錫誠：〈鍾馗傳說和信仰的濫觴〉
，《中國文化研究》，1998 秋之卷，第 21 期，頁 5156。
122
黃永武，《敦煌寶藏》第 120 冊，
（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頁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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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取浮游浪鬼，積郡掃出三」123，從短短幾句，只知鍾馗長有銅頭鐵額，穿豹皮，
塗朱砂。《伯三五五二號敦煌《兒郎偉》驅儺文》則生動記載了鍾馗與白澤捉鬼
殺鬼的行動，「捉卻他，項底揢。塞卻口，面上摑。磨裡磨，裡側。鑊湯爛，煎
豆碏。放火燒，以槍劐。刀子割，臠臠擗。因今驅儺除魍魎，納慶先祥無災厄。」
124
在這些敦煌寫本中，鍾馗不但可以辟邪，更能捉鬼殺鬼，雖然其能力有所提
升，但這些文本對於鍾馗的描寫，依然只著墨於其捉鬼殺鬼的單一行動上。

圖七、（清）任伯年－剖鬼鍾馗125

至晚唐的〈夢舞鍾馗賦〉則記載了唐明皇夢見鍾馗為他捉鬼的軼事，篇幅開
始增多，而對於鍾馗外貌行為的描寫，亦更細膩。如寫他「奮長髯於闊臆，斜領
全開。搔短發於圓顱，危冠欲墜」
，
「曳藍衫而颯纚，揮竹簡以蹁躚。頓趾而虎跳
123
124
125

《敦煌願文集》，頁 963－964。
《敦煌願文集》，頁 945，946。
喬文科編著：
《鍾馗與鍾馗畫法》（石家庄：河北美術出版社，2000）
，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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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穀，昂頭而龍躍深淵」，可見鍾馗身穿藍衫、戴危冠，手拿法器鳳管、竹簡，
跳巫舞。126 此無疑增強了鍾馗形象的描寫，並加插了鍾馗為唐王捉鬼的情節，
亦成為了後代鍾馗故事的原型。北宋沈括（1031－1095）所撰的《夢溪筆談·補
筆談》127，乃至高承《事物紀原》及明代萬歷年間《天中記》128，鍾馗故事情節
並未有太大改篇，只增補了鍾馗為終南山進士的身份及給予了小鬼名字「虛耗」
。
總括上述晉代至明代《天中記》文本，可見鍾馗故事的流傳只限於小修小補，
例如加插鍾馗詳細的穿著面貌，身世及殺鬼的目的，但文本仍然只維持於片段式
的狀態，未有太大改變，更枉論有突破性的情節發展。相反，明代《鍾馗全傳》
則是第一本完整的鍾馗小說，可算是由短篇發展至長篇小說的標誌性發展，加插
了不少時代背景及文化特徵，將一個單純為唐明皇夢見鍾馗捉鬼的故事，擴展成
為情節十分豐富精彩的全傳，的確是一次飛躍性的藝術創作。129

《文苑英華》卷 95，
（北京：中華書局，1966）
，頁 434。
《夢溪筆談．補筆談》原文：「禁中舊有吳道子畫鍾馗，其卷首有唐人題記曰：“明皇開元講
武驪山，歲翠華還宮，上不懌，因作，將踰月，巫醫殫伎，不能致良。忽一夕，夢二鬼，一大一
小。其小者衣絳犢鼻，屨一足，跣一足，懸一屨，搢一大筠紙扇，竊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繞殿
而奔。其大者戴帽，衣藍裳，袒一臂，革敦雙足，乃捉其小者，刳其目，然而（後）擘而噉之。
上問大者曰：爾何人也？奏雲：臣鍾馗氏，即武舉不截之進士也，誓與陛下除天下之妖孽。夢覺，
苦頓瘳，而體益壯。乃詔畫工吳道子，告之以夢曰：試為朕如夢圖之。道子奉旨恍若有睹，立筆
圖訖以進。上瞠視久之，撫幾曰：是卿與朕同夢耳，何肖若此哉！道子進曰：陛下憂勞宵旰，以
衡石妨膳，而得犯之，果有蠲邪之物，以衛聖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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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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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令知委。』熙寧五年，上令畫工摹拓鐫板，印賜西府輔臣各一本。
是歲除夜，遣入內供奉官梁楷就東西府給賜鍾馗之象。」 參見沈括著、胡道靜校注《夢溪筆談
校正》補四·五七三，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頁 986—987。
128
《天中記》原文：
「明皇開元，講武驪山，翠華還宮。上不悅，因疾作，晝夢一小鬼，衣絳，
犢鼻，跛一足，履一足，腰懸一履，搢一筠扇，竊太真繡香囊及上玉笛，繞殿奔，戲上前。上叱
問之。小鬼奏曰：臣乃虛耗也。上曰：未聞虛耗之名。小鬼奏曰：虛者，望空虛中，盜人物如戲；
耗，即耗人家喜事成憂。上怒，欲呼武士，俄見一大鬼，頂破帽，衣藍袍，系角帶，靸朝靴，徑
捉小鬼，先刳其目，然後劈而噉之。上問大者：爾何人也？奏曰：臣終南山進士鍾馗也，因武德
中應舉不捷，羞歸故里，觸殿階而死。是時，奉旨賜綠袍以葬之，感恩發誓，與我王除天下虛耗
妖孽之事。言訖，夢覺， 疾頓廖。乃詔畫工吳道子曰：試與朕如夢圖之。道子奉旨，恍若有睹，
立筆成圖進呈。上視久之，撫幾曰：是卿與朕同夢耳。賜與百金。」參見陳耀文：
《天中記》
（揚
州：廣陵書社，2007）
，卷四，頁 127。
129
周鈞韬、歐陽健、蕭相愷編：
《中國通俗小說鑒賞辭典》
（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
，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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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127

圖八、河南朱仙鎮－鍾馗鎮宅130

（三）、故事主題的突破
《鍾馗全傳》的獨特之處，在於運用了全書一半篇幅描寫他的出生及生前所
遭遇的事及人，並著墨鋪陳鍾馗固執堅持的性格特點，如卷一由〈鍾惠夫婦議兒
就學〉至〈帝試鍾馗〉借鍾馗與同輩的言行比較，展視他聰敏過人，勤奮向學及
一心輔助皇朝的偉大志向。與此同時，此書反映了唐代科舉盛行的時代背景，中
舉乃書生的共同願望，是改變社會地位及光宗耀祖的不二法門，從而加強了鍾馗
被棄用，憤而死亡的震撼性，並一改以往鍾馗故事的寫作主題，並非單純為殺鬼
驅鬼的故事，轉而描寫一個失意失落的知識分子的悲劇故事。131
除了描寫唐代科舉文化外，《鍾馗全傳》加插了獨有的才子佳人132的故事情
節，令鍾馗脫離神化形象，更人性化。這故事情節即使是同年間所寫作的《慶豐
年五鬼鬧鍾馗》，還是前文本都未曾提及。東閣大學士張憲因慶鍾惠之壽，與鍾
馗結緣，「見鍾馗才高貌奇，逐以其女娶之」133。鍾馗與張惠之女秀英更是門當
戶對，秀英「年方二八，國色天姿，詩詞歌賦，無不通曉，琴棋書畫，件件皆能，
真女中之魁也。」134（〈送禮求婚〉） 鍾馗「面貌奇異，體態非凡，聲如洪鐘，
眼似銅鈴」135，其文采更令南華先生讚嘆，「氣勁詞雄，意淵調蒼，至其變幻風

薄松年:〈驅邪降福 美哉鍾馗──鍾馗圖鑒賞瑣談〉
，
《美術觀察》
，2001 年第 6 期，頁 65－66。
《中國通俗小說鑒賞辭典》，頁 151。
132
於才子佳人型的戀愛故事模式，佳人慧眼識珠，欣賞文士滿腹文采，如《虬髯客傳》中的紅
拂女欣賞尚是布衣的李靖。參見：高丹卡，高翠元：〈唐代婚戀小說中的兩性關係解讀〉
，《華東
交通大學學報》
，2007 年第 3 期，頁 119－122。
133
《鍾馗全傳》
，頁 2056。
134
《鍾馗全傳》
，頁 2056。
135
《鍾馗全傳》
，頁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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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則非凡筆所可到者，奇品也！」136（〈習學舉業〉）由此可見，鍾馗才高八斗，
秀英琴棋書畫亦樣樣精通。唐代婚姻法律嚴格，良賤不能通婚，《唐律疏議》卷
十四規定：
「諸雜戶不得與良人為婚，違者杖一百」137，
「諸與奴娶良人女為妻者，
138
徙一年半；女家，減一等。離之。」 鍾馗與秀英二人皆是世家子第，可謂門當
戶對，並沒有受到法律限制，故兩家喜結良緣。書中加入送禮永婚，秀英在等待
鍾馗高中狀元而歸時，卻抑鬱而亡的情節，鍾馗聲淚俱下，痛哭留涕，這些情節
令鍾馗形象立體及人性化，擺脫一直只為正直剛強的神化形象，轉而成為一位有
血有肉，有感情的書生。

圖九、〈鋸解地獄〉139

佛教思想在《鍾馗全傳》中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作者運用了整個
卷三描寫鍾馗考察地獄的經過。書中寫道：「汝男鍾馗，業已先詣天庭，我差他
往冥司，稽查善惡。」140鍾馗奉上帝之命稽查冥司，先後察看了刀山、寒冰、鋸
解、磨磨、沸油、磴搗、割舌、稱秤、木驢，一共九大地獄。他看到生前作惡多
端，犯下過錯的人，死後的鬼魂在這些地獄中受盡各種刑罰。行善的人亦分「上、
中、下三等，上等善者，行昇仙橋；中等善者，行安平橋；下等善者，行耐河橋；
下下等善者，行獨木橋。」141這個部分正是反映了因果報應，善有善報，惡有惡
報的佛家觀念。其後，鍾馗來到輪轉十殿，見到殿中兩大走廊中皆是飛禽走獸，
原來是「陽世不行好事之人，變畜填還之理」142（加圖），佛家輪回轉世的觀念
在此處表露無遺，並達到警世的效果。唐代統治者推崇佛教文化，認為有利於宣
揚修心養性，全民向善的社會風氣，而佛家傳播的輪回、人生、因果三觀，讓人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鍾馗全傳》
，頁 2034。
（唐）長孫無忌等撰，劉俊文點校：
《唐律疏議》，
（北京：中華書局，1983）
，頁 270。
《唐律疏議》
，頁 269。
《鍾馗全傳》
，頁 2098。
《鍾馗全傳》
，頁 2098。
《鍾馗全傳》
，頁 2134。
《鍾馗全傳》
，頁 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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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對於現實生活不如意的不滿，寄托在來世的美好生活，故此佛家思想在唐代極
為盛行。143 因此在《鍾馗全傳》中，不少章節內容也可見佛家思想的痕跡。
《鍾馗全傳》一書加插了大量的文化背景，宗教思想，突破前文本的局限，
令鍾馗故事發展更豐富精彩。這種突破，改編原作的手法，正是「創造性背叛」
（Creative Treason）。「創造性背叛」的理論最初由法國學者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他指出：
「當文學作品被不同的讀者出於不同的需要而加以利用
時，其真正的面目就會被發掘、改造、曲解。」144「創造性背叛」理論一開始用
於翻譯，而改編就是翻譯的其中一個類別。
《文藝社會學》一書說明：
「凡翻譯都
是背叛，不過當這種背叛能夠使能表明一些意思，即使原初的所指已變得毫無意
義時，它就有可能是創造性的」145讀者在不同的時代背景閱讀文本，再將其以「背
叛」的形式，加入自我意識及有目的地改寫前本文，以此「創造」一篇創新的文
本。這也是改編者故意的「誤讀」146，明代小說家運用自身創造力及創意，刻意
改變主題，由鍾馗前文本的其中一章節，擴寫情節，加插唐代時代背景，士人文
化，宗教元素等，最後創造了一本新的鍾馗章回小說。
（四）、承上啟下 ── 為鍾馗故事定立發展藍圖
以上部分分析了鍾馗故事的流變及突破，下文將會探討《鍾馗全傳》如何承
繼歷代的鍾馗故事內容，及為清代《斬鬼傳》的改編定下重要基石。
《鍾馗全傳》雖然大幅度增加了故事情節，並加入時代背景及文化特色，但
同時亦有一部分故事情節承襲了前文本的內容，如歷代文本〈夢舞鍾馗賦〉
、
《夢
溪筆談·補筆談》
、
《事物紀原》及《天中記》中記載的鍾馗為唐明皇捉鬼的情節，
在《鍾馗全傳》中亦予以有保留。卷四〈捉獲小鬼〉147一回，上半部分的文句，
由「明皇開元，講武驪山」至「言訖，覺是一夢，痁疾頓瘳」與《天中記》記載
的幾乎一樣，《鍾馗全傳》承襲了唐明皇得了痁病，夢見鍾馗將小鬼虛耗「先刳
其目，然後擘而啖之」，然後其痁病不藥而愈這一部分的內容。只是在後文對於
鍾馗賞賜的部分予以增補，加入升殿告知文武百官夢中內容的情節及「督造殿
宇，將鍾進士圖像，供奉於其內，封為護國佑民降妖大元帥」的獎賞。鍾馗助唐
明皇夢中捉鬼是鍾馗故事中最基本及最重要的內容，同樣出自明代萬歷年間的宮
廷劇《慶豐年五鬼鬧鍾馗》卻未有保留此情節，更改成鍾馗為賞識他的殿頭官在
敬凱雁，〈唐代佛教社會思想本土化路徑及其現代價值觀〉
，《山西青年》
，2017 年第 16 期，
頁 258。
144
李祥林：〈創造性的背叛〉，
《劇本》，1998 年第 4 期，頁 40－42。
145
Robert Escarpit,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tans. Ernest Pick, (London: Frank Cass & Co. Ltd. 1971),
pp. 84.；羅．埃斯皮卡（Robert Escarpit）著，顏美婷編譯：
《文藝社會學》
（台北：南方叢書出版
社，1998）
，頁 128。
146
「誤讀」（misleading）理論由布魯姆（Harold Bloom，1930－）提出，他指出閱讀其實就是
誤讀，讀者不太可能跟隨作者原始寫作的意義閱讀，閱讀的過程就是另一種的寫作及創造。誤讀
理論，參見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著，朱立元、陳克明譯：
《誤讀圖示》
（天津：天津
人人民出版社，2008）
，頁 1。
147
《鍾馗全傳》
，頁 2149－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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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中打大耗小耗及四方鬼。148（〈第三折〉）相反，《鍾馗全傳》在這一章節不作
大量修改，選擇完全沿襲前文本，文字句式亦大體保持原貌，對鍾馗原始故事的
保存有極大作用，具有傳承作用。
《鍾馗全傳》一方面繼承了以往文本內容，另一方面加入了大量故事情節，
奠定故事模型，為清代《斬鬼傳》定下了良好的改編基礎。首先，《斬鬼傳》承
接了《鍾馗全傳》的歷險型故事模式，先省卻了鍾馗孩童時期的成長部分，直接
從他考取狀元的環節寫起，著墨於鍾馗因貌醜而被棄用，氣憤自刎而死後，在地
府受命於閻君，與咸淵和富曲重返陽間，力戰各處人鬼。他所遇的人鬼比《鍾馗
全傳》中的妖怪更多，包括搗大鬼、挖喳鬼、含磣鬼、涎臉鬼、摳掏鬼等，各個
人鬼的性格描寫較為立體突出，而歷險情節亦更為豐富多變。
《斬鬼傳》不但繼承了《鍾馗全傳》的歷險模式，在鍾馗人性化及故事諷刺
性這兩大方面作出更大突破，推陳出新。在《鍾馗全傳》中，鍾馗的形象已比前
文本較為生動，具有鮮明的人物個性，就如在第一次應試不捷時，鍾馗羞於回鄉，
已表現他心高氣傲，好強過人的性格特徵。149但由於全書渲染了他的非凡出生，
如其母「夢吞紅日」，「香煙五彩纏身」，加上作者在其歷險當中，較注重描寫情
節，未有細緻描寫鍾馗心情變化，內心感受，故此鍾馗的性格特徵未算十分立體。
150
《斬鬼傳》則加強了此部分，對於鍾馗的性格表情，進行更細膩的描寫。就
如在他在面對搗大鬼的吹牛時，會猶豫不決，「聽了他許多荒唐言語，也就定不
住他是何等樣人，又恐怕他果有些本領，心中躊躇一會。」151當咸淵說起如何戰
勝搗大鬼時，「鍾馗與富曲都忍笑不住。」152在捉拿楞睜大王時，鍾馗更跟與扢
施鬼開玩笑，
「鍾馗哈哈大笑，笑的扢施鬼大怒起來。」153 從鍾馗的猶豫不決、
忍笑不住、哈哈大笑，可見得鍾馗與平常人沒有差別，與以往死板的形象差別甚
大。
在諷刺方面，明代《鍾馗全傳》的諷刺性並不明顯，只是透過鍾馗的死亡，
控訴朝廷腐敗黑暗，傾向為普通的神魔小說。《斬鬼傳》的作者劉璋，中舉後二
十七年才成為直棣深澤縣令，雖受百姓愛戴，卻無辜被革職。154 劉璋在官場鬱
鬱不得志，故此借用鍾馗斬鬼的民間故事，描寫人世間中眾多的丑鬼，如貪得無
厭的仔細鬼，自吹自擂的搗大鬼，諷刺現實社會的黑暗及丑惡，成為典型批判社
會的諷刺小說。155 《斬鬼傳》的諷刺手法出色多樣化，例如描寫鍾馗用兇殘的
手法治鬼，以達到深刻的警世效果。鍾馗面對搗大鬼，「將他眼睛用劍剜去，竟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刊於《孤本元明雜劇》（台灣：商務印書館，1977）
，頁 7。
《中國通俗小說鑒賞辭典》，頁 149
胡勝：
〈從侈談神怪至挪揄世態－鍾馗系列小說的演變〉
，《社會科學輯刊》，1997 年第一期。
傅璇琮，
《中國古代小說珍秘本文庫》卷三，
《斬鬼傳》
，
（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頁 323。
《中國古代小說珍秘本文庫》卷三，
《斬鬼傳》
，頁 326。
《中國古代小說珍秘本文庫》卷三，
《斬鬼傳》
，頁 408。
《中國通俗小說鑒賞辭典》，頁 521。
李保均主編，
《明清小說比較研究》
，（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
，頁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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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吃了」156 ，而低達鬼被捉拿後，
「罰與陰兵們吮疽舔痔了」157，偷尸鬼「好偷
東西」，鍾馗便「將他雙手去了」。158 全書亦不乏直接斥責及說教的情節，例如
咸淵對陣搗大鬼之弟搶渣鬼，用聖人及孟子之言勸降，間接對讀者的說教。齷齪
鬼自殺，「生前不是干淨人，死后重當齷齪鬼」159，也是直接言明了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警醒世人在人世間不做好事的後果。除了以上兩種諷刺手法外，《斬
鬼傳》利用了怪誕諷刺的手法160，結合了詼諧與誇張，令諷刺的效果更上一層樓。
書中多處可見詼諧的情節，如彌勒大佛幫助鍾馗咽下三小鬼後，
「出了一個大恭，
161
三個鬼化作一堆臭屎屙了」 ，又如仔細鬼死時，分付兒子，「只是我死之后，
要急將我一身之肉賣了，天氣炎熱，放壞了怕人不肯出錢。」162死後又復活過來，
叮嚀兒子，「怕人家使大秤，你要仔細，不可吃了虧，就是牽掛這個。」163死后
賣屍已是可笑，復活過來怕兒子受騙，更是可笑，進一步譏諷人的斤斤計較的性
格及惡習。《斬鬼傳》明顯將《鍾馗全傳》改編為一本借鬼諷人的小說，並保留
了五鬼鬧鍾馗的劇情，從故事的寫作手法及鍾馗的人性化形象上，可謂在鍾馗故
事流傳上的一大突破。
《斬鬼傳》之所以有突破性改編，很大程度基於《鍾馗全傳》保留鍾馗為唐
王夢中捉鬼的情節，同時加插大量故事情節，為《斬鬼傳》定下創作藍圖，令《斬
鬼傳》在鍾馗的人性化及故事的諷刺性上，更上一層樓。

六、 結論
《鍾馗全傳》乃第一本鍾馗小說，此書標誌着鍾馗故事的突破性發展，亦是
明清小說由短篇發展至長篇的重要里程碑。本文以鍾馗的成長及《鍾馗全傳》的
傳承作用貫穿全文，表列如下：

《中國古代小說珍秘本文庫》卷三，
《斬鬼傳》
，頁 327。
《中國古代小說珍秘本文庫》卷三，
《斬鬼傳》
，頁 366
158
《中國古代小說珍秘本文庫》卷三，
《斬鬼傳》
，頁 375。
159
《中國古代小說珍秘本文庫》卷三，
《斬鬼傳》
，頁 351。
160
湯姆森（Philip Thomson 1941- ）曾指出了怪誕及諷刺的關係：「諷刺作家可能使他的諷刺對
象變得怪誕，以便在觀眾或讀者中制造一種最大限度的嘲笑或憎惡反應。」參見湯姆森（Philip
Thosmon）
，黎志煌譯：
《怪誕》
（河北：北方文藝出版社，1988）
，頁 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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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61
《中國古代小說珍秘本文庫》卷三，
《斬鬼傳》
，330。
162
《中國古代小說珍秘本文庫》卷三，
《斬鬼傳》
，351。
163
《中國古代小說珍秘本文庫》卷三，
《斬鬼傳》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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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157

鍾馗故事前
文本

鍾馗故事後文
本

明代《鍾馗全傳》

成長前階段

科舉、
婚姻、
佛家思
想

試煉

科舉與權威

歷險故事模
式、人性
化、諷刺性

斬鬼與人世

智慧老人

成長

補償

本文上半部分從鍾馗成長的前階段、試煉、智慧老人及補償，分析主人公鍾
馗的成長及心路歷程。成長小說中的主人公犯下過錯，鍾馗亦不例外，鍾馗因心
智未成熟及固執衝動，一心只為取得功名，最後鑄成大錯，先令其妻秀英鬱鬱而
死，其後自己也自殺身亡。鍾馗的成長試煉當中有兩大的組成部分，一為面對權
威的反抗，另一為於人間對抗妖魔。鍾馗因極權的干預而下第，面對昏庸的皇帝，
黑暗的官場，選擇用激烈的抗爭手法，控訴腐敗制度下的不公義，肯定了自己高
潔的理想。在斬妖的過程當中，他認清了自己真正的使命，自身在社會的定位，
即使斬妖過程困難重重，他也堅持下去，以為民除害為己任。鍾馗得到如此啟悟，
他生命中三位的人生導師－父親鍾惠、鄒老師及玉帝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
引領著鍾馗建立正確的人生價值觀、品行及心智，又在鍾馗迷惘受難時伸出援
手，最後鍾馗得以成仙，亦在人間中得到補償，可謂大團圓結局。
《鍾馗全傳》在某程度上改變了鍾馗故事的一貫面貌，對鍾馗故事流傳有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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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的影響。首先，明代小說家為鍾馗故事加插了更多的時代背景元素，例如唐代
的科舉制度、士人文化、家庭觀念、婚姻戀愛觀、社會風氣、官場特點及佛家思
想等，可謂開創先河，使鍾馗故事擺脫以往的故事模式，情節更豐富。另外，
《鍾
馗全傳》雖然大幅加插歷險情節，但亦有保留前文本的核心內容，同時為後代的
鍾馗故事定下改編的基礎。鍾馗因面貌被棄用及為唐明王捉鬼的故事情節在《鍾
馗全傳》中予以保留，令鍾馗故事的原始情節得以流傳。歷險情節的章回故事模
式亦被清代《斬鬼傳》繼承，更加強了鍾馗的面貌行為描寫，令鍾馗印象更為突
出，鍾馗故事亦從明代神魔小說轉型至清代借鬼喻人的諷刺小說。鍾馗在試煉難
關中有所成長，鍾馗故事亦在文本變遷上得以傳承，發展層面上為一縱一橫，乃
本文主題中的「成長」與「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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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鍾馗文本對照表
文本

主要情節

鍾馗形象

神通

打殺的小鬼

（明）萬歷
年間刊明代
宮廷雜劇
《慶豐年五
鬼鬧鍾馗》

－記載終南山
進士鍾馗三次
赴試，本為頭
名狀元，卻因
楊國忠受賄，

衣著：死前穿「唐 沒有神
大耗小耗
巾、襴衫、偏帶． 力，憑雙 鬼、五方鬼
髭髯」
拳打鬼

助力
／

死後：戴「韶巾、
紅欄，偏帶、紅

不被選中氣憤
髮、笠子，笏、竹
而亡
節、鞭」
－為明代宮廷
性格：忠直膽大，
雜劇，情節雖
「性剛」好勇
然含有諷刺貪
官污吏之意，
但於新年作賀
年之用
（明）萬歷
年間刊《鍾
馗全傳》

－記載鍾惠夫
婦求子，生武
曲星轉世的鍾
馗，鍾馗學習
成長，第二次
應試中舉因貌
醜被棄用，觸
階而死。死後
被封為判官，

外貌：「面貌奇
異，體態非凡，聲
如洪鐘，眼似銅
鈴」，「雙眉似劍，
「兩眼員爭」

上帝賜
其「筆一
枝，劍一
把」
，
「降
妖鐵簡」

石馬、鱉
精、山魈、
虛耗、蝙蝠
精及五通

文采：被稱其文
「字字典雅，句句
精新，真天縱之奇
英，士林之翹楚。」

人生導
師：父親
鍾惠、鄒
老師
斬鬼助
力：玉
帝、城
煌、土地

考察十大地
獄，返回人間 衣著：死後「頭戴
斬妖
紗帽，身穿藍袍，
腰繫角帶，腳靸朝
－第一本鍾馗
靴。」
長篇小說
（清）劉璋
《斬鬼傳》

－記載鍾馗應 外貌：「豹頭環
試受賞識，中 眼，鐵面虬鬚」
「第一甲第一
衣著：頭戴「軟翅
名」
，卻被德宗
紗帽」，穿有
嫌貌醜，加上

－提劍
－搗大鬼、
對陣，調 挖喳鬼，含
兵遣將
磣鬼、纏綿

助手：咸
淵，富
曲，白

為主，不 鬼、廉洞大
時敗
王涎臉鬼、

澤，三百
陰兵，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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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盧杞的讒 「靴」，帶「寶
言，氣憤自刎 劍」，「笏板」
而亡。死後受
閻王之名返回
人間斬鬼
－借鬼諷人，
諷刺世態炎
涼，人性的醜
陋

陣，沒有 摳掏鬼、輕
壓倒性
薄鬼、撩橋
的神通
鬼，滴料
鬼、澆虛
鬼、黑眼
鬼、楞睜大
王等，共四
十種鬼。

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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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鍾馗畫像

鍾馗畫像 （聖彼得堡宗教歷史博物館原館藏編號 D2688）164

164

楊玉君，〈俄藏清未鍾馗圖象考釋〉
，《中正漢學研究》，2014 年第一期，頁 25－51。
249

鍾馗與五毒 （聖彼得堡宗教歷史博物館原館藏編號 D2763）165

165

〈俄藏清未鍾馗圖象考釋〉，頁 25－51。
250

（天津）楊柳青，《驅邪逐魔》，十八世紀版畫。166

古弈潔，
〈趙之謙鍾馗畫研究〉
，
《研習報告－2015 高等院校書畫研習交流計劃》
，發佈日期為
2016
年
2
月
16
日
。
網
址
：
http://www.mam.gov.mo/c/theses/3/detail/e7fb868a-a739-4fe1-9450-25626162d20c
251
166

《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的鍾馗圖像167

167

《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頁 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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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鍾馗信仰
中國及台灣鍾馗信仰
「跳鍾馗」的習俗最早來自古代驅逐疫鬼的「大儺」儀式上。部分學者認為
「鍾馗」一字原本為「終葵」，乃一種形狀似椎的驅鬼法器，古時每蓬臘月用其
作「大儺」儀式及後才演變為人名。168除了從法器而來的說法外，胡萬川《鍾馗
神話與小說之研究》中記載，「……鍾馗當作終夔，謂六書本義，終有窮極畢死
之意。古文夔移作馗……，夔，山鬼……，窮治邪鬼，故稱終夔耳。」169古時周
朝為了終結魍魎妖鬼，驅逐瘟疫，便有驅儺儀式，儺儀中的方相凶惡的造型與鍾
馗外貌相似，有可能從此轉化而來。170 儀式當中行伍龐大，眾人打響鑼鼓，擊
鼓舞蹈，聲勢浩大，扮演方相的人戴上恐佈的假面，手執驅邪的法器，以達到「以
鬼嚇鬼」
，
「以惡制惡」的效果。171《東京夢華錄》記載宮中舉行的儺儀，有土地、
竈神、判官，及鍾馗。172鍾馗亦在民間儺儀「打夜胡」中佔一重要席位，民間儺
儀以去除陰氣，招來陽氣為主要目的，此習俗流傳至今，並發展成為「跳鍾馗」
的習俗。
現時中國和台灣便依然保留「跳鍾馗」的習俗，
「跳鍾馗」的方式有兩種，一
種是由道士或伶人扮演鍾馗，另一種則是操縱傀儡偶來進行儀式。徽州民俗跳鍾
馗已被列入為安徽省非物質文化遺產。173台灣的「跳鍾馗」儀式則多見於不同場
合，例如「開廟、謝土、開臺、開莊、送火、送孤(中元普渡後，送走孤魂野鬼)、
壓屍(車禍、坑變、溺水、自殺、空難等之驅煞)」174。以往「跳鍾馗」的儀式閒
人不宜圍觀，儀式進行期間不可呼喚扮演鍾馗者的名字，以免厲鬼識破其身份，
而居民緊閉門窗，並用掃把擋門，避免鬼煞闖入。175現時部分「跳鍾馗」儀式已
打破此禁忌，如台灣景春堂的跳鍾馗，先預備天、地、人陣法事，鼓勵民眾觀賞，

鍾馗由終葵轉化而成的說法，早初由楊慎於《丹鉛摘錄》提出，指「大圭終葵首。疏：齊人
謂椎為終葵。」顧炎武（1613－1682）
、趙翼（1727－1814）
、胡萬川（1947－）等學者認同此說
法。參見劉燕萍，
〈鍾馗神話的由來及其形象〉，
《宗教學研究》
，2001 年第 2 期，頁 35－41。
169
胡萬川，《鍾馗神話與小說之研究》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
，頁 128。
170
《周禮》
〈夏官〉記載：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
。參見鄭玄注，
《周禮注疏》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頁 474。
171
《鍾馗神話與小說之研究》，頁 99，頁 105。
172
《東京夢華錄》
，頁 205。
173
吳孫民，〈非遺－徽州民俗跳鍾馗〉
，《中國網》，發佈時間為 2015 年 1 月 23 日，撰寫時間為
2018 年 3 月 22 日 14 時 20 分 32 秒。網址：
http://photo.china.com.cn/city/2015-01/23/content_34638676.htm
174
〈跳鍾馗〉
，臺灣宗教文化資產，發佈時間為 2013 年 12 月 25 日，撰寫時間為 2018 年 3 月
22 日 16 時 41 分 32 秒。網址：https://www.taiwangods.com/html/cultural/3_0011.aspx?i=1#
175
〈驅鬼魅 除惡煞－神祕詭譎的跳鍾馗〉，台灣民俗文化研究室，撰寫時間為 2018 年 3 月 22
日 17 時 21 分 13 秒。網址：http://www.folktw.com.tw/culture_view.php?info=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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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並且改變成為以祈福為主要目的。176

台灣魁儡師的開光儀式177

〈跳鍾馗〉
，臺灣宗教文化資產，發佈時間為 2013 年 12 月 25 日，撰寫時間為 2018 年 3 月
22 日 18 時 00 分 08 秒。網址：https://www.taiwangods.com/html/cultural/3_0011.aspx?i=1#
17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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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台灣跳鍾馗178

〈跳鍾馗〉
，臺灣宗教文化資產，發佈時間為 2013 年 12 月 25 日，撰寫時間為 2018 年 3 月
22 日 18 時 00 分 08 秒。網址：https://www.taiwangods.com/html/cultural/3_0011.aspx?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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