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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提要
《剪燈新話》成於明洪武十一年，隨即因其獨特的思想題材而受到當時文人
歡迎。作者瞿佑在序中提及《剪燈新話》旨於「勸善懲惡」，所記之事都是「遠
不出百年，近止在數載」，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元明時期的社會現實。凌雲翰亦以
「造意之奇，措詞之妙，粲然自成一家」評之，可見其具有相當的文學價值。再
者，《剪燈新話》興起後不斷出現如《剪燈餘話》、《覓燈因話》等仿效之作，甚
至流傳到海外促使諸如越南之《傳奇漫錄》
、日本之《奇異雜記談》
、朝鮮之《金
鰲新話》等作品，不但為明清小說發展甚至漢文化區文學帶來深遠影響。
雖然《剪燈新話》中的愛情題材作品共有九篇，然而涉及人鬼婚戀卻只有<
金鳳釵記>、<牡丹燈記>與<綠衣人傳>三篇。本文將先論證中國傳統文學對女性
形象的建構，再就上述三篇分別論證《剪燈新話》對女性形象的重建。首先借西
方社會學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對權力和知識(Power/Knowledge)的理論分析<
金鳳釵記>的兩性地位。然後，借西方電影批評家勞拉·穆爾維(Laura Mulvey)的
男性凝視(male gaze)分析<牡丹燈記>的男性凝視。最後借明清時期「唯情」一派
學說分析<綠衣人傳>的「情至」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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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緒論

傳奇小說於唐代興起後便進入低迷時期，宋人模仿作品雖多，但卻未有唐人
水平之高。直至明初，傳奇小說憑《剪燈新話》1再次興盛。瞿佑於《剪燈新話·
序》中明確道出此書成於明洪武十一年(1378 年)，亦以「既成，又自以為涉於語
怪，近於誨淫，藏之書笥，不欲傳出。客聞而求觀者眾，不能盡卻之」描述當時
《剪燈新話》於文人之間以「借閱」或「傳抄」的形式傳播，極受當時文人歡迎，
而受歡迎之原因主要有二。首先，內容與藝術手法方面成功借鑒唐人小說。日本
學者近藤春雄指出《剪燈新話》中有十六篇小說借鑒唐人小說2。而程國斌亦指
出《剪燈新話》中最少有八篇小說在人物塑造、情節結構上受唐人小說影響3。
的確，《剪燈新話》當中有不少篇幅均有引用與參考的痕跡，如<牡丹燈記>之於
沈既濟<任氏傳>與蔣防<霍小玉傳>；<金鳳釵記>之於陳玄祐<離魂記>與劉義慶<
龐阿>，可見《剪燈新話》中與前人作品之聯繫一如魯迅般指出「文題意境，並
撫唐人」4。第二，強調現實性，反映當代社會風貌。瞿佑於《剪燈新話·序》中
提及書中所記之事「每以近事相聞，遠不出百年，近止在數載」，可見其緊貼當
時社會狀況，能夠引起當代文人共鳴。趙景深評「剪燈二種」雖有一定模仿唐人
傳奇，卻於不同的位置超出唐人模式，其重要性並非承先而在啟後，並對及後的
平話、戲劇等文學有很大的影響。5由此可見，《剪燈新話》甚具文學價值。

而文學作品當中，愛情現象能夠反映出廣泛的社會關係和生活內容，男女情
愛更是人的原始欲望。6而瞿佑所展現的社會文化特徵與以往大不相同，明顯有
超越當時社會接受的痕跡。《剪燈新話》中的故事主題大致可以分成神怪與婚戀
兩類7，但仍有數篇兼具兩個文類的特色的人鬼戀愛故事。
《剪燈新話》中的三篇
人鬼婚戀故事，均能看出作者瞿佑對傳統依照男性為本的倫理、社會制度、婚姻
制度、兩性權力等女性形象作出反思，創造出興娘、符麗卿與綠衣人的正面、主
動、大膽的女性形象，不但對在文學上重建女性形象取得決定性作用，更為明清
時期以「情」作為主導的思想哲學奠定基礎。本文將分別以權力與知識(Power/

本文使用的《剪燈新話》以瞿佑等著，周夷校注：
《剪燈新話·外二種》(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
1957 年)為本，如未有特別標註，引文均出自此書。
2
（日）近藤春雄：
《唐代小說の研究》
，<剪燈新話と唐代小說>(東京：笠間書院，1978 年)， 頁
425-454。
3
程國賦：《唐代小說嬗變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 年)，頁 174-177。
4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 年)，頁 178。
5
趙景深，《中國小說叢考》（濟南：齊魯書社，1980 年）
，頁 408。
6
何滿子：《中國愛情小說中的兩性關係》（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 年）
，頁 13。
7
周楞加，周允中整理，<《剪燈新話》與唐宋小說的師承關係及藝術特色>，
《明清小說研究》，
2004 年第三期，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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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的角度，透過女性權力與地位的文學呈現，男性凝視(male gaze)和「情
至」觀念的興起為本，論人鬼婚戀對女性文學形象之重建。

二、

女性於歷史文學評價之構成與嬗變

根據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對十七世紀維多利亞禁欲時期的研究，提
出「壓制假設」
（Repression hypothesis）
。他指出透過學者或當權者對性欲與情欲
的討論和定義，公開討論性成為了宗教上的禁忌，從而對當時民眾造成壓抑。8但
上述情況對社會造成了兩個意外的結果：第一，人對性可以公開合法地討論，成
為知識(the object of knowledge)的一類。第二，性成為公眾意識(public interest)與
能夠實行系統化教育(studied systematically)。9因而形成一套對女性的固有印象與
系統，造就一個既定的女性形象。據瓊安·利維葉(Joan Riviere)指出女性被賦予所
謂「女性氣質」(Womanliness)的觀念，以順從社會建構的女性特質(Feminity)而
存在。10因此女性的概念是一種以規範性的模仿方式，將女性的主體引導至「成
為女性」的社會實踐。
1. 女性形象塑造
自周以來，中國文學作品一直保持鞏固父權為本的價值觀念，透過記錄、修
訂宗法制度，不斷增加對「女性」此一概念的認知。周代對女性的描述，確立封
建社會的性別文化結構核心。11《周易·繫辭上》12第一章就以乾坤卦象的定位，
由占卜的宗教角度切入，首先確立男女有別的先決概念，繼而以尊卑、剛柔等社
會性別定型概念描述兩性。《儀禮·喪服·子夏傳》中亦提及「婦人有三從之義，
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13於儀式宗教上更進一步以

8

Michel Foucault, Translated by Robert Hurley,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 P. 17-20）
。
9

Michel Foucault, Translated by Robert Hurley,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 P. 18-19，92-93）
。
10
Joan Riviere, Womanliness as a Masquerad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issue 8, vol.
10, 1929, p.303-313.
閔家胤：
《陽剛與陰柔的變奏 – 兩性關係與社會模式》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
，
頁 134。
12
見《子夏易傳》
，卷六<周易·繫辭上第七>：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
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
柔相摩，八卦相蕩。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
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
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
而成位乎其中矣。」出自(周)卜商撰：《子夏易傳》
，卷六<周易·繫辭上第七>，清通志堂經解解
本（北京：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
，頁 75。
13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
《儀禮疏 50 卷》
，儀禮䟽卷第三十，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重刊宋
本十三經注疏本，
（北京：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頁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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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的要求貫徹上述女性為從屬的概念。《周易》的影響在於當中剛柔、尊
卑、強弱等人為確立的性別概念，上升到宇宙生成、自然規律的高度，從而為日
後男尊女卑社會概念的確立奠定合理的理論依據。14西漢劉向於《烈女傳》中提
及「周室三母」以「貞順率導，靡有過失」
，
「端一誠莊，惟德之行」
，
「仁而明道」
和「旦夕勤勞」形容「太姜，太任，太姒」的皇室女性15，以褒揚擁有符合父權
社會標準之女性。女性社會規範發展到東漢時期，班昭《女誡》中以卑弱、夫婦、
敬慎、婦行、專心、曲從和叔妹七章重新編制當時女性的標準藍本。16令社會對
女性的道德要求發展到行為規範之上，並得到一次深化與系統化的整理。到唐，
宋若華撰《女倫語》提出「行莫回頭、語莫掀脣」17等的行為規範。宋是儒學重
建的時代，前朝累積的禮儀孝悌觀念，社會上的綱常倫理觀念得到進一步的概念
化與知性化18。南宋時期，程頤開朱子之學，奠定理學於元明清三代守節、禁欲
觀念的普及化。因而及後產生大量守節烈女之記載，
《元史》中記五百八十七人，
而《明史》竟達萬餘人。19綜上所述，女性於中國傳統社會中接受的期待與規限
亦隨時代推移而不斷產生多項規限化，理想化等的轉變。正如上述的壓制假設，
「女性」知識建立基於父權為本的封建制度。成就中國文學上對「女性」概念的
主流印象。因此中國小說中女性的形象有既定「為男性服務」模式20，以符合男
性社會結構下對女性形象的塑造。
2. 女性形象革新的契機 – 經濟地位與社會地位
《剪燈新話》於明洪武十一年就以抄本流行於世，而當時依然處於元末時期
的動蕩時局當中。而在唐的分裂到元統一的三百六十餘年中，中國北方地區一直
受到塞外遊牧民族的交替統治。21而元朝的統一，將塞外民族的政治、經濟與文
化特色都傳入中土。22因此，中原地區對女性的既定形象受到塞外文化的動搖。
基於生活環境嚴峻，塞外民族不論男女，均需要對整體社會作出貢獻。23塞外文

吳秀華：《明末清初小說戲曲中的女性形象研究》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年）
，頁 2。
（西漢）劉向，顧凱之：
《古列女傳》
（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頁 9。
16
（東漢）班昭：<女誡>，
《後漢書 120 卷》
，卷八十列女傳第七十四，百衲本景宋紹熙刻本（北
京：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
，頁 1138。
17
（唐）宋若華：<宋尚宮論語>，
《五種遺規 20 卷》
，
《敎女遺規卷上》
，清乾隆培遠堂刻匯印本，
（北京：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
，頁 69。
18
閔家胤：
《陽剛與陰柔的變奏 – 兩性關係與社會模式》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
，
頁 258-259。
19
鄭明娳：
《貪嗔癡愛 – 從古典小說看中國女性》
（台北：師大書院有限公司，1989 年）
，頁 2。
20
鄭明娳：
《貪嗔癡愛 – 從古典小說看中國女性》
（台北：師大書院有限公司，1989 年）
，頁 4-5。
21
閔家胤：
《陽剛與陰柔的變奏 – 兩性關係與社會模式》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
，
頁 227。
22
閔家胤：
《陽剛與陰柔的變奏 – 兩性關係與社會模式》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
，
頁 227。
23
閔家胤：
《陽剛與陰柔的變奏 – 兩性關係與社會模式》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
，
頁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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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當中，婦女在生產、生活24甚至戰爭25中均比漢族女性佔據更重要的地位，甚
至享有財產的擁有權與繼承權26。可見元朝統治者透過女性於經濟和軍事上的實
質作用，肯定女性於社會上的地位。而且並未將女性既定為見識短淺和欠缺實質
能力的一群。可見當時政府於經濟、社會發展層面上肯定女性，於民族文化方面
更未有對女性提供絕對的道德、倫理規範，為女性地位的重建奠定基礎。
因此，在民間層面，由於商業發展蓬勃，造就文人與女性地位更為相近，促
使更多以女性生活為題材的作品出現。一方面由於婦女對商業經濟發展上具有重
要地位，另一方面亦因文人的社會地位下降。受影響文人有如袁采撰《袁氏世范》
27

，箇中觀點不但表達對女性悲慘境況的同情，更批判當時婚姻制度的弊病。28可
見，社會上對女性特質的塑造與文人政府希望構成之形象開始出現分歧，並且透
過文學作品刷新、重建他人對女性形象的認知。

三、

<金鳳釵記> - 興娘與兩性地位

李寇克(Eleanor Leacock)指出，資本主義社會偏向於只提供男性進入就業和
勞力市場的機會，對女性卻限制和局限在家庭之內，導致女性經濟上必須依賴男
性，女性地位因而比男性為低。29而珊代(Peggy Sanday)亦以女性是否參與政經活
動，爭取財產的所有權和政治權力來判別女性於該社會中的地位。30由此可見，
社會上的兩性之間的權力傾向很大程度受到個體的經濟情況與政治權力影響。傅
利曼(Maurice Freedman)和柯翰(Myron Cohen)等人均以父系氏族組織形式、功能
和演變為理據，論證父權社會社會下的女性必須扮演家庭中無私犧牲、服從和附
屬的角色。31參考程國賦之論點，<金鳳釵記>由人物塑造、情節結構上受到<離

見《世界征服者史》上：
「倘若有強制勞動，某人應該承擔一份，而他本人又不在，那他的妻
子要親自去，代他履行義務。」
，見志費尼(al-Juwayni)，何高濟譯：《世界征服者史》上（呼和
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年）
，頁 39。
25
見《遼史 116 卷》
，<卷七十一列傳第一>：「太祖淳欽皇后述律氏諱平小字月理朶……室韋乘
虛襲之。后知，勒兵以待，奮擊，大破之，名震諸夷」，見（元）脫脫：
《遼史 116 卷》
，卷七十
一列傳第一，<太祖淳欽皇后述律氏>，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北京：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
中心），頁 281。
26
閔家胤：
《陽剛與陰柔的變奏 – 兩性關係與社會模式》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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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見（宋）袁采《袁氏世范》
，<女子可憐宐加愛>：
「嫁女須隨家力，不可勉強。然或財産寬餘，
亦不可視爲他人，不以分給。今世固有生男不得力而依託女家，及身後葬祭皆由女子者，豈可謂
生女之不如男也！大抵女子之心最爲可憐母，家富而夫家貧，則欲得母家之財以與夫家；夫家富
而母家貧，則欲得夫家之財以與母家。為父母及夫者，宜憐而稍從之……爲男女者，亦宜憐而稍
從之。若或割貧，益富此爲非宐，不從可也。」見（宋）袁采：
《袁氏世范 3 卷》
，卷一，清知不
足齋叢書本（北京：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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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山川麗，《中國女性史》
：（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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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雅各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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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心理出版社，1999 年）
，頁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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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雅各主編：
《性屬關係下 – 性別與文化、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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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記>之影響32，因此下文將以<離魂記>33與<金鳳釵記>的情節對比，協助論述
興娘形象之突破。
1. 興娘與興哥經濟實力比
上文提及兩性地位與權力和經濟實力之關係，但<金鳳釵記>中的不論興哥
或興娘均無政治權力，因此只能夠以經濟情況作判斷。總結興娘的家庭背景，其
主要以下列兩點展現其較佳的經濟地位：第一，興娘與興哥家族經濟地位相當，
其後甚至更高，女性擁有的社會權力比男性更大。<金鳳釵記>開首就敘述「揚
州富人吳防禦居春風樓側，與宦族崔君為鄰，交契甚厚。」當時兩家相鄰，並且
由其父母決定的繈褓婚，可見雙方不存在不對等的經濟與身份地位。十五年後，
當興哥再次拜訪，兩人身份地位卻出現強弱轉變。興哥雖然早早離開，卻未得任
何功名和職務，地位與富人家的千金有一定差距。其次，興哥「父母皆歿」，孤
苦無依，無奈之下只能求助於興娘家，受人恩惠。可見興哥並無傳統才子佳人小
說中「衣錦還鄉」的強勢形象，反而以功名未就，父母雙亡，而且需要寄住於女
方之家的軟弱無依形象出現。相較之下，<離魂記>中的王宙，雖然政治地位上
並不及張氏一家，但由王宙「托以當調，請赴京」的描述可見其亦具有相當的政
治地位。而且王宙請示調職時張鎰「止之不可，遂厚遣之。」亦見其擁有決定自
身去向行動的能力。當倩娘尋其私奔時，倩娘「徒行跣足而至」，一方面見倩娘
倉忙，另一方面更顯示出倩娘失去經濟支援，投依王宙的從屬關係。由上述比較
中可見，<金鳳釵記>男女雙方的角色背景不論經濟或社會地位均與傳統經驗中
的形象相反。
此外，興哥與王宙私奔的經濟狀況而形成的權力轉變反映在私奔後的情節
中。興哥一直都只是依靠外部支援過活，不論是受到吳防禦的收留或私奔後投靠
昔日僕人金榮，興哥均未顯示出獨立的經濟能力。最後興哥雖感興娘情深，以「香
燭楮幣，賚詣瓊花觀，命道士建醮三晝夜」希望報以興娘。但興哥此舉卻以變賣
定情信物 - 金鳳釵為前題，否則便沒有足夠的經濟條件報以興娘。可見<金鳳釵
記>中，透過種種的經濟情況的描述，進一步矮化男性於兩性關係之地位，以興
哥「寄人籬下」、財政拮据的形象突出女強男弱的基調。
2. 興娘對「情」的掌控轉變
就興娘感情態度方面，興娘可說是經歷被動到主動的轉變。首先在定情方
面，<金鳳釵記>中，興娘父吳防禦與興哥父崔君在二人還在襁褓之時就以金釵

程國賦：《唐代小說嬗變研究》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 年）
，頁 174-175。
本文使用的<離魂記>以汪辟疆校錄：
《唐人小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頁 49-51。如未
有特別標註，引文均出自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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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約，定下婚約。然而後來崔家因官調問題，一別十五年，期間二人「無一字相
聞」。由此可見，興娘初時對「情」依然處於被動接受的階段。然而當興娘「女
處閨闈，年十九矣」卻未見興哥來娶，「因而感疾，沉綿枕席，半歲而終」，可
見興娘當時對「情」已由被動接受，轉為一往情深， 因而深思成疾。而<離魂記
>中，倩娘與王宙「常私感想於寤寐」，因倩娘父拆散鴛鴦，促使「女聞而抑鬱；
宙亦深恚恨」，可見二人互生情愫。由此可見雖<金鳳釵記>與<離魂記>中的情
感均源自於父權的婚姻制度，但興娘亦未曾與興哥相見，無任何情感基礎，對婚
姻的態度只是維持被動接受的階段。見女長成，其母曾替女兒爭辯，以免「令其
挫失時節也。」但卻被其父以「成約已定，吾豈食言者也」所拒絕，可見興娘陷
入傳統家族為本的婚姻中，由父親或家中長輩掌控的婚姻模式，以父母的意願為
本，興娘自身的意願並不受重視。由此可見興娘此時一方面被傳統宗法婚姻制度
束縛，必須跟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嫁娶模式。另一方面，亦因婚約關係
而不婚，對「情」的渴求得不到滿足。由於當時的婚姻制度並不允許男女的自由
戀愛，談戀愛的男女會被當成罪犯。34興娘不能夠自己追尋「情」的自由，亦無
法以一己之力反抗父權為本的婚姻制度，愁思而亡35。
興娘的死卻令人情衝破現實社會對女性的束縛，興娘死後之行動亦由保守內
斂變成主動、開放的追求，因而造就興娘借妹之身先斬後奏地與興哥私奔一年
半。而且，回家後更以在世家人性命作要挾，迫使父親吳防禦跟隨興娘的意願，
應許二人婚事。由此可見，吳防禦失去父親於子女婚姻上的絕對主導權，推翻了
女子三從中「未嫁從父」的傳統社會價值觀，從而減少父系社會家庭中，婚戀宗
法制度對女性情感追求所造成的壓力，造就強勢的女性形象誕生。
3. 興娘「情」、「欲」的自由追求
對興哥之關係的建構能夠基於「投釵」與「自薦枕席」兩個行動之上，並分
別象徵興娘對「情」、「欲」的自由追求。首先，興娘將當年兩者父母定立婚約
的金鳳釵投下轎，令興哥拾得信物金鳳釵後錯過交還機會。因而只能「遂還小齋」
並憶起自己孤苦身世，促成興娘借其妹之身與興哥一盡夫妻之禮。因此金鳳釵包
涵了有關兩者定情的部分。雖然此釵是崔君交託的信物，卻在興娘死後成為陪葬
之物。因此成為興娘親密接觸之物，具備很大的私密性，亦成為興娘死後對婚姻
的寄託。而興娘故投金鳳釵，實是以物象徵將自身交託興哥，因此興哥「拾釵」
的過程就完成了信物作為定情與重逢的功用。興娘以「投釵」的行動，第一次表
現出自身對興哥「情」超越生死的追求。

合山究著，蕭燕婉譯注：《明清時代女性與文學》
（台北：聯經出版社，2016 年）
，頁 101。
曹穎利：<《金鳳釵記》的主旨與創作心理 – 論《金鳳釵記》的釋懷寫心>。《黑龍江生態工
程職業學園學報》
，第 21 卷第 1 期（2008 年 1 月）
，頁 12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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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薦枕席」可見於興娘附於其妹慶娘身上並「即挽生就寢」處，可見其對
「欲」的自由追求，描寫直接大膽，於性別權力上作主導地位。傳統社會的性觀
念上，女子一出生就陷入父權文化一手制造的性別預設中，並日漸內化成為女性
的人格特質，特別於性事方面，女性往往只能跟從男性的意願，處於一個相對被
動的位置，自生理需求驅動的本我欲望被受壓制。恩格斯亦指出丈夫於家庭：
「丈
夫於家庭當中擁有絕對的權力，而妻子的存在價值被貶低，被奴役，變成丈夫淫
欲的奴隸，變成傳宗接代的簡單工具。」36由此可見，於性方面，女性對性、欲
望的追求上都被逼處於被動狀態，因社會規範和道德價值而被壓抑。然而於<金
鳳釵記>當中，興娘對性並無傳統的避諱，反而比興哥更大膽主動追求自身欲望
的滿足。甚至在興哥「拒之甚厲，至於再三」，興娘亦以「訟汝於官」等的嚴詞
要挾興哥聽從。由此可見興娘於性方面的主導地位，此過程將性描述成為一種行
為上統治的關係。性佔有透過語言或行為表達時，就成為讓別人服從其權力意義
上的統治。37由上述情節可見，相比以往任何異類婚戀作品，興娘在情或欲的關
係上有重大的突破，她不但體現了女性對婚姻的執著及對戀愛的追求，另一方面
透過話語描述的性主導關係，進一步強化女性於作品中的權力和地位，一洗以往
女性從屬、被動的形象。性愛與情，是人類愛情生活中和婚姻中兩個密不可分的
因素，對愛情和性的自由追求，亦能夠為當時被壓迫情與欲的女性作出思想上的
肯定。
4. 興娘的強勢行為
不單是「情」與「欲」方面的主導權，興娘的強勢形象於及後行為亦得到體
現。首先，兩人的去向全由興娘決定，興哥只是單純的接受者。由興娘自薦枕席
後，興哥與興娘均以「暮隱而入，朝隱而出」的方式往來，然而興哥並無任何其
他行動。直至興娘提出，「莫若先事而發，懷壁而逃，或悔迹深村，或藏踪異郡，
庶得優遊偕老，不致暌離也。」並計劃私奔，興哥才又下一步的行動。而且亦因
為興娘以「父母生之，恩莫大焉，豈有終絕之理?」才決定一同返回揚州。可見
興哥與傳統男性形象不同，相對沒有主見，一直只跟從興娘的主意。此外，吳防
禦作為父親，卻未有展示出絕對的統治地位。正當吳防禦懷疑興哥言辭時，興娘
立即以「如所請肯從，則病患當即痊除；不用妾言，命盡此矣」作為要挾，並且
以后土夫人特許為理由，令吳防禦不得不以興娘的主意為先。而上述情節的合理
發生，主要建構於男性角色的有意矮化。而《詩經》亦曾以女性「宜其室家」的
概念形成「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從而構成女性與家庭當中的志願和後
（德）費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hums und des Staats: im
Anschlub an Lewis H. Morgan's Forschungen)（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
，頁 44。
36

（法）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劉暉譯：
《男性統治》
（La Domination Masculine）
（深
圳：海天出版社，2002 年）
，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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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地位。在興哥與興娘私奔後，二人均無獨立的經濟來源，只是寄住於興哥舊僕
之家，不但打破了傳統的男女分工概念，更以寄人籬下的情節弱化男性傳統的「一
家之主」既定形象。亦推翻女子「出嫁從夫」的既定印象，造就家庭當中擁有決
定權的女性形象。

四、

<牡丹燈記> - 符麗卿與男性凝視(male gaze)的革新

敘事情節透過小說的載體，透過仔細的文字描述，同樣於讀者腦海中形成畫
面與片段，因而產生凝視效果。因此借用勞拉·穆爾維(Laura Mulvey)提出的男性
凝視(male gaze)，反映傳統文學對女性的書寫與<牡丹燈記>中的突破。勞拉·穆
爾維認為在性不平等的世界當中，看的快感(visual pleasure)分裂為男性主動
(active/male)與女性被動(passive female)，性主導的男性視覺(determining male
gaze)將他們對女性形像的幻想(fantasy)按此方法作投射。38因此在傳統的影像建
構當中，為營造強烈與色情的視覺衝擊，女性會按照要求被編碼化，並且帶有被
看模樣(to-be-looked-at-ness)的暗示。39以接受理論的角度，讀者、甚至作者均有
意識地結合自己閱讀前的意向和視界，產生了特定的「期待視界」並決定了他們
對作品內容和表達形式的基本態度40。總而言之，文學中對女性的描述多以男性
視覺為本，成為男性色欲、幻想和期待的映射。以下將就男性幻想、女性「功用」
及婚姻權力逆轉分別論之。
1. 鰥寡男性的幻想和破滅 - 艷遇式相遇與出乎意料
<牡丹燈記>中，符麗卿與喬生的相遇類近傳統才子佳人小說情節，如<霍小
玉傳>、<任氏傳>等，開首的情節發展亦按照傳統士人艷遇的「期待視界」。喬
生於元宵之夜「張燈五夜，傾城仕女，皆得縱觀」的映襯下，不但以「初喪其耦，
鰥居無聊，不復出遊，但倚門佇立而已」的身世盡顯淒涼鬱悶，更以「十五夜，
遊人漸稀」的背景提供男性幻想與艷遇的空間。而在此時，恰好出現一個丫鬟和
一個美人，不但「約年十七八，紅裙翠袖，婷婷嫋嫋」而且「韶顏稚齒，真國色
也」。喬生立即「不能自抑尾之而去，或先之，或後之」的急色舉動有意接近並
引起符麗卿的注意，但卻未有主動與其搭話。 而本應為在兩性關係中表現含蓄
的女性卻於此時毫不避諱，直言「初無桑中之期，乃有月下之遇，似非偶然也」，
點出符麗卿對喬生「桑中」41、「月下」42之意。此時喬生才以「敝居咫尺」邀
38

Mulvey Laura,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Film Theory and Criticism: Introductory

Readings. Eds. Leo Braudy and Marshall Cohen（New York: Oxford UP, 1999, P.837）
。
39
Mulvey Laura,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Film Theory and Criticism: Introductory
Readings. Eds. Leo Braudy and Marshall Cohen（New York: Oxford UP, 1999, P.837）
。
40
錢劍平:《文學原理導論》(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216。
41
見《詩經》<國風·鄘風·桑中>：
「爰採唐矣？沬之鄉矣。雲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採麥矣？沬之北矣。雲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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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符麗卿前往以成巫山之會，雲雨之歡。可見以上均是以男性凝視的模式，以幾
乎「掃描」的視覺「觀察」路上的美人符麗卿，而及後更按照鰥寡無聊男性對性
的渴求發展，完全透過情節的推展滿足男性對巫山洛浦之遇的幻想和期待，不但
為喬生更為為讀者達到男性看的快感(visual pleasure)。然而後來的情節發展卻一
反男性對美艷女性的幻想和期待。男性凝視卻於符麗卿首先開口與喬生搭話和對
喬生急色行為「無難意」中漸漸改變。符麗卿主動的態度並不符合上述男性對女
性被動的幻想，因而會造成一定的突兀感。及後更透過鄰翁之口，揭露符麗卿為
「粉骷髏」，進一步於視覺信息上更新了對符麗卿的外貌描述，從而打破了以喬
生為中心的男性凝視，令符麗卿由意態迷人的美女一下子成為完全相反的邪穢幽
陰的鬼魅。
而男性凝視亦與社會權力有一定關係，對女性的描述往往對欲望以外的身體
沒有太大興趣。43如<牡丹燈記>中符麗卿與丫鬟金蓮一同出場，但卻只有對符麗
卿的身體和衣著打扮有較詳細的描述，可見由敘事上男性只凝視(gaze)反映欲望
的女性，並對此視覺有絕對的控制權。然而在情節上，男性的力量卻與女性有平
等化的跡象。雙方於「極其歡昵」後才互相了解各自姓名、背景等信息，一反封
建禮教中需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會道德規範，以滿足自身情欲為本。
相較前代小說如<任氏傳>、<鶯鶯傳>和<霍小玉傳>中才子佳人的相遇相戀，<
牡丹燈記>為男女雙方的生理渴求褪去情愛包裝，開門見山地以直白的筆觸呈
現。可見兩者之間並無愛戀，反而充滿情欲意味。此舉一方面於文章開首就重新
定義男女情愛觀念，以欲寫情，更肯定人欲於情愛之中不可或缺。另一方面，亦
扭轉男性急色、語出輕薄的性主導觀念，以女性之口作情欲暗示，展示女性在性
地位上與男性等同。
2. 男性對女性的「功用」印象 – 始亂終棄的必然發生
情節上，雖記喬生借道人之助，得避鬼魅，後來卻與符麗卿重逢並引發一系
列後續，但本質上與<鶯鶯傳>與<霍小玉傳>等前人小說情節發展異常相似，可
簡化為男性與欲望滿足後，女性被始亂終棄的結局。下表以<霍小玉傳>44、<鶯
鶯傳>45與<牡丹燈記>三者作比對。
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採葑矣？沬之東矣。雲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
宮，送我乎淇之上矣。」見劉毓慶編：
《詩經圖注 - <國風>》
（台灣，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2000 年）
，頁 148-151。
42
見周夷《剪燈新話外二種》<牡丹燈記注>：「花前月下，是封建時代青年男女幽期密約所在」
43
Mulvey Laura,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Film Theory and Criticism: Introductory
Readings. Eds. Leo Braudy and Marshall Cohen.(New York: Oxford UP, 1999, P.838)。
44
本文使用的<鶯鶯傳>以汪辟疆校錄：
《唐人小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
，頁
135-150。如未有特別標註，引文均出自此書。
45
本文使用的<霍小玉傳>以汪辟疆校錄：《唐人小說》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
，頁
77-84。如未有特別標註，引文均出自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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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小玉傳>

<鶯鶯傳>

<牡丹燈記>

男女出身
背景




霍王庶出霍小玉
進士李益




沒落名門之女崔鶯鶯
落魄士人張生




相愛的情
欲描寫



解羅衣之際，態
有餘妍，低幃暱
枕，極其歡愛。
生自以為巫山、



自是複容之，朝隱而

出，暮隱而入，同安於
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
矣。


生與女攜手至家，極其歡昵，
自以為巫山洛浦之遇，不是過
也。
生留之宿，態度妖妍，詞氣婉




媚，低幃暱枕，甚極歡愛。
天明，辭別而去；暮則又至。
如是將半月


女性被拋
棄之原因



洛浦不過也。
如此二歲，日夜
相從。
太夫人以與商量
表妹盧氏，言約
已定。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 
不妖其身，必妖於人。

故奉化州判之女符麗卿
鰥寡喬生

子與幽陰之魅同處而不知，邪
穢之物共宿而不悟，一旦真元
耗盡，災青來臨。

由上表可見，雖然三篇小說均以不同因由，但都以父權社會道德倫理規範與
利益最大化的準則為本，令男性「迫不得已」始亂終棄之事作合理的解釋與迎合
讀者接受。在父權社會道德倫理規範方面，根據傳統的婚姻觀念，即使撇開繁衍
子孫的目的，男女雙方都需要以「宜室宜家」的道德倫理目的為本，而非男女情
愛46。以上婚姻忽略男女情愛本身，並追求滿足父權社會道德規範的觀念可以唐
傳奇<定婚店>中得到進一步印證。掌管人間婚姻的月下老人擁有絕對並且不可
抗逆的權力，而男女雙方本身的意願、愛情甚至欲望。而<牡丹燈記>中卻是無
媒苟合，為迎合父權社會讀者接受，揭露符麗卿鬼魅身份，將兩者的關係由情愛
提升到宗教、宇宙規律層面，合理化男性「始亂終棄」的本質。
中國傳統婚姻觀念非單注重愛情本身，而且還需要有經濟、地位上的考慮，
因此於前人小說中均推男女情愛作功利化的描述。下表列舉同為異類戀題材中以
女性為補償的<柳毅傳>47與<任氏傳>48，以現時傳統婚姻觀念的功利化描述。

何滿子，《中國愛情小說中的兩性關係》(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 年)，頁 14。
本文使用的<柳毅傳>以汪辟疆校錄：
《唐人小說》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
，頁 62-76。
如未有特別標註，引文均出自此書。
48
本文使用的<任氏傳>以汪辟疆校錄：
《唐人小說》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
，頁 43-48。
如未有特別標註，引文均出自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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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身份

<柳毅傳>

<任氏傳>






妾，洞庭龍君小女
也。



任氏，女妖也。
此中有一狐，多誘男
子偶宿，嘗三見矣，
今子亦遇乎？
複視其所，見土垣車
門如故。窺其中，皆
蓁荒及廢圃耳。

帶來利益




贈遺珍寶，怪不可

述。

毅不得安，遂相與歸
洞庭。凡十餘歲，莫

馬可鬻矣，當獲三萬
後歲餘，鄭子武調，
授槐里府果毅尉，在
金城縣。

知其跡。
可見基於傳統婚姻觀念，只要女性能夠為男性帶來經濟或地位上的好處，即
便身為異類卻依然能夠得到男性接受，並且得到男性的肯定。<牡丹燈記>揭露
符麗卿身份時，就借鄰翁道出其不但為異類，並且對喬生毫無益處，促成喬生拋
棄符麗卿的必然發生。
3. 婚戀權力的完全逆轉
而<牡丹燈記>卻於始亂終棄的女性弱勢命運上，做出了決定性的改編。雖
然前文本中的霍小玉死前以絕命誓詞道出內心怨恨與化為厲鬼的消極報復等的
女性對婚姻及社會現實控訴，符麗卿卻表現得更為強勢與務實。符麗卿不但直斥
喬生之寡情薄倖，更「即握生手，至柩前……擁生同入」，以合棺葬的形式，強
制與喬生進行冥婚，以異類的手段爭取婚戀的主導性。值得留意的是，喬生進行
被拖入棺木時依然在世，與傳統記錄冥婚的形式上有以下兩點改變：
第一，對冥婚觀念的轉變。黃景春曾以對死者作祟的恐懼、為人父母自身情
感宣洩和宗法性家族需求概括冥婚的形成原因。49概括言之，冥婚習俗依然不能
脫離父權社會中的倫理道德價值觀，以慰靈為名，構築倫理價值觀為實的宗教儀
式。而<牡丹燈記>中喬生與符麗卿的冥婚源於喬生的始亂終棄而令符麗卿因愛
成恨，促成冥婚的原因是情為主，而非滿足倫理宗法需求。以「全體事君」的深
情到對喬生「薄倖如是」之恨的轉變，進一步強化無所依歸的殤女之恨，並就婚
姻制度下女性固有形象的壓迫和醜化作出控訴和反抗。第二，對婚姻權力的轉
黃景春：<論我國冥婚的歷史、現狀及根源 – 兼與姚平教授商榷唐代冥婚問題>。
《民間文化
論壇》，2005 年，第 5 期，頁 1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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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男女雙方權力懸殊，整個過程均由女方主導。不論嫁殤或嫁于殤兩種類型的
冥婚，均按傳統婚姻宗法制度，將女性編入男性的家族之中，成為男性的從屬。
於<牡丹燈記>中，符麗卿佔據絕對的自主力量，甚至以類似入贅的形式將喬生
拉入柩中為鬼夫妻，形成婚姻制度上權力的逆轉。由此可見符麗卿透過異類之本
質，突破傳統禮教對婚姻甚至冥婚的束縛，透過另類冥婚完成對婚姻的自主。打
破了固有男性主動，女性被動的凝視標準。更令香艷，充滿情欲的男性幻想轉變
為恐怖驚悚的惡鬼、厲鬼復仇從而構成人物與讀者的震驚效果，從而更新讀者的
審美經驗，改變讀者的社會態度。

五、

<綠衣人傳>綠衣人的「情至」觀念

「情」的主題往往是人鬼婚戀最突出的主題思想，唯情一派以絕對的角度肯
定「情」，如清錢泳提出「天地不可以無情，四時萬物皆以情而生……情有公私
之別，有邪正之分。情而公、情而正，則聖賢也。情而私、情而邪，則禽獸矣。」
50

可見「情」於主流思想中依然存有正邪與善惡之別，凡涉及淫欲、色欲、人欲
等邪惡之情均與「情」互相對立51。因此「情」不能單單依靠淫欲、色欲等欲望
所驅動，必須往某對象身上傾注良善的「真情」
，此情「精誠」不移，一往情深。
當「情」達到最為真切，變成擺脫一己私欲、甚至不惜為對方犧牲的「情至」就
成為唯情論者「性善說」
、
「情善說」的最高境界。52綠衣人對趙源之情穿越兩世
生死、人鬼二界，只為盡情。當中情節透露「情至」推動二人的強大力量，令本
應幽明異路的二人重逢，最後更令趙源因而得悟，為報綠衣人之情深而出家為
僧。下文將就現實世界對「情」的壓抑、「情」的力量和超越分析綠衣人的「情
至」觀念。
1. 現實世界對女性「情」的壓抑
<綠衣人傳>中，綠衣人與趙源人鬼之戀的角色背景由開始就注定分離。按
照傳統的靈魂信仰的觀點，人是由肉體和靈魂兩種成分組成。53然而中國根深蒂
固的陰陽觀念亦認為，男性為陽中之陽；女鬼為陰中之陰，54因此陰陽幽明異路
的觀念造就人鬼只能結一時之緣，而不能共到白頭的必然情節。因此，幽明有別
就為綠衣人與趙源之情添上不可抗力的必然反對因素。除人物角色背景外，父權
為本的社會制度亦是對「情」造成強大壓迫的原因之一。<綠衣人傳>當中綠衣
人曾與趙源前生均為賈似道之僕人，二人生前互有情愫，但因不合符社會的婚姻
（清）錢泳:《履園叢話 24 卷》
，卷二十三，清道光十八年述德堂刻本(北京：北京愛如生數字
化技術研究中心)，頁 332。
51
合山究著，蕭燕婉譯注:《明清時代女性與文學》(台北：聯經出版社，2016 年)，頁 68。
52
合山究著，蕭燕婉譯注:《明清時代女性與文學》(台北：聯經出版社，2016 年)，頁 69。
53
王溢嘉:《不安的魂魄》(台北：野鵝出版社，1997 年)，頁 51。
54
王溢嘉:《不安的魂魄》(台北：野鵝出版社，1997 年)，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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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因而被賈似道賜死於西湖斷橋之下。而且，賈似道一直成為壓迫女性的角
色，甚至因有侍女讚賞他人「美哉」，就被賈似道殺死並將其首放在盒中。由此
可見當時即使男女雙方互有「情」
，但礙於社會階級制度之下，自由婚戀或是「私
定終身」均不被接受。若希望追求自由戀愛，最後定會死於不可違抗的社會權威
之下。由此顯示女性於文學作品當中柔弱無力，但卻無可奈何的弱勢形象。
2. 「情」的力量和超越
明馮夢龍曾於《情史類略》中總結和肯定「情」的強大力量和世間的聯繫，
如情史氏曰：
萬物生於情，死於情。人於萬物中處一焉。特以能言，能衣冠揖讓，遂為之長。
其實覺性與物無異。是以羊跪乳為孝，鹿斷腸為慈，蜂立君臣，雁喻朋友，犬馬
報主，雞知時，鵲知風，蟻知水，啄木能符篆，其精靈有勝於人者，情之不相讓
可知也。微獨禽魚，即草木無知，而分天地之情以生，亦往往洩露其象。何則？
生在而情在焉。故人而無情，雖曰生人，吾直謂之死矣。55
由此可見，「情」為聯繫世間萬物的最根本原素，反映出一個以「情」為本
的世界觀。56因此，情並不受到現實世界的條件束縛，能夠跨越現實與夢境，生
與死，現在與過去、未來等的超自然範疇。57上述聯繫世間萬物的「情」造就了
綠衣人與趙源的相遇。趙源原居天水，卻於延祐年間遊學到錢塘並居於賈似道的
舊居旁因而有機會與綠衣人相遇，再續前緣，綠衣人亦親自道出二者「舊相識也，
今非至情相感，莫能及此」的事實。雖然趙源再世為人而綠衣人「猶在鬼籙」，
人鬼本應殊途，二者卻能在舊地相逢，證明此番遭遇均因「情至」而生。最後綠
衣人與趙源訣別時所說「兒以幽陰之質，得事君子，荷蒙不棄，周旋許時。往者
一念之私，俱陷不測之禍，然而海枯石爛，此恨難消，地老天荒，此情不泯！今
幸得續前生之好，踐往世之盟，三載於茲，志願已足，請從此辭，毋更以為念也！」
可見綠衣人對趙源之「情」藉死亡和再聚超越了上述的「情而邪」的縱情和淫情，
上升到「情至」的境界，成為令人讚頌的深情與癡情，不但超越了生死，而且亦
冥冥中將二者聯繫，令此二者之「情」不泯。雖然無法長相廝守，但亦促使綠衣
人能夠與趙源一盡夫妻之情，進一步肯定女性追求「情」。
而綠衣人的「情至」亦令趙源有所轉變。原先趙源對綠衣人並不重視，與上
文論及的艷遇心理同出一轍，只是「獨居無聊」見一女子姿色過人而「戲問之」。
然而當綠衣人揭露其情之真切、深厚，趙源的態度由「艷遇」轉變成為對綠衣人
的一往情深，由趙源以「吾與汝乃再世姻緣也，當更加親愛，以償疇昔之願。」

55
56
57

（明）馮夢龍：《情史類略》
（長沙：岳麗書社，1984 年）
，頁 693。
合山究著，蕭燕婉譯注:《明清時代女性與文學》(台北：聯經出版社，2016 年)，頁 64。
合山究著，蕭燕婉譯注:《明清時代女性與文學》(台北：聯經出版社，2016 年)，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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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綠衣人留在舍中，可見趙源被綠衣人的「情至」而感動，亦因「情至」打破
了階級、人鬼等的社會倫理與宗法制度，喜續前緣。此外，趙源「本不善弈」，
但後來卻能夠令「凡平日以棋稱者，皆不能敵也。」可見趙源相比從前，更深入
參與綠衣人的生活，而非單是色欲的滿足，令男性對「情」亦達到上述超越物質
或肉體上的欲望，達致唯情論者謂之「情至」的最高境界。因而促使結局當中一
反傳統文學中男性另娶之「始亂終棄」的結局，反而因綠衣人對君之深情而決定
「不復再娶」甚至「出家為僧」，完全擺脫世間欲望的牽連。可見「情至」再此
篇之結局得到再一次的昇華，進入類近於宗教形式的信仰，肯定人情之至的力量。

六、

突破與啟後

宗法制度根深蒂固，下至家庭的綱常倫理，上至政府管治制度。以一人之力
難以抗衡。因此，文學家借民間宗教的原始信仰，相信人的生命現象本身也如同
無生命的自然過程，是源於在幕後控制活人或力量。58以「人死為鬼」的概念，
令女性通過死亡脫出社會、禮教觀念的現實困境，以不受現實世界法規束縛的
魂，追尋婚戀自由自主。然而，傳奇小說描繪的女性透過死亡得以一剎的婚戀自
由，但多數結局都帶有悲劇色彩。在此類小說中女性都以柔弱、無助、被動的形
象為被拋棄。因而反映出當時社會觀念與權威的不可抗力，女性多數成為此悲劇
承受者的命運。當社會發展到明初，前朝醞釀的心學思潮得以開花結果，民眾開
始對程朱理學觀念進行反思與拷問，實際生活經驗對社會規範的知識產生動搖，
造就《剪燈新話》中女鬼角色更為獨立自主，而且有足夠的力量反抗並追尋自己
的婚戀自由，為日後馮夢龍、凌濛初等主張以「情」為本，追求至情的重要參照。
1. 理念上的突破
《剪燈新話》中人鬼婚戀故事均借南宋、元末社會相對動蕩的時代為背景，因而
愛情悲劇的主人公、結局及原因都與同為文言小說的唐傳奇有一定程度的區別。
59
其突破有三：
第一，肯定庶民女性的婚戀追求。由六朝到唐宋傳奇小說中的異類婚戀故事
只有高門女子能夠尋得婚戀自由並得到社會認同。如干寶《搜神記》<吳王小女
>中記敘以死的吳王小女紫玉見韓重情深，與他盡夫妻之禮。《太平廣記》<離魂
記>中記王宇與倩娘兩情相悅，奈何被倩娘之父張鎰 60拆散鴛鴦，倩娘藉以離魂
與王宇私奔。相反，庶民女子卻往往只能落得淒慘收場。如洪邁《夷堅志》<鄂
（英）詹姆斯·弗雷澤(James George Frazer)著，李蘭蘭譯:《金枝：巫術與宗教之研究》(The Golden
Bough)(北京：煤炭工業出版社，2016 年)，頁 187。
58

李時人等：《中國古代禁毀小說漫話》(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1999 年)，頁 380。
見舊唐書：「張鎰，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見（五代）劉昫：《舊唐書 200 卷》
，
卷十二本紀第十二，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北京：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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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南市女>記敘述富人家吳姓女鍾情茶僕彭先，但彭先早已訂婚。吳女抑鬱而死，
復活之後仍遭彭先拒絕，遂墜樓而亡。廉布《清尊錄》<大桶張氏>富人張氏與
孫家女定下婚約但悔婚，令孫女氣結而死，後來被鄭三哄騙，最後找尋張氏理論
時仆地而死。於《剪燈新話》的三篇中，不論男女，生時皆為庶民，然而就結局
論，三篇的女性最終都獲得與男性一盡夫妻之禮，並且以女性滿足作結，顛覆傳
統小說中的固有模式。此外，《剪燈新話》亦將只屬於民間接受的婚戀自由意識
帶入士人、文人價值認同當中，令婚戀問題由民間情感上的反抗上升到文人宦族
間的普遍意識，並對因世間種種而無法比翼的男女賦予高度的同情。61
第二，人化異類，令女性以鬼妻身份62主導男性。在傳統的婚戀題材小說中，
男性往往扮演感情主導者的角色，而女性只能夠附和。如唐傳奇多有才子佳人為
背景(貧窮書生與風塵女子)，而結局均多為突出士子始亂終棄，後娶高門女子為
主，如<鶯鶯傳>的張生和<霍小玉傳>的李益。男性的選擇往往決定女性命運，
而女性雖然與過程中有反抗與婚戀自由的追求，以表其至死不休與溫柔敦厚的感
情態度63，而當中主要反映當時氏族、婚姻制度問題64。以往異類婚戀模式中的
女性力量雖有增強，但卻不能擺脫女性從屬的固有概念，如<任氏傳>中任氏被
要求與鄭生出士而死。此外，傳統中女鬼往往不能脫出葉慶炳先生揭示的發展方
式：
「始於毛遂自薦，繼而兩情相好，終於分離」
，符合傳統幽明異路的思維觀念。
65

本文列舉《剪燈新話》的三篇均屬於鬼妻模式。瞿佑把握幽明有別的特性，借
鬼妻形象令女性愛情力量增強，甚至可以突破生死，更好地主導自身命運，扭轉
女性於文學中相對被動的角色。男主人公處於一個相對被動的地位，與強勢的女
鬼形成強烈的反差。
第三，相比以往犯禁形式的分離結局，
《剪燈新話》的男女雙方更偏執於情，
因而帶來相對美好的結局。以《列異傳》<談生>為例，談生雖與女子情投意合，
但因揭露幽明有別而引致分離的必然發生。然而《剪燈新話》中，情的概念被大
大加強。由於心學的興起，人以性情為真，因而「情」具有「耿耿不磨」、貫穿
生死的力量，成為當時主導的文學與時代思想。66如《剪燈新話》中<金鳳釵記>，
興娘之「情」能打動后土夫人、穿越前世今生和打破法術束縛，造就小說中男女
得盡夫妻之禮，一了男女雙方對「情」的強烈追求。

合山究著，蕭燕婉譯注:《明清時代女性與文學》(台北：聯經出版社，2016 年)，頁 99。
馬幼垣、劉紹銘：《中國短篇小說選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 年）
，頁 120。
63
劉燕萍，<至死不休與溫柔敦厚：從女性主義看《霍小玉傳》和《鶯鶯傳》>，
《嶺南大學中文
系系刊》
，1996 年，頁 36。
64
小南一郎，童嶺譯：
《唐傳奇小說論》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
，頁 62。
65
葉慶炳：《中國古典小說論評》
（台北：幼師出版社，1985 年）
，頁 119。
66
合山究著，蕭燕婉譯：《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
（台北：聯經出版社，2016 年）
，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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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女性地位與「情至」觀念的啟後作用
上文曾提及《剪燈新話》雖模仿唐人的藝術手法，但其藝術價值卻體現於啟
後方面。上文論及的兩性地位、男性凝視與「情至」的概念均於及後作品得到進
一步的深化與發展。如凌濛初的《二刻拍案驚奇》中就將<金鳳釵記>改編為<大
姊魂游完夙願，小姨病起續前緣>；周朝俊的《紅梅記》取材自<綠衣人傳>;<牡
丹燈記>流傳到不同的地區成為日本的<牡丹燈籠>。以凌濛初的<大姊魂游完夙
願，小姨病起續前緣>為例，婚戀小說中男性褪去傳統的父權意識，並以「前日
所以不敢輕從娘子，專為此也。不然，人非草木，小生豈是無情之物？而今事已
到此，還是怎的好」透漏出其怯懦和沒有主見的性格。相反當中慶娘亦甚具主見，
而且主動大膽，立即決定「莫若趁着人未及知覺，先自雙雙逃去，在他鄉外縣居
住了，深自斂藏，方可優游偕老，不致分離。你心不如何？」由此可見女性於兩
性地位上再非被動無助，她們的獨立主動甚至比起男性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在「情
至」觀念的影響方面，亦可於<崔待詔生死冤家>中得以察覺。當中的秀秀與崔
寧均為王府的下人，雖然二人成功私奔，但秀秀卻被抓獲後處死，最後秀秀以鬼
之身與崔寧再續前緣。可見秀秀對崔寧之情亦如興娘、綠衣人般超越生死。基於
上述二例，《剪燈新話》中對女性地位與「情至」概念由其他小說繼承並且繼續
發展，扭轉傳統小說中女性的邊緣地位，對明清小說的女性形象有深遠影響。

七、

結論

《剪燈新話》自明初出現，於內容結構及藝術手法上模仿唐人，然而意在強
調當中的現實性，並就此作出概念上、思想上的創新，反映元明時期民間、以致
文人的主導思想。上文由歷史文學中女性形象的設立與權力的關係，分析父權社
會制度對女性的壓迫，女性固有形象形成的主因。而隨經濟與文化思潮的發展，
女性的社會地位逐漸提升，甚至得到文人士子的認同和平反，《剪燈新話》中的
人鬼婚戀就能夠體現女性形象於兩性地位、男性凝視和「情至」觀念。於女性地
位方面，<金鳳釵記>中興娘出生富人之家，為大家閨秀，打破傳統女性相對貧
苦悲慘的背景，當中亦以孤苦無依、寄人籬下的興哥作對比，顯示興娘的經濟狀
況。此外，興娘的舉動比以往的女性形象更為大膽主動，毫無避諱地直言其愛，
甚至強迫男性接受其主張。可見女性不論於經濟或權力上均優於男性，造就強勢
的女性形象。
男性凝視方面，<牡丹燈記>活用了「女鬼主動求愛」的傳統小說模式，投
射男性對女性於色欲方面之幻想與期待。截然不同的是，恐怖陰森的女鬼形象打
破喬生「艷遇」幻想和讀者的閱讀期待，塑造出兩者均為震驚的效果，一反傳統
男性對女性色欲的渴望，打破男性在凝視中的支配角度。此外，符麗卿對喬生的
無情以「強迫冥婚」的強硬、自主手段對應，相比以往<鶯鶯傳>等被動接受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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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棄的命運更為直接、潑辣，令女性不再受男性支配，不但能夠掌控自申的決定，
甚至還能夠支配男性，展現女性的力量與反抗。
「情至」觀念方面，<綠衣人傳>中以綠衣人對趙源的深情，肯定女性對「情」
的追求。<綠衣人傳>以綠衣人與趙源兩世的未了情緣，展示「情至」突破生死，
令二人隔世相逢，一完夫妻之情。此外，<綠衣人傳>亦淡寫男女情欲方面，突
破男性對女性主要為色欲滿足的輕薄態度，以綠衣人的「情至」令趙源成長，放
下對欲望的執念，出家為僧，追尋人的「真性」即情至的境界，肯定女性對「情」
的追求，亦淡化男性對女性的偏見。
《剪燈新話》中的三篇人鬼婚戀故事，均能看出作者瞿佑對傳統依照男性為
本而塑造的女性形象作出批判，以興娘、符麗卿與綠衣人的正面、主動、大膽的
女性形象，不但對在文學上重建女性獨立自主的形象取得決定性作用，更為明清
時期以「情」作為主導的思想與文學作品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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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夏易傳》
，卷六<周易·繫辭上第七>，清通志堂經解解本，
北京：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
2. （唐）宋若華：<宋尚宮論語>，《五種遺規 20 卷》，《敎女遺規卷上》，清乾
隆培遠堂刻匯印本，北京：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
3. （東漢）班昭：<女誡>，《後漢書 120 卷》，卷八十列女傳第七十四，百衲本
景宋紹熙刻本，北京：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
4. （宋）袁采：《袁氏世范 3 卷》，卷一，清知不足齋叢書本，北京：北京愛如
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
5.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疏 50 卷》，儀禮䟽卷第三十，清嘉慶二十
年南昌府學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本，北京：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
6. （五代）劉昫：
《舊唐書 200 卷》
，卷十二本紀第十二，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北
京：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
7. （清）錢泳:《履園叢話 24 卷》
，卷二十三，清道光十八年述德堂刻本 北京：
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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