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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的再現──論也斯〈養龍人師門〉的文學改編
倫銘恩

羅佩琪

一. 緒論
也斯的〈養龍人師門〉是一則神話文學，寫於 1975 年，收錄於《養龍人師
門》一書。作者汲取了古代神話元素，配合魔幻寫實的手法，反映現實。以下將
會追溯相關的典籍記載，繼而找出也斯所作的增補，最後分析該篇神話文學的幾
個主題，探討作者的創作意義。

二. 〈養龍人師門〉簡介
小說開首寫補鞋的師門提出想去馴龍，姊姊給他皇宮地址，他便前往應徵養
龍人。進宮後，師門悉心照顧剩下的雌龍，用盡方法教她學飛，關懷備至，人龍
感情日厚。同時，師門亦認識到宮中的官僚主義、形式化的制度，各人敷衍塞責，
又喜於巴結奉承。最重要的是，發現皇帝孔甲根本不愛惜龍，只把龍當作觀賞娛
樂的表演動物；聘請養龍人原來是為了訓練龍作娛樂表演。師門經過反復掙扎與
思考，不惜被砍頭送命，決定將龍放走；死後他體內的憤怒惹得暴雨火災處處，
間接害死了孔甲，怎料更不濟的阿吉當上皇帝。師門心灰意冷，復生後欲跳進火
堆施法術升天當神仙去，卻發現因害了人命而法力盡失，惟有留在人間，在瀑布
旁收養了一條新的小毛龍。

三. 〈養龍人師門〉的寫作動機
〈養〉是一篇結合魔幻寫實主義及中國古代神話，用來反映社會現實的小說。
1.

現實見聞（《養》後記）
翻看《養》後記〈影印機與神話〉，也斯的寫作動機可謂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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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環境使我產生疑慮，但亦無疑使我產生抵抗；處在這時空下，確有了
局限，但亦未嘗不促使反省；接觸殊異的人事，帶來刺痛，但亦有感激……才使
我嘗試寫小說。346
〈養〉表面呈現的是一個想像的神話世界，卻是也斯對當時現實擺滿影印機
的辦公室世界的反應，
「促使他寫下這些不現實的東西」
。也斯把當時七十年代的
香港背景融入小說裏，把現實的材料用小說寫，當中「有剪裁和增減，想像和假
託」。也斯是在香港長大的，「所以對於香港的現實也有比較複雜多面的感受」，
他對於文學與現實之間，亦「期望能從不那麼機械化的角度，看到它們之間複雜
牽連的關係」，因此他選擇以小說去表現現實，我們相信也斯於〈養〉的主題表
現上絕非單一。347
2.

外來的啟發（魔幻寫實主義）
也斯把現實生活用魔幻寫實的方法來創作〈養〉。

魔幻寫實主義是六十年代於拉丁美洲崛起的文學流派，旨在透過虛幻的意
境，恰確詮釋和表達自己最深層的情感。而「這份不尋常的情感在真實的場域中，
恆常有一股迫切感，想要憑藉象徵與神話來呈現」
（《拉美小說之超現實主義》）。
因此，幻想文學雖然是一種象徵文學，披上了一層不真實的虛幻外衣，但仍然紮
根於現實。348
也斯早在七十年代以前，已經對拉美文學發展產生濃厚興趣，他先後於散文
集《灰鴿早晨的話》（1972）提到和介紹拉美文學，又編譯了《當代拉丁美洲小
說選》（1972），而也斯《養》裏幾篇魔幻寫實主義色彩較濃的作品，均完成於
1972 年以後，包括〈雜技的故事〉
（1973）
、
〈李大嬸的袋錶〉
（1976）
、
〈蛾〉
（1976）
、
〈玉杯〉
（1976）
、
〈修理匠〉
（1976）
、
〈養龍人師門〉
（1975）
。從年份上看，也斯
很可能受過拉美魔幻寫實作品的啟發，也許是先譯介然後從中汲取創作方法。349
從〈養〉中各種不合邏輯的情節，可反證上述說法。當中的情節如師門經常
會吞噬東西、鯨魚的表演與問答環節、師門死後出現的風雨雷電等都是荒誕的，
明顯套用了魔幻寫實手法。同時，也反映出現實的荒誕。
346
347
348

349

也斯：《養龍人師門》（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242。
同上，頁 242-245。
巴爾加斯‧略隆（Vargas Llosa）
：
《社會的責任和拉丁美洲作家》
，原載《今日世界文學》
（World
Literature Today）冬季號（1978 年）
，中文譯本刊於《外國文藝思潮》第一集（1982 年 5 月），
（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
，頁 231，轉引自王仁芸：
〈魔幻寫實──也斯小說集《養龍人師門》
的創作方法〉，載集思編：《梁秉鈞卷》
（香港：三聯書局（香港）
，1989 年）
，頁 374。
王仁芸：
〈魔幻寫實──也斯小說集《養龍人師門》的創作方法〉
，載集思編：
《梁秉鈞卷》
（香
港：三聯書局（香港）
，1989 年）
，頁 375-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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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傳統的繼承與發展（中國古代神話）

也斯認為「許多年來，人們在不想、不能或不滿足於直接說話時，仍然設法
尋找表達方法。中國神話裏有豐富的幻想，中國古典小說裏一直不忽略想像」，
於是他曾一度猜想「現實細節，是否亦可以溶匯建構成神話？想像與批評，是否
亦可以結合呢？」最後，他認為「當我們用以表現此時此地的經驗而覺得有所不
足，想說及較大的問題而覺語塞，我們就會設法……找一種可能的方法補足」
。350
也斯曾於《養》後記裏提到自己很喜歡袁珂的《中國古代神話》，曾把它的某些
章節影印下來，因此這本書的神話也許就成了〈養〉的創作靈感及素材。
由此可見，〈養〉的改編受到外來啟發的同時，也融入現實元素，繼承並發
展傳統神話，帶出異於前人的內容，極具創作意義。

四. 孔甲養龍神話的典籍記載
夏朝天子孔甲時期忽然天降二龍，孔甲先後尋找養龍人的神話故事，零散記
載於不同典籍︰

《史記‧夏本紀》：
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天降龍二，有雌雄，
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龍氏。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孔
甲賜之姓曰御龍氏，受豕韋之後。龍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懼而遷去。351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故帝舜氏世有蓄龍，及有夏，孔甲擾於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
雌雄。352
以上二文記載自帝舜時期已開始蓄龍，及至有夏第十四代天子孔甲，倏忽天
降二龍，一雌一雄。惟孔甲不懂如何餵飼豢養龍，故找了自稱是帝舜年代助帝蓄
龍的豢龍氏之後——劉累任養龍人，並賜官名「御龍氏」。然而，原來劉累並非
真掌養龍之術，結果養死了二龍中的雌龍，更大膽將死龍烹調成菜餚上貢予孔甲
享用，不知就裡的孔甲要求劉累再次烹調如此美味的菜，劉累心虛慌忙逃去。
350

351
352

也斯︰〈影印機與神話——養龍人師門初版後記〉，載也斯：《養龍人師門》（香港︰牛津
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245-246。
司馬遷撰，會合三家注︰《新校史記三家注》（台北︰世界書局，1993 年），頁 86。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註》第四冊（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頁 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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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累逃跑後，餘下的雄龍到底還是需要一個新的養龍人來照顧，故此孔甲又
四處向人打探，尋得嘯父弟子師門。師門的神話記載於下列文獻︰

《列仙傳》
師門者，嘯父弟子也，食桃李花，亦能使火，為夏孔甲龍師。孔甲不能順其
意，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焚。孔甲祠而禱之，還而道死。
353

師門豢龍之術高超，卻經常與孔甲抬槓，結果惹得孔甲不滿，終被孔甲殺掉
且埋屍荒野。怎料頓時風雨皆起，雨停後又山火連連；孔甲心生恐懼，於是即赴
師門埋屍處祈禱，在回程之途上卻突然斃命。
在這裡可以看到，孔甲蓄龍的神話可能流傳已久，但一直以來都沒有一則始
末發展完整的故事記載；上述幾則神話雖都以記載孔甲蓄龍的神話故事為中心，
但各處所載的內容情節零散，需要拼合在一起才能讀出完整故事。當代袁珂的《中
國古代神話》將《左傳》
、
《史記》及《列仙傳》所載之事，集合串聯寫成一篇結
構較完整的「孔甲蓄龍」神話。袁珂的《中國古代神話》除了輯用了上述三篇典
藉所載之神話情節，還同時輯錄孔甲從民間收養了一個男嬰的事件，事件見於以
下典籍︰

《呂氏春秋‧音初》
夏后氏孔甲，田於東陽黃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於民室。主人方
乳，或曰：
「後來，是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
「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
後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坼橑，斧斫
斬其足，遂為守門者。孔甲曰：
「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為《破斧之歌》，
354
實始為東音。
孔甲收養男嬰一事，內容其實與孔甲蓄龍的神話故事並無相關。然袁珂將之
加入成為神話故事情節之一，影響了後來參考《中國古代神話》改編創作、也斯
的小說〈養龍人師門〉，當中出現了「阿吉」一人，詳情見下文。

353
354

王叔岷撰︰《列仙傳校箋》（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5 年），頁 31。
呂不韋等著，許維遹集釋︰《呂氏春秋集釋（一）》（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 年），
頁 264-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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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國古代神話》與〈養龍人師門〉的情節比較
也斯曾於小說集《養龍人師門》後記提及，他當年讀過袁珂的《中國古代神
話》︰

那時正在看的一本是從朋友處借來的袁珂的《中國古代神話》。我很喜歡這
本書。355
也斯這裡的「那時」
，是指 1972 年，當時他於香港一家影印公司工作；而〈養
龍人師門〉寫成的年份，是 1975 年。由此可證，也斯是先讀袁珂《中國古代神
話》而後寫成〈養龍人師門〉，學者王仁芸亦嘗言︰

〈養〉依據的不僅是《列仙傳》的記載，還有袁珂《中國古代神話》裏的有
關敘述。而袁珂則是把散見於各書的資料加以綜合整理，使師門與孔甲的故事有
了連貫的面貌。356
故此，袁珂的《中國古代神話》與也斯的〈養龍人師門〉於內容情節上定會
有其相同之處，王仁芸便曾歸納出以下四點︰
1.

不學無術的劉累為孔甲養一對龍，把其中一條養死了，只好溜掉；

2.
3.
4.

嘯父的弟子師門接過了養龍人的職位；
師門與孔甲不和，孔甲把他殺掉，
師門下葬後，風雨大作，接著，林木焚燒起來，孔甲去拜祭他，在回宮途中
暴斃。357

355
356
357

同註 350，頁 237。
同註 349，頁 381。
同上，頁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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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兩者於情節上之差異之處，現以表列形式歸納如下︰

袁珂
《中國古代神話》358

也斯
〈養龍人師門〉359

典籍記載

對孔甲的 昏庸︰不理朝政，信神 透過寫宮中豢養用來 《史記‧夏本紀》：
描述
信鬼，喜歡吃喝、打 表演的鯨魚、龍可以看 帝孔甲立，好方鬼神
獵、玩女人。
到，孔甲是個愛好玩樂 事，淫亂。 夏后氏德
的皇帝。
衰，諸侯畔之。天降龍
二，有雌雄，孔甲不能
食，未得豢龍氏。陶唐
既衰，其後有劉累，學
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
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
氏，受豕韋之後。龍一
雌死，以食夏后。夏后
使求，懼而遷去。360
《左傳‧昭公二十九
年》:
故帝舜氏世有蓄龍，及
有夏，孔甲擾於有帝，
帝之乘龍，河漢各二，
各有雌雄。361

孔甲收養 孔甲一次打獵迷路，到
的男孩
老百姓屋裡避雨，適逢
新生男嬰，眾人前來道
賀。有人說孩子一出生

名叫阿吉，是皇宮養龍
地方的看門人。據說是
皇帝的養子，剛生下來
就遇見國王，恐防會遭

《呂氏春秋‧音初》︰
夏后氏孔甲，田於東陽
黃山。天大風，晦盲，
孔甲迷惑，入於民室。

就見皇上是好事，有人 禍殃，所以孔甲帶回皇 主人方乳，或曰：「後
卻說孩子可能會遭禍 宮撫養。怎料一天一陣 來，是良日也，之子是
殃。孔甲聽了大怒，說 狂風吹掉了屋椽，跌在 必大吉。」或曰：「不

358
359
360
361

袁珂︰《中國古代神話》修訂版（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頁 264-269。
也斯︰《養龍人師門》（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67-109。
同註 351。
同註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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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收養孩子，看誰敢使 武器架，把一板斧打飛 勝也，之子是必有殃。」
他遭禍殃。一天，長大
成人的男孩在演武廳
玩耍時一陣狂風吹
襲，屋椽子塌陷，打在
武器架上，一把板斧墜
落男孩足踝，男孩成殘
廢者。孔甲為其作《破
斧之歌》哀歎。

起來，砍掉了足踝，成 後乃取其子以歸，曰：
了殘廢。
「以為余子，誰敢殃
之？」子長成人，幕
因自卑身體缺陷，捉弄 動，坼橑，斧斫斬其
其他能走路的人來幸 足，遂為守門者。孔甲
災樂禍；又常對職位比 曰：「嗚呼！有疾，命
他低的人擺出一副高 矣夫！」乃作為《破斧
高在上的姿態。
之歌》
，實始為東音。362

劉累害死 「可是對於養龍這一 「『 原 來 他 並 不 懂 養
的龍

行，他實在還欠缺鑽 龍！養了沒多久，就弄
研，兩條龍給他養一養 死了一條雄龍。』」
的，就死了一條雌龍。」

對師門的 「 是 異 人 嘯 父 的 弟
描述
子，經常拿桃李花來做
他的食品，能夠像上古
的赤松子和寧封子那
樣，燃起一把火來，自
己把自己焚燒掉，乘著
火煙，飛升上天。」

只提及有師父教授其 《列仙傳》卷上︰
養龍之術，無提及其師 師門者，嘯父弟子也，
之名。小說中寫他愛吃 食桃李花，亦能使火363
桃李花、草，甚至可以
把紙、漆、金屬吞掉；
本懂跳進火堆裡乘煙
升上天去當神仙的法
術，但後因害死了孔
甲，法力消失。

師門養龍 「孔甲只得又到虛訪 小說寫師門從姊姊處
的被動與 尋養龍的人，後來果然 問得皇宮地址，自行往
主動
尋找到一個養龍的高 皇宮應徵養龍人這份
手，叫師門」，
工作的。當中還經過一
師門在這裡是被孔甲 連串面試才能得到這
邀請回去當養龍人的。 份工作。
師門養龍 文 中 記 師 門 來 了 不
的態度
久，就把本來病懨懨的
雄龍變得精神振作；龍
耍起把戲來，雄姿英
362
363

這裡的師門悉心照顧
骯髒虛弱的雌龍，耐心
教龍學爬行、學彈跳、
學飛翔。

同註 354。
同註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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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此外，師門關注龍的感

雖然沒有指明師門有
訓練龍表演，但從龍懂
得耍把戲這一點看，這
裡的師門除了是養龍
人還是馴龍人。

受，觀察到龍的心理的
變化；他不會為孔甲巡
視而訓練龍表演，甚至
最後寧願被砍頭也放
走了龍。

師門對孔 -「這個人雖然實在有 文中沒有正面與孔甲 《列仙傳》卷上︰
甲的態度 幾分本領，脾氣也就不 接觸；為養龍事每每交 為夏孔甲龍師。孔甲不
小。在豢龍的這事上， 涉的都是孔甲的養子 能順其意。364
一切全憑他主張，他說 阿吉。整體上而言師門
怎 麼 辦 就 得 怎 麼 不會為奉承或與孔甲
辦……僅僅為了一條 抬槓。
龍，就使得他和那具有
無上權威的君主時常
發生不調和的意見爭
執。他不歡喜那些不懂
裝懂的一知半解的言
論。」
師門復生

孔甲忍受不了師門經 師門私自把龍放走，被 《列仙傳》卷上︰
常亳不留情地批評，一
氣之下命人把師門拖
出去砍掉腦袋，埋屍荒
野。怎料隨即狂風暴
雨，接著四處火起，孔
甲惟有前往師門葬處
祈禱，異象才止。孔甲
就在回程期間突然死
去。最後師門亦沒有復
生。

六.
364
365

判死刑。被砍頭埋屍
後，雷雨風火齊起，孔
甲惟有親自拜祭，異象
稍停。同樣，孔甲回程
途中突然斃命。
至於師門則從泥中鑽
出來把自己被砍下的
頭安好，回復正常人一
樣生活。

師門者，嘯父弟子也，
食桃李花，亦能使火，
為夏孔甲龍師。孔甲不
能順其意，殺而埋之外
野。一旦風雨迎之，
訖，則山木皆焚。孔甲
祠而禱之，還而道死。
365

〈養龍人師門〉的改編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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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斯〈養龍人師門〉在袁珂《中國古代神話》孔甲蓄龍神話故事基礎上改編
而成，當中的增補與改寫實有其深意。
1.

龍的性別轉換

袁珂《中國古代神話》與也斯〈養龍人師門〉皆寫劉累學養龍之術未精而把
龍養死。然而，袁珂的《中國古代神話》與《史記．夏本紀》中記載死亡的是一
條雌龍，也斯〈養龍人師門〉卻將給養死了的龍性別改成為雄性。至於那剩下仍
然存活的龍，則換成了雌龍。
〈養龍人師門〉把雄龍改成雌龍，可從以下三方面論述原因︰
（一） 社會︰反抗父權
在〈養龍人師門〉文本中，如果龍的性別設定為雌性，將之鎖禁起來把玩觀
賞的帝王孔甲、皇宮內的工作人員以及皇宮內的一切制度便是父權的象徵。小說
末處雌龍隨另一雄龍飛往天空離開，是對父權的反抗。學者陳炳良說︰「龍終於
飛去象徵少年的離家獨立，也就是對父權的背叛。」366
（二） 宗教︰母性崇拜
中國人把龍視作華夏民族的圖騰，是生命的來源，故此對龍存有一種尊敬的
態度。例如師門從老人口中得知雄龍被上任養龍人弄死了，還給剁成肉醬蒸熟，
被孔甲吃進肚裡去，他便感到「說不出的噁心」367；而想到「這些養龍的人怎樣
不知愛惜龍，怎樣糟蹋牠，他就忍不住生氣」368。從起源上來看，提出圖騰崇拜
前必先有母性崇拜的概念，因為「圖騰祟拜要解釋生長在母體中的生命是從哪裡

來的，沒有對生產過程的觀察和對女性生殖能力的祟尚，無從産生對女性生殖能
力的探源。圖騰祟拜與母性祟拜是互爲存在的條件」369。由此，把龍的性別設定
為雌性，帶出小說的思想︰對龍的尊重，亦即對龍圖騰的崇拜。

366

367
368
369

陳炳良：〈養龍人與大青馬── 一個心理與文化的比較分析〉，載陳炳良著：《形式、心理、
反應──中國文學新詮》（台北：商務，1998 年），頁 225。
同註 359，頁 70。
同上，頁 72。
李藹怡︰〈養龍人師門——也斯〉，《神話與文學論文選輯 2002-2003》，嶺南大學中文系，
期數不詳（2003 年），頁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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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長意義︰雌龍與姊姊形象重疊
雌性的龍對師門的男性成長有著象徵意義。在文中，龍與姊姊的形象有暗示
性連繫。雌龍不見了的時候，姊姊往往也不在家︰例如第十六章寫「龍出去了那
麼久，還沒有回來。他甚至不曉得牠去了那裏。」十八節中姊姊也不在家︰「師
門回家去，見不到他姊姊。已經有幾回是這樣了。他想她或許是去了遠行。」可
見兩者間的連繫。370
文中沒有寫及師門的父母，他唯一的長輩就是姊姊。所以，師門從小習慣對
姊姊依賴，彷彿是對母親的依賴︰師門平日在生活上遇到或發現什麼，都會第一
時間跑回家告訴姊姊。直至有一次，師門又心裡鬱悶回到家裡，卻發現姊姊不在，
他便說了句︰「現在有甚麼事情，他也沒有人可以問了」371。所以，當一天他決
定將龍從自己身邊放走，其實就是他不再需要依靠姊姊的意見作人生決定、可以
獨立起來的象徵。
2.

人物的增補
〈養〉的改編在人物上作了很多增補，令小說的情節及主題變得更豐富。

（一） 姊姊
〈養〉特別新增了姊姊「壞母親」及「好母親」的形象，為師門的成長過程
加添矛盾與衝突。姊姊可以做小人，可以做透明球中又有小球，是母親的象徵。
姊姊是母親時，處處給師門難題。故事起初，姊姊要他補好三百雙鞋才讓他
去養龍。當師門告訴她龍學會叫自己的名字時，她卻愛理不理地說：「學懂叫你
的名字就夠了嗎？」372又當師門把鯨魚造作的表演告訴她，並表示憤慨時，她說：
「你幹嗎要去理會這些東西呢？」373她身為師門的親人，對其冷冷的態度是令師
門感到難堪的。根據心理學分析，當母親不能使嬰兒得到滿足或溫飽時，母親就
是壞的。當他覺得飢餓，就會吞噬他所愛的事物。當母親的愛消失，嬰兒感覺到
由「愛」變「餓」時，就會使他產生無助和空虛之感。從以上母親與嬰兒的關係
代入姊姊與師門的姊弟關係中，完全吻合。每當姊姊讓師門感到沮喪，師門就會
不斷吞噬東西，如在第十三節中他用桃花塞在口中咀嚼。在故事的其他地方也可
看到他把不滿轉為飢餓的情況，都印證了心理學的理論。
370

371
372
373

黃偉傑、張威敏、蕭劍峰︰〈養龍神話的魔幻化重寫──讀也斯〈養龍人師門〉
〉，
《神話與文
學論文選輯 2008-2009》
，嶺南大學中文系，期數不詳（2009 年）
，頁 229。
同註 359，頁 93。
同上，頁 76。
同上，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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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姊姊作好母親時，就充當了智慧老人的形象。她會指示師門如何
去處理他的難題。例如她會反問「學懂叫你的名字就夠了嗎？」，對於師門分不
開各種又長又亂的彩色線，會說「慢慢來，不要以為一下子就可以全部解決」374。
師門學著姊姊把纏在一起的線放在手上搓，試圖搓出一根七彩的繩子來，卻失敗
了，於是她突然問道：「你覺得搓繩的方法重要，還是搓成的繩子重要？ 」375答
案是兩樣同樣重要，讓師門認真思索繩子所帶出的問題。
最後，當師門發現雌龍飛走後，他的姊姊也不在家，只留下一條搓好的繩子，
那時，他已擁有回男性特色了。376
（二） 阿吉
〈養〉對袁珂《中國古代神話》中阿吉一角的情節作了增補，阿吉在〈養〉
中是孔甲的手下，代表著上層權威，囂張跋扈，角色貫穿整個故事，作用甚大。
下文將作更多分析。
（三） 阿木
〈養〉新增了牧童阿木一角。活潑可愛的阿木是師門的好助手，但有時則跟
師門的想法不一致，這反而有助於師門的成長，讓他思考更多。此角為故事情節
錦上添花，下文亦會提及。
（四） 說書人
〈養〉亦新增了說書人的角色，看似畫蛇添足，但細心一看，其實也斯是希
望於批判官僚主義的現實的同時，連帶討論當時的流行文化。故事中的說書人象
徵電視機，「他的臉孔不斷變化，有時閃光，有時碎成片片雪花的模樣，有時是
一道道波紋……」。說書人是古時常見的職業，但小說中他卻有著誇張怪誕的外
貌和能力。故事當師門看到說書人說超人時整個人飄到天上，興奮得拍手叫好，
竟忘形得把要去看龍練飛的事都忘了。這似乎呼應了電視文化。當時七十年代的
香港，看免費電視成為大眾文化，也斯加入了以上情節，是對當時一眾對電視著
迷而逐漸遺忘其他東西的年輕人，表達焦慮和擔心。
也斯在〈養〉增補了不少人物，當中如姊姊、阿吉、阿木等人物皆與師門自

374
375
376

同上。
同上。
同註 366，頁 22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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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思想性格和價值觀格格不入，就正如現實裏年輕人難覓知心人，與世界人事
有所隔離的情況一樣。這小說中成長為一大母題，凡此種種人物對師門的成長皆
有很大的影響，故事的衝突與矛盾亦因之形成。
3.

保留與發展仙話元素

《列仙傳》中有「師門者，嘯父弟子也，食桃李花」377一句，袁珂《中國古
代神話》中亦保留了師門「仙」的形象。378 《列仙傳》是界乎仙話與神話之間，
具有道教色彩，內容常有食桃李花、飛天成仙等元素。〈養〉故事中保留了師門
食桃樹的形象，更加添了他雜食其他的東西如草、紙條、花冠、金鐲等的形象，
令故事內容更為豐富。另外，〈養〉中又加插了師門死而復生的情節，亦具仙話
元素。再者，《列仙傳》中載師門能「使火」，袁珂《中國古代神話》中就師門
這一法術加以形容，說他能像上古的赤松子和寧封子般，「燃起一把火來，自己
把自己焚燒掉，乘著火煙，飛升上天」379。〈養〉故事中亦曾幾度提到師門懂法
術、曉飛行，故事結尾更詳寫他使火意欲升天，離開人間的情況，充滿道教色彩。
然而，也斯最後卻寫師門因間接害死了孔甲而使自己法術盡廢，於是升天不遂，
被迫留在人間，實有寄意，下文將作探討。
4.

師門復生
袁珂《中國古代神話》與《列仙傳》中寫師門被帝王孔甲砍頭死後，大自然

除了出現怪雨怪火外，並沒有提及師門有否復生，但也斯〈養龍人師門〉卻寫師
門從泥中鑽出來把自己被砍下的頭安好，回復正常人一樣生活。師門的死而復
生，實有著蛻變成長的意義。

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神話》︰
這個冒險的情節，與其相關的精神意義，在一些早期部落社會成人禮的儀式
中，便可以看出來了。透過這些儀式，孩子被迫放棄他的兒童期，而變成一個成
人。你可以說死去的是幼稚的個性與心靈，而以一個負責的成人重新回來。380
師門自願到皇宮應徵養龍人，因而踏上了英雄冒險旅程。當中他經歷了不同
的考驗，並進行內在的自我反思，最後毅然決定把龍放走，即使下場是被砍頭，
但也就表現了他自主獨立的心靈發展完成。

377
378

379
380

同註 353。
師門「經常拿桃李花來做他的食品」，載袁珂︰《中國古代神話》修訂版（北京︰中華書局，
1960 年），頁 412。
同註 358，頁 264-269。
喬瑟夫‧坎伯著，朱侃如譯︰《神話》（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 年），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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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養龍人師門〉主題
1.

人龍關係
〈養〉中師門與雌龍的關係是親密和諧的。

（一） 龍的人格化
中國傳統龍的神話中，從先秦古籍《山海經》的記載，到漢代王充的《論衡》，
龍形的變化和神性一直隨時代而變。〈養〉這裏將龍賦予人格化的形象，有別於
傳統神話中要經過變形的過程。也斯筆下的龍有獸性，卻又由始至終都傾向於人
類的性格，為神話文學注入新穎的元素。雌龍有著喜怒哀樂，會與人產生感情，
而且更學會和師門作簡單的溝通。雖然那龍只學會一些簡單而有限的字彙，不能
完全通過言語來表達自己的情感，但從牠人格化的表情、神態與動作中，師門可
以進一步了解牠複雜的情懷。
那龍從初見師門時一副病態、目光呆滯，到經過師門一段時間照料後，在一
次師門教牠說話時，竟開始瞪大眼睛，曉得集中專注。慢慢地，龍學著運動，不
過牠的情緒很彷彿：有時會顯得很雀躍，有時又會變得沈默，有時更好像心緒不
寧的樣子，無端跳躍或仰首長嘯。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龍飛行的時候。而當龍被
鎖上鐵鍊，牠又重回當初沒精打采的樣子。尤其在突然聽到一片人群聲時，牠會
害怕。解鎖後讓牠飛翔，牠立刻感到重獲自由的興奮，再次被鎖時，牠又會連忙
翻騰身子，對那無理的囚禁作出反抗。最後師門把牠放走，龍又「用大大的眼睛
望著師門」，飛走期間九次轉身回過頭來看師門，表現了牠依依不捨之情。若龍
沒有被人格化，試問一般的禽獸怎可能表現出如此纖細的情懷呢？
（二） 馴服與豢養
馴養者，指教以特定技術使之順服於人的任何指示；豢養者，則根據其不同
性格待以不同的養育方法，當中人獸關係是平等的。師門不是一個馴龍師，而是
一個養龍人。師門之於龍是出於一個養育者的身份。小說中牧童阿木曾經問師門
是不是一個馴龍師，他斬釘截鐵地否應了，並表明自己不喜歡馴服甚麼。師門料
理龍的起居飲食與健康的同時，會根據其當前的狀態和能力教以簡單基本的言
行，循循善誘。師門對龍有耐性，龍最初連站立也不行，師門就伸手去扶起他，
到學爬行時不足一會便氣喘吁吁，師門就「伏在牠旁邊，跟牠一起爬」381。有時
師門感到牠累了，便讓牠躺下來休息。及後又慢慢教牠講話，又告訴牠關於飛翔
381

同註 359，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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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
師門養龍一段時間後，人與龍之間開始建立了一種默契，然而他們之間是沒
有經過任何攻心計的馴服手段的。有時候師門又會自我檢討，有一次師門希望那
龍在不碰到木板的情況下，躍上高梯而銜住梯頂上的花朵，最後龍銜住了花朵，
卻碰翻了木板，於是師門搖搖頭，龍竟因此哭起來，師門因而「心裏有點著慌，
不曉得自己剛才的批評是不是太嚴厲了」382，可見師門養龍時會時刻自我反省。
師門養龍的態度是誠懇及負責的。他許多時會「有一點擔心，是一個養龍人對龍
的擔心」383，又認為自己「未能做得更好，未能切實地去幫助這龍」384，此憂慮
完全是一個養龍者愛龍的表現。
另外，師門教龍飛翔的一節，表現了師門充分地給予龍自我發展空間：
「他雙

腳挾著龍背，沒有挾得太鬆或太緊，只是讓牠曉得方向；手拍著牠的頸背示意，
但那也不是一個威脅的或討好的手勢，一切必須由牠決定。」385因此，龍的飛翔
是自發的，雖然有時不穩定，但卻是自由的翱翔，牠不像木鳥，雖然飛得很穩定，
卻只能隨人控制，不能自己作主隨意飛翔，由此可見人龍關係是平等的。同樣值
得留意的是，師門養龍不會把龍困鎖著，牠可以隨意進出龍屋，飛離高牆，有時
出去很久才回來。直至代表上層權威的阿吉一度把龍困鎖，要求把龍打扮成小
丑，以及後來上頭送來範本（裏面的歌譜列出的全是呆板的音樂調子、歌詞充斥
的全是浮淺的意義）指示師門該如何訓練龍，師門由於不希望龍受到如此灌輸式
的訓練及枷鎖，於是迫於無奈把牠放走。
相反，阿福之於鯨魚是出於控制者的身份。他貫徹了上層權威的旨意，把鯨
魚打扮成小丑表演，訓練成只會以「哇哇哇」的答案來回答任何問題，鯨魚必須
順服於阿福的一切指示，二人的關係因而有了主屬之別。而師門養龍則順著龍的
性情，尊重龍的生命和感情，結果把一條病懨懨的龍「養活」了。386
2.

師門的成長

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於《千面英雄》中提出了英雄成長母題的「英
雄冒險旅程」︰啟程啟蒙回歸。387〈養龍人師門〉中師門從小說開首嚷著要
去馴龍，到後來真的去了皇宮當養龍人，於皇宮內見盡官僚主義下的黑暗現實；

382
383
384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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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

同上，頁 81。
同上，頁 88。
同上，頁 94。
同上，頁 87。
同註 349，頁 382。
喬瑟夫‧坎伯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頁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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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反復掙扎與思考後決定將龍放走，不惜被砍頭送命；死後身體內的憤怒惹得
暴雨火災處處，嚇死了昏庸皇帝孔甲，卻換上了更不濟的阿吉當皇帝。師門心灰
意冷，復生後欲跳進火堆施法術升天當神仙去，卻發現因害人了命而法力盡失，
惟有留在人間，在瀑布旁收養一條新的小毛龍。
（一） 啟程（Departure）
甲. 歷險的召喚
小說開首寫姊姊規定師門需補好三百對鞋子才可以去馴龍。師門在小鞋丘堆
中鑽出頭來，多番嚷著「我不補鞋了！」388、
「我要去馴龍！」389。他認為自己從
師父處學習的是馴龍技術，而不是補鞋技術；而且他自信自己已經學懂馴龍，有
能力可以出道了。就是這種對於技能上的自滿與肯定，以及對家長式操控的反叛
心態，引領師門踏上了這個英雄冒險旅程。
然而，這趟冒險旅程，同時亦是一種「歷險的召喚」390。師門從姊姊手上取得皇
宮的地址後，離開自己一向熟悉的環境和人物，獨自一人來到皇宮這個新領域去
應徵養龍人。《坎伯生活美學》說︰「這就是冒險的召喚，換言之，它是沒有安
全保障，也沒有規則可供依循的。」391。小說沒有提及師門的父母，姊姊就成了
他唯一的長輩。師門踏上冒險的旅途後，雖然姊姊偶爾仍會充當智慧老人的角色
指點與引導，但啟程後經歷種種考驗的滋味，就只有師門自己才可以體會。
乙. 啟程︰跨越第一道門檻
師門從姊姊手中取得了皇宮的地址後，隨即出發開始他的冒險旅程，前往皇
宮應徵養龍人一職。師門接受召喚，跨進一個陌生的國度，開展冒險之旅，來到
一個未知的地方，心裡開始孕育不安。
文中寫師門首次進入皇宮面試，是一位老人帶著兜兜轉轉四處走的。小說形
容環境是迂迴曲折的︰先是領著他轉了三十三個圈，走上石級又走下來，由這部
門到那個部門，見到這個人然後又見到那個人；面試完了又在長廊中兜圈子，才
能走得出外面去。文中又形容「長廊裡的光線很暗。兩邊盡是一些關上門的房間。

不知有沒有人在裡面工作。偶然有一兩句話傳出來，立即又噤聲了。」392環境氣
388
389
390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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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註 359，頁 67。
同上，頁 67。
同註 387，頁 52。
喬瑟夫‧坎伯著，朱侃如譯︰《坎伯生活美學》（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
頁 102。
同註 373，頁 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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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肅清的同時帶有一種叫人放鬆不過來的緊張感覺，他開始感受到點點皇宮官僚
主義下鬱悶的感覺。
（二） 啟蒙（Initiation）
甲. 試煉之路
(1) 官僚制度的限制︰
師門冒險當中的任務之一是飼養與教導雌龍。由於上一任養龍人劉累不懂養
龍，令兩條龍一條養死、一條奄奄一息。故師門剛接任養龍人一職，便需要照顧
好生病的龍，並從零開始教牠飛翔。然而，師門在照料和教導雌龍的過程中遇上
很多阻礙，主要原因是官僚制度僵化、各部門敷衍塞責。例如小說中看門人兼皇
帝養子阿吉，要求師門像養鯨魚的阿福一樣，準時辦公，簽署文件，寫長長的報
告書，若要寫申請書給孔甲又必須事先經過他。又當師門打算寫紙申請養龍的物
資，卻先遭推卸到用品部，到了用品部卻說每個月只有十五日當天才能申請物
資、今天是十六日所以要等下個月再來申請等等。面對這些種種人事問題，師門
說了一句「再沒有責任，再沒有人事問題，再沒有麻煩，那該多好」393，他雖然
感到疲憊，卻又知道「明天他仍得起來，回去工作，回去面對那麼多問題」394。
(2) 與龍的溝通障礙︰
師門對雌龍關心備至，第一次教會雌龍喊自己的名字時，師門興奮非常。師
門耐心教導雌龍，龍也用心細聽，「他們彼此之間有一種默契，好像大家都明白
對方一樣」395。然而，隨著雌龍的身體逐漸回復茁壯，師門與龍練習飛時，他知
道雌龍有心事，卻不能夠確切明白龍到底在想甚麼，一次比一次感到自己與雌龍
的距離越來越遠︰「師門有一點擔心，是一個養龍人對龍的擔心，另一方面，也

因為他跟龍相處了一段時間，彼此有了感情。有許多次，在龍屋裡，想開口的時
候，他就發覺彼此共通的有限而簡單的字彙，不足以談這麼複雜細緻的問題。他
沒法超越一個人和一頭龍天生的阻隔。即使法術都沒有用。」396
乙. 啟悟
師門經歷過上述冒險旅途中的各個考驗與挫敗，進行自我內在反思，並從反
思中得到啟悟。
師門一心想把最好的教給雌龍，為龍設計飛行練習，又不怕麻煩製造了一堆
393
394
395
396

同上，頁 77。
同上。
同上，頁 78。
同上，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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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鳥，讓龍學習飛翔。他還為龍的飛翔定了標準，怎樣才好是，怎樣是不好。看
見龍一次比一次飛翔得進步，卻同時發現「牠的飛翔不是一種自由的快樂，而像
是充滿了不安」397。師門覺得自己永遠無法與龍溝通，明白龍確切的心意，看到
表面上的不安，卻不明白心底裡的抑鬱。
後來，師門獨處的時候望見空中飛舞的燕子和麻雀，領悟到龍就跟這些燕子
和麻雀是一樣的，牠們跟他製造的木鳥不同。木鳥飛得很穩定，卻是只能隨人控
制，不能自主。龍則相反，因此牠亦不應因為上層的專橫而讓牠失去天性，備受
束縛。於是，最後他決定還雌龍的自由，把牠放走。雖然仍有著「現在讓牠免於
囚禁的束縛，但這浩瀚的自由又對牠有沒有危險？」398的擔憂，但這個時候的師
門終究明白了龍的想法，對龍對己都是一種瞭解的成長。
（三） 回歸（Return）
甲. 死後重生
師門毅然決定把鎖鏈鑿開，領雌龍到懸崖邊把龍放走。結果被抓進牢獄，最
後被砍掉腦袋死去。其後孔甲命人將他埋屍荒野，卻惹來狂風暴雨，又火燒山林，
最後孔甲向師門屍首埋葬處祈禱，異象方止。其後師門從泥中復活，鑽出來把自
己被砍下的頭安好，回復正常人一樣生活。
如本文六. 4. 中所述，死後復生的師門，獨立人格發展完成，由從前猶豫不
安、處處依賴尋求姊姊意見的小伙子，蛻變成思想成熟獨立、為自己行為承擔責
任與後果的成年人。
乙. 新生活
小說寫師門從死裡復活過來，回想死前幾個月以來發生的事︰龍沒有養成，
做事沒有結果；一心以為推翻了孔甲的強權，把龍放走，一切就好，然而嚇死了
孔甲後卻由更不濟的阿吉來掌權，情況將變得更壞。師門心裡極度懊悔，也厭倦
了人間的是是非非，他想到離開這一切，便回家嘗試施他師父以前傳授的升仙法
術。然而，師門嘗試了兩次都不成功，原來他曾害了孔甲的人命，法力從此消失，
他永遠只得留在人間。後來，師門在瀑布旁發現了一頭小毛龍，便決定把牠帶回
家豢養，並認為這一次他一定會做得更好。
師門雖然經歷過養龍失敗，甚至丟送自己性命的挫敗，但他從冒險旅程回歸
397
398

同上。
同上，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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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來後遇到另一個養龍的機會，他的態度是積極的。因為他從冒險取得了經驗與
教訓，於是決定再嘗試一次，意味著他亦即將開展另一段英雄冒險與成長的旅程。
3.

探討與批判

也斯〈養〉神話改編寫於 1975 年，當中參考了不少中國神話的創作元素，
以此作為表現現實的一個工具，其主要目的是通過用魔幻寫實手法來探討、批判
當時七十年代的香港。小說中寫以孔甲為首的皇室制度的一切運作，正是呼應當
時七十年代社會的。
（一） 辦公室政治
小說中描寫師門剛進入皇宮，就如進入了一個「大迷宮」，代表上層權威的
阿吉總讓他走進某些「陷阱」、「有機關的房間」和「長滿倒刺的花叢」去。同
樣，《養》後記中，寫到也斯當年在一所影印公司工作，他面對那時候的辦公室
政治，「隱約地感到在人們微笑背後有一種焦慮不安，有一種沒說出來的競爭和
權力鬥爭存在」399。
小說中師門做了養龍人後，朋友阿和猜想他有權決定龍的食物，於是巴結
他，首先誇獎他養龍的技術，然後細聲說自己經營肥田料，希望老兄他多多關照。
同樣，現實社會也充斥靠人事、拉關係的陋習，也斯在後記中就提到有時走進辦
公室來表演的魔術師，為了謀生，會笑著遞給經理一兩件色情玩意，私相授受。
另外，小說中代表著權力的阿吉，就跟現實裏主管辦公室一切事務的經理
般，同樣令人感到無奈，如他給師門的通告上常有密密麻麻的命令。這些來自上
層權威的無理要求，就如現實中也斯要經常履行額外奇怪零碎的差使一樣，只有
「默默地不知懷疑地做著一切堆到我頭上來的工作」400。
再者，小說裏的師門經常要忍受阿吉的施壓和監視，坐牢的老人也被阿吉嫁
禍，這彷彿是當時七十年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縮影。也斯在後記裏提到辦公室政治
裏，經常有人「孭鑊」，也斯的同事就曾被一個上層人物把過錯推諉到他頭上使
他受過，因此他常「對於一些事件感到憤怒，對一些無辜者感到同情」401。師門
最後行刑時，感歎自己「在整個巨大的制度中，他不過是一顆微塵，一枚出了問

題的釘子，隨便扔掉算了」402。在現實的官僚制度中，人又何嘗不是微不足道呢？
一旦逆風而行，隨時被逐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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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註 350，頁 238。
同上。
同上。
同註 359，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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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育制度
小說裏上層要求師門養龍要遵循範本，並授以龍千篇一律和呆板的內容技
巧，期後更把龍拴上鐵鍊困鎖在龍屋內。現實也一樣。有次也斯發新聞稿，被指
文字太平淡，沒有文采，因為公司的宣傳稿一直以來都是借助四字成語吹擂的，
但也斯一向執筆都跟隨自己個性，不願亂用四字形容詞。 403 又故事中加插了阿
吉分辨不出真假鳥的情節，直指宮廷裏沒有任何批判性思考、只有盲目灌輸式的
教育的一大弱點，毫無判斷力的阿吉就好比香港當時填鴨式教育制度下的一種產
物。由此可見，也斯是對過往許多定型的看法、對事物只作過份簡單的概括抱有
懷疑的，同時，我們也相信，當時他對於學生只局限於班房裏接受單一的教育模
式是有所質疑的。
（三） 心理探討
故事起初，進入了皇室做事的師門受到阿德和阿發的蔑視：「連師門也進了
大機構養龍啦，說甚麼反叛呢！」404他們否定師門對極權前後不一的態度。然而，
小說去到中後期，師門開始意識到官僚制度對他和龍所構成的威脅，對極權的不
滿促使了他對權威的反叛。故事情節是充滿背叛情緒的，但師門又不是完全跟權
威對抗，當中夾有猶疑、挫折的感受，最後還有後悔和自我懲罰。 405 例如牧童
阿木對鯨魚的表演讚好，師門就會憤怒質問他「你以為這樣的表演就很了不起
了？」406待阿木反問他「你以為自己就全對了嗎？」407時，師門就開始後悔並懂
得反省：自己雖然沒有全錯，也沒有全對。到最後，師門放走龍。龍的「飛走」
帶出了一個意象，代表師門與龍希望擺脫困鎖，追求自由。但不久師門又擔憂龍
的安危，不過同時又明白到落實了的事情已無法改變。小說中帶出了師門複雜矛
盾的心理，就正如現實中年輕的也斯也曾撰文討論當時的青年學運，時代轉變與
種種衝擊使他奮力站起來思考種種問題。不過面對著香港社會複雜多面的種種變
動，他在寫作時，有時也會「自療、反省和整理」，力求深入探討社會的本質。
他每每重看作品時會從另一角度批評，多一點反覆思考，於是往往發現自己「好
像對現實的反應不夠」，從而迫使他摒棄剛烈粗略的正義感，避免虛無、太輕易
的肯定或隨便否定。 408 同樣，當時七十年代的社會，市民往往對香港的種種制
度、貪污罪案不滿，他們曾一股作氣敢於挑戰政府，但退一步又可能對自己的思
想行為抱有懷疑。也斯借該篇小說，正正探討了人們內心種種矛盾，通過反覆思
考求索，逐漸使人生路變得更清晰和開闊。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同註 350，頁 239-240。
同註 359，頁 77。
同註 366，頁 238。
同註 359，頁 95。
同上。
同上，頁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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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結論
從〈養龍人師門〉中，可以看出也斯對師門的喜愛。他年輕、細心、充滿愛
心和同情心，雖然有時過於偏執，卻又不乏自我反省，這可能是那個任職於影印
公司的年輕也斯之寫照，或者是當時香港年輕人的縮影。也斯以魔幻寫實手法，
巧用歷代孔甲養龍的神話創作了〈養龍人師門〉，該篇神話文學同時回應了當時
香港的現實，把古代神話融於現實的處境中。故事中師門把龍養活了，這裏也斯
把神話寫活了，其改編可謂十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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