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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青蛇》中小青的性格分析

小說《青蛇》中小青的性
格分析
胡帽明

白蛇故事，家傳戶曉。這個浪漫淒美的傳奇故事，以

各種不同的文學形式流傳下來，一直為人們所歌頌。
這個古老的傳說源遠流長，自宋、元以來流傳不衰，
並衍生各類的民間故事。 1 有說其淵源可這溯自唐. 2 或

見於宋代的話本，其實有關白蛇故事的最重要記載，應是

明馮夢龍 (1574-1646) 的《警世通言》中〈白娘子永鎮雷
峰塔〉一卷，之後陸續有不同版本的話本、小說、彈詞、
京劇、講唱等出現。無論白蛇故事是以何種形式出現，故

事的情節總離不開遊湖借傘，重T親贈銀、發配蘇州、戲弄
道士、魂服招禍、發配鎮江、水浸金山、法海收妖、被鎮

雷峰等基本骨幸朵。

人們慣於將焦點放在幾個方面:1.稱讚白娘子對愛情
的執著、熱情、專一、堅持和爭取的精神; 2. 認、為許仙寡

情薄倖、怯弱畏縮

3. 怪法海身為佛門高僧，不但沒是悲

為懷的善心. 1ft!反美拆散詐白二人的姻緣。往往被忽略了

的，是一直對白娘子忠心耿耿，為詐白二人盡力盡心的青
蛇。其實在整個白蛇故事裳，青蛇是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
角色，若沒有她，可能整個白蛇故事都要改寫。

第一次看李碧華所寫的小說《青蛇>

.挺佩服作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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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創見，嘗試以小青的角度，重看整個白蛇故事。既能

小說〈青蛇》中小青的性格分析

, (一)白蛇故事

保留一般白蛇故事的情節，但又能以一個嶄新的角度去側

寫詐白二人的感情。從前，青蛇一直是詐白二人的侍俾、

一、原始素材

紅娘、朋友，而在李碧箏的筆下，小青終被釋放出來，成
為一個突出獨立而性格鮮明的角色。這讓人發現到，小青
一角其實同樣有值得研究的價值。後來《青蛇》改編成電

影，在李碧華任編劇的情況下，大刀闊斧的將故事情節冊IJ

白蛇故事雖然是虛構的，但卻是一個佔據廣大時空而

影響深遠的民同傳說，這個優美動人的傳說能迄今千年不
變，成為筆記、話本、小說、戲曲、俗講等題材，自有其

i鼠，加重了小奇在故事衷的重要性，亦著墨於她的性格描
道理。

寫，為這角色賦予了生命。本論文並不妄想能為小青平反
或確定些甚麼，只嘗試對這角色加以發扳及研究。

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中，遇到不少困難。因為李氏的

《青蛇》及一九八六年出版的坊間流行小說，在短短幾年
間，並沒有太多關於此本小說的分析或研究資料，故在資
料搜集上有一定的困難。而前人對白蛇故事加以研究時，

亦偏重在白素員、吉牛仙、甚至法海身上，有關小青的研究
實在不多，尤其是關於性格及心理描寫的文章，就更是乏
善足陳。
本論文共分五個部分，首先是追溯一些關於白蛇故事

的原始素材及重要素材;然後是交代李碧華筆下的白蛇故
事;第三部分將集中探究小奇的身份及替這角色加以定
位;從而進一步分析這個角色的性格;最後更會就《青

蛇》小說改編成電影後，小青一角性格上的分野作進一步

研究。

254

早在唐代傳奇小說《博異志》中，有〈李璜〉一篇，

已有蛇妖幻化人形與男子相戀的故事出現，具蛇妖迷惑人
的故事雛形，為日後的白蛇故事提供了素材，不過仍只 flt

於妖精傷人害人的階段。
至宋時，民間曲藝中之“說話"已有白蛇故事的大概
內容。其中話本〈西湖三塔吉己> 3 提及白蛇化為女子惑

人，後來有美具人捕捉白蛇及其他烏雞及水擷二妖'同鎮

在西湖寶塔下成日後的三浮 Þr 月，開始為白蛇故事葵下幾
項簡單的情節。雖然故事與後來的白蛇傳有很多不同之

處，但最少定下了一些基本的元素:1.白蛇幻化成人形;
2. 遇上男子

3.後有收妖的高人出現; 4. 蛇被鎮於塔下

5.

故事發生的地點是在杭州的西湖。以上幾項，都是日後的
白蛇故事里必有的情節。所以〈西湖三塔記〉應為白蛇故

事的藍本。 4 而其他與這兩篇中目近似的話本，都可能和以
上兩貝 IJ 一樣，是白蛇故事的原始素材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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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永鎮雷峰培

處。某夭詐宣要到金山寺燒香，遇法海禪師，他指其家中

妻子為妖﹒會害人，並勸詐宣留在寺中，白娘子與青青等
有說反映白蛇故事的文學作品，最早在明代萬曆年間

到金山寺去，鬥法敗例而逃到海底去。

就出現了。 5 其實在〈西湖三塔記〉後，最重要的白蛇話

許宣回到杭州，白娘子又跟到來，並加以要脅，許宣

本，應是明朝天成四年 (1624) 的《警世通言》中的第二十

唯有請來法海。法海以林孟收服白蛇，並將之收在雷峰寶

八四〈白娘子永鎮雷峰塔)

塔 8 之下，而許宣則從此出家為僧，跟隨法海學佛。

所流行的本子 6

0

.經學者考證，它原是南宋時

<警世通言》中的白蛇故事，與〈西湖

三塔吉己〉互有相似之處，並把宋、元以來的話本加以修飾
而成，其內容梭概如下:

此故事的主旨，在於提醒世人要戒色，藉佛教的色空

論來警惕世人。比實在可在篇中末段法海留下的八句佛偈中
看見:

南宋杭州臨安府有一家生藥鋪，有許室在此做主管。
清明當天，詐宣到保做寺祭 4且，歸程時遇雨，使僱船。途

奉勸世人休愛色，愛色之人被色迷。

中巧遇拜祭亡夫的新寡白娘子及其丫葉青青，使共坐船，

心正自然邪不擾，身端怎有惡來欺。

並借予雨傘，相約笠日到青青橋 7 雙茶坊巷口白府取傘。

但看許宣因愛色，帶累官司惹是非。

後來白婊子表示願意嫁給許室，並贈予銀章tìr 親，詐宣使

不是老{曾來救護，白蛇吞了不留些。 9

托姐夫作媒說親，唯姐夫發現銀兩乃官府失物，逕自告到

官府自首以兔招禍。官府派人捉拿白婊子，惜被施法逃

同時，許室出家後，臨圓寂前亦留詩八句:

去，詐宣因而被判發自己蘇州。
到蘇州後，許室在姐夫朋友處寄居，後白娘子尋到蘇

祖師度我出紅塵，鐵樹開花始見春。

州，二人和好並成是見。一天，一道士指詐宣面帶妖氣，使

化化輪迴重化化，生生轉變再生生。

贈他兩道符，卻給白婊子所破。後白氏史戲弄道士一番。

欲知有色遠無色，須識無形卻有形。

不久，許宣因身穿白氏從當鋪盜田的衣飾到外遊玩，被官

色就是空空即色，空空色色要分明。 10

府捉拿，雖後用法街使詐宣脫罪，仍要被發由巴鎮江去。
許宣到鎮江後，白娘子再次專刻，二人仍生活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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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鮮明的警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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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雷峰培奇傅》

紛求聲，藥店因而馳名。

一天詐仙到呂祖廟遂玩，過茅山陸一真人。真人指他
《三言》之後，有古吳墨浪子編寫的短篇小說集《西

湖佳話>

'其中卷十五有〈雷峰怪跡〉一篇。嚴格來說，

面有妖氣，身被妖鏈，便給符三道降妖，後被小奇發現撕
毀。白氏帶同小青許 f山等這士，將之懲治一番。

不久端!場佳節，白娘子被詐仙強灌雄黃清，);且由原

這篇在情節、人物、主題思想各方面，都與〈白婊子永鎮

彩，才巴丈夫嚇死。白氏冒死到紫薇山南種仙翁處相借仙草
雪峰塔〉大同小異。

後來又有玉山主人著的《雪峰塔奇傳》、方成培改本
的《雷峰塔傳奇〉、無名氏撰的《義妖白蛇傳》、彈詞

《義妖全傳》等不同版本的白蛇故事出現。其中共十三田
的《雷峰塔奇傳>

'值得一捉。

元朝杭州有詐仙，在藥鋪當學徒。而在青城山青風洞

內有一白母蛇，有一千八百年修行，自稱白珍娘。一日到
杭州遊玩時，收復躲在空圈中有八百年修行的青蛇精以作

救夫，並取白綾變成一條巨大白蛇，斬蛇數 1丈好哄騙吉牛
f山。

後吉牛仙助蘇州知府要表產之4年誕下雙胎﹒得重謝而招來

名醫的嫉妒，逗他在祖師聖誕提出古玩寶器以示祝賀。白
氏使命小青從京師偷來四件寶物，卻被官府發現搜查，白

青二妖逃去，東詐仙又被發配鎮江。白青二妖追到鎮江，

仍開藥店保安堂安于尋丈夫﹒詐f山念及婊子懷孕三月，又重
言歸於好。

笠年，詐仙到金山寺去，遇上法海禪師，法 f每將二妖
碑。

一年清明，許仙去為父母掃墓，遊湖時遇見二妖化成
的艷麗婦人和丫囊，白蛇要報他宿世前緣，使搭由許仙所
僱的船並借傘。白蛇要下嫁詐仙，使召五方小鬼到官府偷
來白銀千兩，送予詐仙 iT親之用。許仙姐夫發現他的銀兩
乃官府失物，便去縣堂自首，官府無法捉拿二妖﹒害得許
仙被判罪發配蘇1'1'1

遂至IJ 金山寺尋詐仙，與法海對峙鬥法， 1位漫金山寺，淹死
城中百姓無數。白青二妖敗 F車回青風;同暫過，詐仙亦四至IJ
杭州去。

青白二蛇尋到杭州，在斷橋與詐仙再會，三人又共同
生活在一起。白娘子後來誕下一子取名夢歧，而許仙的姐

0

到蘇州後，許仙寄身藥店繼續學習藥道。二妖尋來，
冰釋前嫌，言牛白更成親結好，共開藥店維生，取名保安
堂。白婊子見藥店生意欠佳，使施法散症，令城中百姓紛

258

的來歷告訴許仙，並警告詐勿田家要留在寺中。白青二妖

姐亦誕一女﹒兩家共結 i是婚之約。未幾'法;每奉佛旨收白
蛇，使用林孟將白婊子收肢，並壓在西湖雷峰塔下，許諾
待夢妓這文曲星他日高中後，回來祭塔，便可讓白蛇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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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果。許仙到金山寺去出家，而青蛇則被放，回青城山繼

(二)

{青蛇》小說

續修煉。

轉眼十數年，夢絞果然高中狀元，到金山寺尋父，又

一、作者

到西湖去拜祭寶塔。法海依諾到來，將白蛇釋放，並度詐
白二人升仙。

李碧華自一九七六年閉始，任職記者、編劇，期間撰

《雷峰塔奇傳》的重要，在於增加了一些情節，令故

事變得豐富及美完整。除了基本的白蛇故事骨幹外，加拾
了青白相逢、端陽玉昆形、借草救夫、 7位 f受金山、斷橋相
會、白蛇產子、艾母祭塔、升仙他去等情節，又交代了白
蛇與詐仙有宿世情緣作因，及共同升天作果，使白蛇故事

寫多部小說，如《窮王軍IJ 姬》、《秦俑》、《川島芳
子》、《胸脂扣》等.

<青蛇》是其中一部出色的作品。

《青蛇》的初版在一九八六年發行，後在一九九三年
被改編成電影，同年再出版修訂版。本文的研究，是以一
九九三年的修訂版為依歸。

不僅 F~於從前警誡世人戒色的要旨，反而讚揚了白娘子與

許仙忠真不渝的愛情，表達了反對封建勢力干預自由婚姻

二、《青蛇》故事

的進步思想。 II 而這些情節亦為後來的白蛇故事所沿襲。

只不過後來的白蛇故事，正式為白娘子取名為素員，許宣

改為許仙，青青則改為小青，而保安堂更被改為保和堂。
白蛇故事的情節至 1青代逐漸定型後，有的演化成小

李碧華在一九八六年出版的《青蛇}

.內容沿襲自傳

統的白蛇故事，但又大量增州情節，與一向流傳的白蛇故

事頗有出入，別有一番味道。其故事梭概如下:

說、劇本、戲曲、講唱等不同類型。此後的不同版本的白

蛇故事，都離不開三個主要的人物:1.忠貞熱情的白蛇

小青乃杭州西湖底一條修煉了五百年的青蛇椅，某天

精，幻成人形報情緣; 2. 怯弱男子戀上蛇妖，敵不過高人

被石頭魚精攻襲，幸得白蛇所救，因自己法力與道行皆不

的“離開

3.#'史著心腸收妖的佛門高僧。當然，此後有

及她，便以姐妹中目稱，甘心*從。某天二妖出外遊玩，被

個別的白蛇故事加括了一些受複雜的情節，如〈後白蛇

呂洞賓幻化的湯圓小販所引誘，吞下七情六慾仙丸，令二

傳〉就安排了青蛇下嫁許仙作妾，並交代了二妖的下一代

人開了竅，動了几心。於是白素真使誘勸小青一同化成

的故事。但無論如何，這些原始素材早已為日後的白蛇故

人，一嚐人闊的情愛去。

事奠下一個模式，萬變不離其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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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素員在書坊外初見書生詐仙，一見傾心，使刻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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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在清明白F 與之邂逅。在西湖上，白叫小奇地法使天下

;.1車到杭州，遇上白蛇產子。法海趁白蛇體弱，用外孟把她

雨，借故同船遊湖，並借傘要詐仙到有奇橋雙茶坊白府見

收服，壓於西湖旁雷峰塔下。小青不忿被詐仙出賣，用直1]

面。許仙依諾應、約取傘，白蛇大膽主動獻身糾纏，並送銀

"，]死詐仙，後將白蛇之子交給人家收養，自己則逃回西湖

吉丁稅，後被詐仙姐夫發現銀兩乃官府失物，告到官府去。

修煉。

文革時期，紅衛兵以除四舊為口號，砸倒雷峰塔，將

幸得小青作法脫厄，詐白使共議到蘇州去結親共同過新生
活，兔得許仙再寄居姐姐處。

白蛇釋放，二妖重遇。白索員凡心未了，又再到人間戀
愛。

夫婦在蘇州開設藥店保和堂，生意滔滔不絕。一天詐
仙到呂祖廟拜神，通道士張天帥，夭師指他驗有妖氣，送

-、《青蛇》與自蛇故事之異岡

他一道符試妖，惜符為白素員所坡，史攜小青戲弄天帥，

奪其雌雄寶劍。
小青對許仙時生情憶，對白蛇產生妒忌。後來法海和
尚登門勸詐仙於端午以雄黃酒試妾，小青乘機時將 4二根繡

雖然《青蛇》的前半部都有依從一般的白蛇故事，但

到後半部的發展，卻大相逕庭。簡單的比較一下，可找出
以下的一些異同:

花針扎進白蛇蛇皮的七寸處，令她現出房、形;將詐仙嚇
死。白娘子要到南極仙翁處取仙草救夫，小青同去。後白

相同之處:

叫小青先拿仙萃回去救詐仙，自己則與鶴童搏門。小青在
救治詐仙後，竟做出越執行為，令白青二妖感情破裂。後

1.白蛇的修行比青蛇高，亦比她美。

白蛇以白綾變作白蛇，哄騙詐仙相信所見白蛇是他的錯

2. 除法海外，亦早有道士先派符試妖在先。

覺。

3. 詐仙遊湖時邂逅白蛇，後送銀 lT 貌。
詐仙知道青白乃蛇妖，卻愛上小青，暗自引誘小青隨

4. 詐仙姐夫告發 lT 親之銀乃失物。

他出走，背棄白素員，小青不從。後法海被小青羞辱，懷

5. 到蘇州後，夫婦開藥店保和堂。

恨心中，要拆散三人的關 f車，使勸詐仙隨他到金山寺出

6. 白娘子飲過雄黃酒後現出房、形，才巴丈夫嚇死。

家。白蛇帶小青到金山寺去取人. 7.位漫金山，生靈塗炭。

7. 白蛇向南極仙翁借仙萃救夫。

二妖敗障，逃到杭州去。詐仙受法海指 f吏，經白龍洞

8. 以白綾變白蛇好向詐仙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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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法海勸詐仙留在金山寺，青白二蛇與法 J夸大戰，水?奄金

U. 許仙早知道二妖的兵正身份，並引誘小青出走，有拋

山寺。

;處白素員之心;一般白蛇故事衷的詐仙比較愚傘，要經法

10. 白蛇產子。

且每警告才肯相信妻子乃妖化身，更不敢背叛捨棄。

1 1.白蛇被法海所收，壓在雷峰塔下。

'12. 小青為證實法力，試煉法海，令法海惱羞成怒而立誓

12.塔例，白蛇出世。

赦妖;法海不再是奉佛救世除妖的得道聖人。
13. 詐仙經白龍洞這及白青二妖;三者不是在斷橋相逢。

而非目冥之處，就更是多不勝數:

14. 小青殺詐仙;詐仙不再是隨法海出家為僧。

15. 小青將白蛇之子送人撫晨，沒交代到夢校的後來發
1.小青因過石頭魚精偷襲，得白蛇所救而稱作姐妹;並不
是白蛇強迫小青服從。

2. 二妖誤服七情六是主仙九而動了凡心;而不是刻意幻化成

展。
16. 雷峰塔是在文革時才倒下，並不是夢絞喝早塔而令白蛇
得以釋放。

人形害人。
3. 白蛇並非與許仙早有宿世情緣;只是路過書坊被他的俊

美書生外型所吸引。

情節的變攻，除了令故事變成另一個模樣外，也令故

事人物的性格有了改動。正如李碧華所說:

4. 青蛇衷的許仙年二十五歲，比一般白蛇故事里的二十二

歲較年長。

一個勾引的故事.

5. 白蛇與詐仙有親回匿關靜、在先，才送銀 1T 親;比前說更大

素貞勾引小青，

膽主動。

素貞勾引許仙、

6. 三人是自願到蘇州重過新生活;而不是詐仙被發配蘇

小青勾引許仙、

州，二妖跟隨。

小青勾引法海、

7. 白蛇沒有施法散遞，藥店生意已很好。

許仙勾引小青、

8. 小青愛上詐仙，曾多次試探引誘。

法海勾引許仙......。

9. 小青存心要白蛇現形，用之根繡花針扎進白蛇的蛇皮

一一宋代傳奇的荒唐真相。 12

去。

10. 小奇與許仙有私情，吉牛仙不再是忠心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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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豐當幻想下，人物全變了。白素員固然忠貞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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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卻變得丈夫膽丈放任;許仙不再只是個單純老實的藥

禹鐘，人面鳥身，正耳兩青蛇 'l這兩青蛇。 16 而《大荒北

店伙計，而變成一個城府甚深的男子，他對妻子不忠，遇

經》則有:“有大青蛇，黃頭，食塵。"

事背棄，不念恩情，比從前的詐仙史薄 f幸、.i!.寡情，也更
不值得同情;法海不再只是一個佛門高僧，他變成器量

17

有說小青根本不是蛇，而是魚。張曼婦在〈白蛇出世
﹒重入紅塵〉一文中，就有以下看法:

小、記恨、 4句私的小人。最大的不同處，是小青。她不再

局限是白素貞的侍炸、詐白二人之間的橋樑、法海心寰的

在自蛇故事的轉型歷史中，依稀記得小青“曾

妖，她有了自己的想法，獨立了、突出了。在整個故事

經"是一尾魚。在明朝末年，小青還是魚。 18

裳，她成了“詐仙所抹的人"日，成了“白素員所憎恨
的" 14 、也成了“法海所要收的" 15 。明顯的，她有了自

又提出青魚與白蛇之所以結伴，全因:

己的身份，亦有了鮮明的性格。

大約是人們認為蛇與魚既非同類，怎宜結伴同
行?便把小青變成青蛇。的

(三)小青
究竟，小青是魚還是蛇呢?在〈白娘子永鎮雷峰塔〉
在白蛇故事的原始素材里，並無小青這個角色，而在

'有這樣的一段:

〈李璜〉故事中，只有一個有紅娘作用的侍女。後在〈白

婊子永鎮雷峰塔〉裳，有了青蛇的出現，她是白蛇的伴，
名字叫青青。此後在白蛇故事裳，除了〈雷峰怪跡〉喚她

青兒，及在〈後白蛇傳〉中因她嫁予詐仙為妾而取名青娘

一、小青是魚還是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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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娘子道:“青青是西湖內第三橋下潭內千年
成氣的青魚。一時遇著，拉她為伴。她不曾得
一日歡娛，並望禪師憐欄。"

外，都一律稱她小青。

有關青蛇的解釋.

禪師又問:“青青是何怪? "

<山海經﹒海外;11:.經》載:“北方

20

又有另外一句:

半空中掉下一條青魚來，的有一丈多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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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青青原應是一條青魚，而不是一條蛇。直

在〈前白蛇傳〉里，加括了小青貪求淫悉，要效法白

.青兒仍是一條魚。至於後來怎樣變成

蛇與凡人相戀的情節，說她迷惑昆山顧公子，害得他險些

蛇，又是甚麼理由呢?難l 難以確定。我們只可詮實，自

喪命，幸最後得白娘子施計救活。這樣的安排，使小青變

《雷峰塔奇傳》後，小青變成了一條蛇，躲在杭州修煉，

成害人的妖怪。不過在後來的京劇《白蛇傳》裳，已將此

到〈雷峰怪跡>

因不敵白蛇而同行作伴。或者唯一可解釋的是，要與白蛇

段舟l 去。

同行的，將魚改為蛇較為合理，性相近，才可為伴，而在

若從我們現代人的角度來看，小青在整個白蛇故事

故事上安排，亦較為方便。從此小青就是青蛇妖而不再是

裳，只屬次等配角一名，性格毫不突出;但經李碧華的筆

青魚怪，正如張恨水所說:“這一定型的造就，也夠有三

鋒一改，小青是變得活現了。

百年了。"

22

因此本文在研究小青這角色時，就將她當作蛇來看，
而不是一條青魚怪。

(四)小青的性格分析

二、小青的身份
一、蛇
在〈白婊子永鎮雷峰塔〉篇中，並沒有清楚交代小青
要分析小青這條青蛇的性格，便先要了解蛇究竟是甚
到底是誰或從何而來。直到《雷峰塔奇傳}

.才交代白娘

麼東西，又有何特性。

子為奪取仇王府花園，戰敗小青，使之成為炸女侍從的由
來。之後的白蛇故事衷，小青一直做著白蛇的碑女，服侍

左右，唯命是從，後來更為吉村山和白婊子穿針引線作紅

娘，促成了白娘子和詐仙的婚事。期間的一切夫小事務，
小如煮飯打掃，大如盜銀盜寶物，都由小青出手。而且，
小青不但只忠心於白蛇，就連詐仙亦一併服侍遇到。小青

蛇屬爬姦類，早在二億三千萬年前由類似蜥蜴類的動

物演化而來。蛇，乃不祥且恐怖之物，一向于人邪惡的感
覺，毒蛇就更是害人之物，故此人們對它往往畏懼且存戒

心。《說文解字》說:“上古草居忠它(蛇)
‘無它(蛇)乎?'

.故相間

" 23 原始氏族部落很多以蛇為圖騰，

視之為神物或吉凶之象徵﹒於是就有了不少關於蛇精、蛇
與白蛇的關餘，恰似主僕，雖姐妹相稱，卻高低分明，這
與小青的功力比白蛇低不無關係。

妖、蛇神、蛇怪的傳說，反映了人們對蛇懷有既祟敬又畏
怕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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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古代的動物神仙中，蛇具有特殊的地位，即如

流傳下來，人類仍認為蛇並非善類，這可從江蘇民間

最著名的動物神一一龍，實亦與蛇的形象有密切的關係。

故事〈蛇和喜鵲攀親〉中得以證明。蛇認了喜鵲為妞，由

且中國人愛將蛇與龍混為一談.

<洪範﹒五行傳〉鄭玄

於蛇秉性兌殘，趁她不在家吞吃了其三隻小喜鵲，還推託

注:“蛇，龍之類也。龍無角者曰蛇。" 25 認為沒有腳的

撒謊，就可反映出蛇的本性是言行不一，兒殘狠毒的。 3。

龍就是蛇，是人對於蛇的通常觀念。古人認為龍的主體原

而在蛇幻化成人彤的故事中，蛇妖史擁有某些人性，又沒

型是蛇類。闖一多在《神話典詩﹒伏羲考》中史對蛇龍的

才巴蛇的特徵消失殆盡，於是人性與蛇性互相交融滲透，亦

關併、提出獨特的見解，他認為“蛇吸收了詐多別的形形色

善亦忌。 31

色的圖騰團族，大蛇這才接受了獸類的四腳、馬的頭、東

了蛇的邪惡和害人的險毒。

尤其是妖冶女子，媚惑男子的傳說，就更強調

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魚的鱗和鬚， ......於是便成為我

其實，亦有一些關於善良的蛇的傳說，如〈花地娶妻

們現在所知道的龍。龍與蛇實在可分而又不可分。" 26 簡

的故事〉和〈地郎君〉等民問故事，日當中的蛇精，具人

單來說，人們多認為蛇是龍的基幹。

性且善良，並沒為人帶來精害。所以白蛇故事雖以蛇為敘

蛇的特性，自己土人們的幻想，就有了不同的象徵意

述對象，可是白蛇和青蛇，已不再是一面倒的被評為是害

義。在希臘神話裳，蛇象徵了生育和繁殖。而在〈創 f登

人的妖，已變成害人之妖氣漸淡，善和美的本性越來越顯

記〉的聖經故事中，記載了伊甸園內蛇對人的誘惑，又教

現的婦女形象。

唆人去犯罪，獲得知識及對性的認識，成為人類對性和生
命秘密的是丈蒙者。而蛇的冬目氏和脫皮，又被認為具有再生

但始終，在眾多神秘動物中，蛇是最具“性格分裂"

與“多義性"的了。 33

的能力，成為生死和輪迪的象徵。 27 在中國古代，蛇還是

咒術、巫術和一切魔力的象徵，美代表了破壞與死亡 28 。

二、原始薰材裹的小青

有不少神話故事的主角，都具蛇的特質，如傳說女鍋與伏

羲皆是人面蛇身，原屬於蛇氏族的始手且，被喻為蛇神的象
徵 o

29

<山海經》中的雷神、山神，也都是人面蛇身或人

在白蛇故事的原始素材裳，小青這角色並不太重要。

人們只知道小青是白婊子的追隨者，被白所收伏，和詐

面龍身的形狀，這反映了人類和蛇之間的關係密切，既有

仙、法海都沒有宿世前緣。這個被動的角色，週旋在白、

互不調和的敵意，而人又希望有神能控制蛇的行為，不要

詐、法三人之間，性格模糊。

加客人類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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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小青這條幻化成人彤的蛇妖，性格雖比較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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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役，情節也隨而變得錯綜複雜。

李碧華刻意安排小青愛上詐仙，向他多番引誘試探;

份，她忠心耿耿;作為許白二人的婚事促成者，她盡心畫
意。當詐仙被白娘子現形後嚇死，白氏誓死去借仙草時，

又加括小青加害白婊子，令她現形;以及小青試練法海，

小青勸她放棄，不要冒險，這表現出小青種之關心她的安

以證明自己法力等情節，頓 f史小青變成一個可獨當一面的

危，對她有著一種主僕兼姐妹的情深關懷。同時，小青認

角色。她不再只是依附白婊子的小縛，一切僅能言聽計

為許仙耳軟無情，聽從法海的離開，背叛白娘子，是負心

從。她有了主見，有了自我，知道自己想得到些甚麼，又

的行為. J!r a幸憤怒異常，要殺死詐仙，這又反映出小青性

應去幹些甚廢。故事情節的增刑，對小青的著墨倍增，令

格殘忍，愛恨分明。而她在金山寺時，怒罵法海光鐘，拆

小青這個角色不再像原始素材里的那麼簡單，她的性格鮮

散詐白二人，要殺他消恨，就可看出她有著不能容忍的時l

明突出，而且變得稜雜難懂。

烈性格，痛恨法海。到白娘子被壓在塔後，小青回到青風

洞去繼續修煉，日後再前來找法海報仇，這表現了小青有

反抗精神。

1

.幾種性格特徵

(i) 依賴性強

綜合看來，在原始素材裳，小青是個天真的少女。由

小說內的小青，得白蛇所救，甘心，tlt從她作伴。她對

始至終，她同情白婊子，熱情的撮合詐白二人，能成人之

白索員信服、依賴，除了是因為她救了自己一命外，也因

美，且又對白能貫徹的支持，可共忠難，不離不棄，是個

為她的功力比白淺，她自己亦很清楚

不可多得的忠角色。

素員與我，情同姐妹。" 34 白蛇從來沒要求小青作小搏，

“我對她信服。

只因見識比她多，在相處過程中，雖以姐妹相稱，但在

三、《青蛇》裹的小青

白素負這個姐姐眼中，小青永遠只是一個小角，沒法超越

她，尊卑亦立見了。亦因如此，小青的依賴性很強，簡單

在《青蛇》這本小說裳，小青驟然變成了一個重要的

的說，她的存在基本是依附在白素員身上。由故事開始

角色。儘管整個故事仍是圍繞白娘子與許仙而發展，但小

時，白素員引誘小青隨她到人開生活，後來著小青替她吃

青這個第三者，在冷眼觀看之餘，已不再是配角。當小青

法喚雨，刻意安排與許仙邂逅'甚至日後小青一直，tlt .t是二

介入白素員和許仙夫婦之間，小說內的白蛇故事已不再如

人去蘇州閑藥店等，都顯示出小青的生活，均建基在白素

從前般單一，而發展成一段三角關係，再加上法海的從中

真的安排下，沒有白，小青就變得不能單獨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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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碧華筆下的小青，對白素竟有著一種微妙的感情。

典的心情。這可從小青一直對索員忠心，甘心服侍她、從

那種相親相愛的親喔，若用現代的角度來看，頗有點同性

不敢逆她的主意得以證明。而至IJ 了後期，小青不僅單是信

戀的曖昧。她一方面極之依賴素員，不能失去她;另一方

服素員，連帶她所愛的許仙，小青亦一樣愛屋及烏，她替

面又因內心的比較，令她對白妒忌。那是一種說愛且恨的

二人穿針引線，又排解夫妻間的誤會，在小青還未愛上詐

心理，故此到後來許仙的出現，亦種下小青背叛白素貞的

{J.J之前，那無非是因為“不看僧面看佛面"的緣故。

沒有誰願意甘心一直落後於人，小青清楚知道自己在

禍端。

各方面皆未能勝過白蛇，這些自我評價的瑕疵，固然令她

自卑，但同時亦令她想彌補自己的不足，想超越素員。這

(ii) .自卑感重

是一種想優於他人的欲求心理"。若小青最後能超越白

在白蛇面前，小青無疑是個自卑感重的孩子。

“你比我漂亮，法力比我高強，又比我老一"

35

蛇，她的自卑自會消除，可是在她克服心理障礙的過程

她自知在外貌、道行、法力各方面，都比不上白素員，在

中，往往亦因她的自卑而產生競爭的心。她對姐姐的舉止

她面前，自己無形中矮了一截，便常常有一種自己不如人

和言談特別敏感，見詐白二人恩愛，使誤以為詐仙破壞姐

的觀念，亦因有著這種不如人的自卑感，她就越重視白對

妹二人感情、姐姐冷落自己，她的反擊便是以表面關心對

她的看法和感情。小青強烈的依賴著白素員，害怕會被遺

方的態度和語言，傷害他人來補償自己的不安。“姊姊，

棄，害怕會孤獨一個，也害怕寂寞。這種自卑，可用阿德

難道你不明白成是為你好?除開我，誰肯偷銀子來讓你貼

勒 (ALFRED ADLER , 1880-1937) 的“幼嬰的軟弱就是小孩

補男人"

對大人有自卑感"的理論來解釋。 36 小青自覺如一名小

也比我高明，不若你放過我吧? " 40 小青的自卑，最終令

孩，她凡事都要依賴素負這個大人，對於她的說話言行，

她對白蛇產生了一種不滿情緒。“她一直把我當作低能

都希望模仿學習。即使後來小青在人間生活時已漸漸學懂

兒。她不再關注我的‘成長，和欠缺。她以為我仍然是西

做人，她所有的經驗還是敵不過白素員，這種情意結就是

湖橋下一條渾沌初闊的蛇。但，我漸漸的，漸漸的心頭動

自卑的情感。她的思想便以這種感情為主題而展闕，她渴

盪。" 41 眼看素貞得到詐仙的鐘愛，小青冀盼自己可像素

望趕快長大，越過素員。於是使種下日後要背叛白，要脫

員那樣，同樣受男人(或詐仙)的注目和溺愛。這股不滿

離她的照顧及引誘詐仙等行為的決心。

雖被她強自才可壓下去，偏不自覺的以各種的形態表現出

小青視她為主且，尊重依賴，慢慢產生了一種要讓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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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姊，詐仙並不好。"

39

,

“姐姐，你

來，這可解釋後來小青為何會多次引誘詐仙，甚至持劍與

275

《考功集》二輯

白蛇對峙，要殺她消恨的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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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愛和照顧，在不斷將自己和許仙比較下，她擔心自

小奇的自卑，不僅來自白蛇，也來自法海。小青僅有

己的價值，害怕會失去素貞，又豈會不妒忌?小青對詐仙

的自尊，最後是被法海踐踏得血肉模糊的，他用“甚麼東

的嫉妒，直到她發現自己愛上了他後，才轉移到素員身土

西..來形容小青 42 .更說寧要詐仙也不要小青。在小青渴

去。她渴望詐仙能注意自己，有獻身的欲望，卻又怕戀情

望被愛及 i急於要肯定自己之際，達和尚也如此輕視她，叫

發生得不夠自然，只好等待。而當她認定詐的目光永遠都

她無地自容。後來法海收白蛇，卻放她一條生路，小青怪

只放到素員身上時，她的心里產生了另一種的嫉妒，因她

他沒收自己，法海對自己的不屑，令她更感自己沒有存在

暗地傾慕的男人，愛著的是白素員而不是自己。

意義。

至於小青對素真的嫉妒，源於自卑，並從日積月窯的

她的自卑，連自己都不敢正視，最後史從而變成了嫉

羨慕演變而來。小青素來已因白蛇各方面都比自己強而感

妒，到她自覺的時候，已無法阻止，並已造成無可彌補的

到無形的壓迫，當她看見素員追求愛情，得到詐仙，沉醉

錯失。

情悉的幸福，自己也希望能像姐姐一樣

找個男人去愛

和令自己被愛。當她沒法達成，而姐姐卻又是那麼輕易就

( iii ) .嫉妒
嫉妒是動態而有攻擊性的情感。對對方懷著憎恨時所

得到她永遠處不到的幸福時，嫉妒令她憎恨索員。嫉妒使
這對親密的好姐妹翻了臉，小青曾質問索貞是否不再喜歡

發生的感情就是嫉妒。的小青的嫉妒，是有兩個方向的:

自己、不再愛自己 46 .雖然素員嘗試對她說明男女之情的

她先妒忌詐仙，然後是妒忌素員。對二人的恨，全因為

區別，但妒忌令小育與素真的感情決裂，雙方都受到傷

愛。基於沒法追止的妒忌，小青採取了不同的攻擊性行

害，尤其是先前數百年來，她倆的感情是那麼親密遍，嫉

動。

妒將二人關你打破，憎恨程度就更深刻。

小青之所以妒忌詐仙，是害怕他會搶走素員。白蛇是

陰沉的嫉妒，令小青將繡花針扎進白蛇的蛇皮之寸

她一向所依賴的，一直相依為命的，同吃同睡，不曾分

處，害她於端午五兒出房、形，嚇死了詐仙。多年的情誼，敵

離。詐仙的出現，在她眼中不過是“新歡而她這個舊

不過妒忌的驅使，小青竟設法要白蛇失去幸福。當她知道

人卻一時“淪為素貞的次選"叫，要“將位置讓出來 ..

自己害死了詐仙後，痛心後悔，不過當時她確實無法控制

的。她有不甘心，也有不滿。在小青心里，許仙這個繼

自己的妒火和街動。救活了詐仙後，小青得到了他。在感

父，在她還未成長之前，要分薄她的母親(或姐姐)給予

到勝利之餘，嫉妒形成的怒火，使她浮起橫刀奪愛，要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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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貞施辣手的念頭，想趁她盜仙草後疲憊不堪之際，用劍

小說《膏蛇》中小青的性格分析

( v ) .重情義

殺掉她。那刻，索員已不再是小青心目中的好姐姐，而變

小青對白蛇的忠心，是不容宣疑的。小青本身是個當

為她的情敵。小青的忌妒，除迫使索貞反擊外，更令索貞

正義感和恩怨分明的角色，她與白蛇患難與共，每遍看不

要趕她走，姐妹情毀於一旦。

過自民的不合理事情，必會挺身而出，以保護白蛇為先。
當她知道詐仙將送銀首T親的事告訴姐夫，將責任推卸

(iv) .攻擊力強
如前段所提及，基於嫉妒，小青具有挺強的攻擊力和
破壞力，她設計加害白蛇，誤把許仙害死是例證之一。

到二妖身上時﹒小青已忠告索貞“詐仙這廝不是好人，他
不應該恩將仇報一一" 47 。法海要軟禁詐仙，小青使勸白

蛇找另一個男人算了，之後又伴著白蛇到金山寺去搶人，

其實在試煉法海的情節中，亦可看出小青的破壞力絕

怒罵法海禿賊。到法海派詐仙經白龍洞追到杭州，哥|路收

不遜於白蛇。她自顧退出三角關係後，卻又想憑籍法海去

妖，小青痛恨怕事不忠的他，憤然拔劍刺死詐仙。以上都

證明自己也具魅力，能如白挖般迷人惑人，就決心找法海

可證明小青是個重情義的人，她每遇事使護著素員。縱使

來一試。盡早石般岡IJ 毅的法海，本持自己定力鉤，要小青助

自己和白蛇曾決裂遇，她妒忌她，也對她不滿，但始終，

他修行，卻沒料到會敵不過她的試煉。以法海的立場來

她，對白蛇不離不棄。為了白蛇，她可手刃自己愛的人，也

看，她厚、只是五百年道行的小娃娃，根本沒將她放在 ølt

可冒死與敵人對抗。最終她最最重視的，仍是那段經歷數

內。偏偏他低估了她的破壞力，最少，她激怒了法海，令

百年的姐妹倚重宜。所以後來小有將索貞之子交託他人撫

他立心帶走詐仙去報小青令他失態之仇。

養，自己回到西湖底去，所等待的就是塔伊l 白蛇出生天﹒

伴著素貞到金山寺去尋夫時，白蛇決要水 i受金山，施
法召來水族相助，小青從旁協助之外，又能護著腹痛的姐

她倆又可重新活在一塊。就算之後白蛇又再到人世追尋另
一段新戀情，小青依舊緊隨其後，做她的妹妹。
綜合來說.

姐，一面勉力迎敵，顯示出她的法力不弱，且攻擊力強。

雖然小青認為自己比不土白蛇，其實她忽略了自己的
破壞力與影響力。許仙變心，偷偷看上了小青，更引誘她

<青蛇》中的小青，保留了原始白蛇故事

衷的一些性格特徵一一忠心、狠毒、富正義感、愛恨分
明;而且更擁有其他的性格，角色較前稜雜突出。

一起私奔，一起背叛白蛇。能令男人辜負妻子，足以證明
她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並不是省淌的燈。或許就連小青本

身，根本沒妄想過自己居然能破壞詐白夫婦之間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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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樂園神話看《青蛇》

我們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青蛇>

.理解小青這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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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影《青蛇》裹的小青

色。
白蛇與小青本一直住在西湖斷橋底下，不知人間何

世。它們的修煉生活縱然無聊，卻:寧靜無憂。若用樂園神

電影《青蛇》是徐克在一九九三年執導的作品。它是

話 .8 去分析，對小青這條蛇妖來說，西湖無疑是她的樂

白蛇故事的演繹，故事大綱來自李碧華筆下的《青蛇>

園。小青恰如〈創世紀〉中人類的始手且，被呂洞賓(蛇)

情節大致承接小說，只不過將枝節刪去，並大幅增加小青

引誘，偷吃了情是生湯九(禁果)

一角的描寫，及加重介紹法海收妖的前因後果。

.令她要離開樂圓，到紅

塵去學習做人。她要為成長付出代價，要經歷痛苦，失去
原始的快樂。

墮入塵網後的小青，不再是樂困中那條無愁、單純、
天真的蛇妖，她要適應人闊的生活，要學習怎樣去典人

•

透過情餘的改動，小青成了《青蛇》電影衷的主角。

其中有好些改動，值得留意。例如:她一次不慎在詐仙面
前露出蛇尾，引起他的懷疑在先。端午至，因雄黃滴 ~J 入
潮中，現形將詐仙嚇死的是小奇而不是白蛇。借仙革時，

(詐仙、法海)相處。她體驗了情愛﹒也獲得了性知識。

小青以色慾挑戰法海定力，法海敗，為洩憤挾持詐仙，迫

她通過了性狀蒙後變成了人，要面對戀愛繆總帶來的嫉

他出家。小青恨詐仙出賣她俑，認、為就算白蛇死了，許仙

妒、仇恨、創痛。即使事後她可重回西湖，但樂囡已失

也應伴她一起，使用 ~IJ 殺掉詐仙等。影片岡然有交代青蛇

去，她已不再是昔日無知簡單的青蛇妖，她無法重拾通往

與白蛇、法海、許仙的復雜闕餘，但處理得簡單粗略，相

的單純。

反將焦點由三人的關係轉移到青蛇學習人鬧情是色的刻劃。

小青以白蛇為她的學習對象，那她自己也是白蛇的重

50 明顯的，小青才是影片的童心，她牽引了劇情的發展。

像。索真是小奇的對手 (COUN四RPART) .個性相似，舉止

電影嘗試為青蛇在白蛇故事中取得定位，故此她的性格與

相像一一同是蛇妖，對人世好奇、熱情追尋愛情、愛時執

原始素材及小說略有不同。

著、恨時決絕。白蛇做到的，小青也要學懂;她做不到

電影中的小脅，有她的獸性，動物性的特徵明顯，如

的，她也敢去做。安排詐仙做小奇的性品文章E 者，既可令小

她會吃樑土的老鼠、會吃空中的蚊蠅、走路時左格右擺、

青與白蛇的地位變得平等，也能證明小青在模仿白蛇。而

冬天要冬H氏、害怕硫續等，全是一般蛇的特性。小青雖化

她隨後斗膽引誘法海，則說明達白蛇認為混不得的人，小

身成人形，卻活脫脫是一條蛇。

青也敢於挑戰得到。在小說中，小青無疑是白蛇的鏡子影
4家 (MIRROR IMAGE) 。

280

她是一條寂寞的蛇，與白蛇相依相貌，絕不是原始素
材衷的主僕身份。片中刪去了小青加害白蛇的情節，使她

281

小說《青蛇》中小青的性格分析

《考功集》三輯

變得善良多了，也少了那份對白蛇的嫉妒和猜忌，她對白

?總結

蛇貫徹如一的忠心，而且感情豐富。它和小說最大的不同

處，是小青為了努力去學習做人，她以白蛇為目標，並做
了一個引誘者 (TEMPTRESS) 。戲中的詐仙對白素員忠心癡
情，並不如小說般所描寫的看土了小青;但小青卻欲藉他

去幫助完成“成長"的階段，便向詐仙引誘，幸好詐仙沒

有動心。於是小青又以法海作目標，玩弄法海，要去體驗
兩性的情愁，最終法海臨產勒馬，惱羞成怒。小青的試煉

錐表面成功，實際上她仍是失敗的。雖然小說內亦有以上
小青引誘法海和許仙的情節，但那是出於妒忌和自卑，是
要藉二人而去肯定自己;影片中的小青則較草役，不因為
情悉而有歪念，而純粹為了“學習"。
小青不明白為何白蛇會哭、會傷心，做人為何要說
諜，亦不明為甚麼她認為做蛇好時，白蛇卻說做人好;到

她努力去學習做人時，白蛇又勸她一人回西湖去。她有很
重的好奇心，耍弄個明白，甚至開始懷疑白蛇是否真的比

自己強。最後白蛇產子後被塔壓死，小青在法海面前立誓

會再回人闕，那證明她終歸還是未能完全明白到底怎樣才
算是一個真正的人。
相比之下，電影衷的小青比小說中的較為可愛，也較
健兵。

白蛇故事藉人妖相戀的情節，賦予蛇妖人性，使人們

對蛇的觀感有了改變。
人們在怪責法海心房硬、唾罵詐仙寡情、歌頌白蛇堅
真的同時，實亦應、注意小青的忠心。無論如何，小青與白

，蛇憂戚與共，不畏艱辛，一直緊隨，作為小炸、朋友、姐
妹，也可以算是情至義盡。
綜合以上所說.我們可以看出在原始素材里的她，性
格比較模糊，後來被塑造成小祥、紅娘、妹妹等不同身份
的混合體，直到李氏的《青蛇>

'才給予小青一個較明確

的身份，並對其性格加以深刻兼細緻的描寫。本論文雜嘗
試從不同版本的故事中探討小青的性格特徵，但周小青的

觀點讀白蛇傅，始終不如傳統的角度那般容易令人接受，

尤其是《青蛇》內心、青的角色亦正亦邪，並不像白素員那
樣討好。小奇的性格既集蛇的特性，又擁有人性的善與

醜，實有一定的研究價值。

在研究的過程中，自愧仍未可深入的剖析小青一角，
只能抓住較重要的幾點作出討論，希望從中可為小青這角

色取個定位。在宴子匡、朱介凡的〈五十年來的中國俗文
學〉中對白、青二妖的讚揚，和本文撰寫的動機頗相近
似，因此引述幾句作結:
“中國人心思中，誰不有白娘娘和小青的倩影，儘管

你掠見一條小蛇也恐懼十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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