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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李碧華小說“神怪敘述模式"的效果與作用

論李碧華小說“神怪敘述

模式"的效果與作用
孝子翹

評析李碧華小說的文章，向來多以歷史、社會、文化

等方面作為觀察角度，即集中探討其小說與(香港)歷
史、社會和文化之闊的關你。 1 原因大抵是論者認為李碧

華小說在上述各方面的意義比她的文字更有論述價值。 2

然而，小說作為一件藝術成品 (object) .除了從歷史、社
會、文化等“外在背景"去研究外，亦應多加注意作品本

身的藝術成就，即所謂文本 (text) 的分析。李碧華的小說，
在文字上，或詐真是“無足觀處..

(事實上，一個作者的

遣詞用字，很多時關乎他的閱讀和寫作習慣，有一定的客
觀因素影響)

.但在敘述手法上，本文認為確有值得討論

的地方。學者王德成指出:

她(李碧華)的想像穿梭於古今生死之間，探

勘情慾輪迴，冤孽消長，每每有扣人心弦之
處。 3

能夠做到“每每有扣人心弦之處本文認為正是由於李

碧華慣用了一種敘述方式所致，而我們稱這種敘述方式為
“神怪敘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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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怪"一詞在這種要作為一個專門概念理解，本義

即英語中的“ Supernatural"
縮印本)

。據《英漢大詞典>

(繁體字

的“怪力面L神

o 7 而“神怪敘述模式就是以“神

怪"作為主要角色發展故事的寫作模式。

.“ Supematural" 作為形容詞，解釋是:

香港作家李碧華的小說充滿著鬼怪異人，如《且因脂
扣》的女鬼如花、《青蛇》的青白二蛇精、《﹒潘金蓮之前

超自然的、自然規律所無法解釋的;神奇的、

世今生》前生是海金蓮的翠玉蓮、《秦俑》的不死人蒙天

不可思議的、異常的。 4

放等。這些形象角色，全都可以列入“神怪"

(Supematu-

ral) 一類。由於這樣，其作品自成體怠，成功營造了一個

其中“自然規律所無法解釋"一項最值得注意<英漢辭
海〉關於這點說得更詳細，指出“ Supematural"

鬼氣、神秘、暖昧、異乎尋常的小說世界。
李碧華以“神怪"作為故事主要角色的這種敘述模

超自

然)

式，並非偶然出現，而是佔了她所有小說作品一半的比

例。我們相信，除了作者個人趣味導致這個現象外，選取
指、屬於、關於或來源於超越可觀察的、通過

這種敘述方式，還有其他作用。本文嘗試就這點進行分

日常手Æt可經驗到的物理宇宙之外存在秩序

析。

的:在程度和種類上都超越自然或同超越自然
的東西相關的。 5

在分析之前，有一點必先要說明。本文討論的重點雖
然是李碧華的小說作品，但在論證過程中，會多有引用其

雜文文章，原因如李炸雄所說:
因此其名詞解釋就是“超自然物即:
談李碧華的小說，不能不拿她的專欄文章來並

存在的超自然的秩序﹒神聖的作用、影響或干

讀一一不是指由此愈發可見李的作品萬變不離

預( ......超自然的東西就其終極的本質來說是

其宗，特式不外有二(或詭異或犬儒而是

我們存在水平上所不能理解的

說讀李的專欄往往有助了解她的作品。 8

o

6

一般來說，我們所謂的超自然物，是指神、 f山、魔、
鬼、妖、怪等一類統稱“神怪"的東西，亦即孔子所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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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為止(1 997年 4 月)

.李碧華總共出版了十二

本小說，分別是你因脂扣》、《霸王別姬>

(1 985 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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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1992 年修訂版)
修訂版)

、《青蛇>

(1 986年初版. 1993 年

、 9 <潘金蓮之前世今生〉、《生死橋》、《秦

俑》、《滿洲國妖艷一一川島芳子》、《誘僧>
篇)

(一)個人風格:營造神秘妖異故事氣氛

、 10 <糾纏》、《誘僧>

(短篇)

(長

、《天安門舊魂新

魄》及《基情十一刀》。除去四部短篇結集( <糾纏》、
《誘僧>

故事中含鬼怪異物，內容便會涉及到人類現有知識範

圍以外的事情。面對神秘、不明的境況，人自然會生恐
懼，故有關這類描寫，總會帶來恐怖感。《淆金蓮之前世

(短篇〕、《天安門舊魂新魄》和《基情十一

今生》開始的一段關於潘金蓮投胎轉世的過程，描寫她

.李碧箏的小說故事，依內容區分，大致可歸為三

“一手提住自己的頭，一手持住自己胸口走在黃泉路

類:一、再世輪迪的故事( <胸脂扣》、《秦俑》、《濤

土， 15 就令人不寒而慄<胸脂扣》中每有關於如花的描

金蓮之前世今生> )二、舊故事重新演繹.

敘，亦會明顯地陰森起來。

刀>)

(('青

蛇》、《海金蓮之前世今生> )三、人物傳奇( <誘
僧>

(長篇〕、《滿洲國妖說一一川島芳子》、《霸王別

姬》、《秦俑》等

為了營造懸疑和神秘效果，作品加入神怪是很常見的
做法，李碧華尤其喜愛這類題材，她自己也承認:

o 11

前兩類故事，作者都是採用了“神怪敘述模式

o

12

希治閣的《迷魂記》是我最喜愛的電影之一。

依此敘述模式，很可以發展成為“超現實"或“靈幻"內

因為它里頭的輪迴、神秘、欺騙、兇殺、浪漫

容的故事，然而李碧華顯然並沒有這個意思;反之，其小

和宿命，都是我喜愛的元素。( <色相﹒保護

說內容都是經過多方考證、資料搜集，背景以及很多細節

色> )

16

都有所依據，日因此有論者評她的作品“有強烈、現實主

義

o 14 故事內容既力求真實、有所參照，卻採用“神

怪"這種不現實的敘述模式，作者是如何將兩者有機地結

合在一起?或者當我們明白李碧華作品中“神怪敘述模
式..所發揮的一些效果和作用，便可幫助了解這問題，而
闕於這一點，我們發現最少有四個解答。

而這裡所述及的六個元素，確實全都可以在她的小說中找

!IJ- “輪迪"有《潘金蓮之前世今生》、《秦俑》等;

“神秘"有《胸 ß~ 扣》、《誘僧>

(長篇)等;“欺騙"

有《胸 ß~~口》、《秦俑》、《窮王別姬》等;“浪漫"有
《秦俑》、

《青蛇》、

《生死橋》等:

“宿命"有《月訓話

扣》、《秦俑》、《青蛇》、《潘金蓮之前世今生》等。
至於“兒殺更是李碧華所有小說故事都有的情節。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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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趣味，反映於文字，便成為作者的創作風格及作

遂形成作品一種鮮明而獨特的詭異氣氛。不只是故事內

品特色，故此在李碧箏的筆下，任何事物都變得“詭

容，據作者所述，此書的創作過程以及後來改編為電影拍

異"。如《江湖﹒江湖事>“說者言之鑿鑿，裁們每天

攝時，都充滿著神秘色彩。

有關《胸 ß~ 扣》的創作過程十分耐人尋味，作者曾提

乘坐地鐵，聽到那含糊、拖曳、陰陽怪氣，了無生氣的報
站聲音，實在來自黃泉，否則怎會那麼恐怖'(

髮﹒陰間>

18

“配音間是一個勳黯詭異的地方。

《鏡花﹒淪落江湖>

<白

﹒嬰兒>“嬰兒是世上最詭異的動物。

之下已覺寒氣森森

一個很詭異的字。

有一次，有女鬼要找替身，找主我，我不肯，

20 <鏡花

掙扎一番，無奈讓師兄作法請‘她，來，答應

21 <青紅皂

燒路票始她， .,. ...後來寫一個小說《姻脂

“......據說有一種用清宮秘方泡製的老年

香皂新近問世，叫做‘紫禁城，

及:

..

“那天路過舊書攤，鬧到怪怪的油

墨味道。舊書都是屍艘，半腐敗地橫陳著。

白﹒紫禁城>

..

。這種紫禁城香皂，一聽

22 <幽會﹒電>“‘電'是

23 <恨也需要動用感情>“地鐵

閑得松快，給我一種不留情面的感覺。冰冷的座椅冰冷的

乘客，達燈光都是冰冷的呀。真如遠赴黃泉去。"等等。
H 評論指她的作品神秘、詭異，就是由此而來的。 25

扣>

'夜里靈感泉湧，資料總是‘無意，地又

找到了。我懷疑她在幫忙。( <色相-找替
身>

)

26

在我開始寫這本書(

<睏脂拍>

)的時候，就

感到有一種靈感帶引我到另一個世界去。

..講的玄一點的話，似乎是有一個人借著我
的手來寫... ...27

小說方面，短篇結集《誘僧》收錄了十五個述異故

事，還配上一個~列名稱叫“怪談繪卷可見作者是有

到拍成電影時一一一

意識地創作一批怪異故事的;而當中的《素卿》、《懶魚

饒燈》、《母老虎》、《八十七神仙壁》等，無論是布

有個法師說這套電影太邪，囑我(李碧華)一

局、格調或氯氣，簡直與蒲松齡的《聊齋誌異》如出一

定要東長墅。 28

轍。至於長篇，不可不說的就是你叫肘。》。在這個故事

...那一部電影(

<睏脂扣>

)由零開始，歷

中，作者集中地用上調子低沉的元素，如鬼魂、妓女、鴿

時一年半，中間的重重波折，到日後的結果，

片、古舊物件、陰謀殺害、欺騙、宿命、海倒淪落等等，

總是在最灰心的一刻，忽地有個轉攘，讓事件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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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得更好。回想暗驚，只覺一切是冥冥中注

Í1]算，亦不吸引。因此神怪之物很可以利用。神怪們由於

定。......過去寫小說的日子，每當夜閑人靜，

不受“自然規律"限制，故想像中都較人類、長壽，往往可

知道有她在，令我有豐富的靈感，資料總是

以輕易活過幾百甚至幾千年，見證人類的歷史、經歷事物

‘無意，地找到了。......
二}

(

<幽會﹒幽會之

)的

的變遷。《青蛇》希望的小青便是很好的例子，她出場時就

已一千三百多歲，親眼看著西湖“斷橋"的變化。 31
古今對比的內容.

“鬼裡鬼氣..正好用來形容這部小說的一切，而這效果，

似乎是李碧華所樂意見到且在有意無意間營造出來的。

<胸脂扣》程出現得比較多。故事

敘述香港 30年代石塘咀名妓如花與愛人十二少陳振邦吞鴉
片殉情，死後如花的鬼魂在陰間等候十二少不果，便決定

四人間找尋他，然而再臨的陽間已是 80年代，時間原來已

過去了五十年。如花是 30年代的人 .80年代的民生事物對
(二)借古諷今:比較新舊時代不同價值

觀

她來說自然是樞為新奇。書中頗多描述如花遞到這些新鮮

事物的情況和反應，旁觀的袁永定(如花在陽世的求助對
象)為她解畫的同時，亦自有所省悟。如此，

再世輪 i皂的故事. 30 牽涉最少兩個不同的時空，且

“批判現

代"便成為《胸脂扣》其中一個明顯主題。《當代中國文
學名作鑒賞辭典》中有這樣的評論:

通常相差有一段距離，因此“對比古今..便成為這類故事

的其中一個功能;時空差距愈犬，對比愈強烈，投果更突
出。“對比古今"以顯差異，順理成章，就是“借古諷
A、"。
弋7
展現古今之別可以有不同的方法，李碧華選擇借主人

公的遭遇和見間，道出事物的變遷，這樣比平鋪宜說更為

有趣和自然不經意的描敘，更具反諷作用，發人深省。
然而普通人類的壽命有限，一般不過六、七十歲，能夠活

過一百者已十分少見，即使情況普遍，但為了闡明“古今
相異"而詳述某人整整一生的遭遇，未兔大費周章，並不

330

( <姻脂扣》的)作者是想通過一個 30 年代的
妓女的前塵生活，及在旅歷途中的所見、所聞
和所為抨擊香港社會的各個方面，借助一個妓

女的眼睛揭露人間的墮落、狠瑣和灰暗。這也

許是最具有諷刺效果的佈局，讓一個過去為人

類所不恥的風塵女于來批判今日人間的墮落和
毫無廉恥。 32

不管李碧華是否具有這個意圈，小說中若干情節的確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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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效果，值得人們反思。例如袁永定偕如花去戲院看

要是各種各樣的“證件作者寫:

電影，作者寫道:

“我(如花)去過一些地方她追溯:“那

議翠戲院今晚的午夜場放映《唐朝豪放女》。

兒有很多我們(與她同年代的人)從前並沒有

我(袁永定)去買票的時候，如花瀏覽四下的

過的證件，我一處一處去，去到哪兒翻查到哪

劇照，看不了幾張，有十分詰異的反應。她大

見:出世紙、死亡龍、身份證、回港

概做夢也想不到，香港的戲院會放映類似生春

證頁 107)

宮的影畫。

但吾等習以為常，不覺有何不妥。這是因為道

袁永定授、罷，使生感慨:

德觀念、暴露標準，把三十年代的妓女也遠遠
拋離。如今連一個淑女也要比她開放。她甚至

但是一切有號碼記載的文件是那麼浩瀚無邊，

是稀有野生小動物，瀕臨絕種，必得好好保

她才不過花了一天一夜，如何見得盡三八七七

護。 33

這數字的線索?
還有太多了，你看﹒護照、回鄉證、稅單、借

這一段正指出了時代不同，“(八十年代的)道德觀念、

書誼、信用晴、提款暗、選民登記、電費學、

暴露標準，把三十年代的妓女也遠遠拋離"的現象。“道

水費單、電話費單、收據、良民證、未婚證明

德"、“倫理"是社會學土的課題，內容相當複雜，並沒

書、犯罪記錄檔案編號......。

有標準統一的意見，觀念亦會隨著時間而轉變。作者在這

我一邊數，一邊氣餒。一個小市民可以擁有這

種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如今連一個淑女也要比她開放"

許許多多的數字，簡直會在其中遇溺。到了後

一句的“淑女"和“她"

(3 0年代妓女)是含有價值判斷

來，人便成為一個個數字，沒有感覺，不懂得

• 34 亦引發了讀者自身對“道德"的思考和反

感動，活得四面楚歌三面受敵七上八落九死一

的字眼)

生。是的，甚麼時候才可以一絲不掛同

省。
再而，如花在陽間尋找十二少的唯一線索是一組數字
(三八七七)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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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到處翻查與這組數字有關的材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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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小小的牢騷，其實正反映出現代人的悲哀。由於建帝l 上

態很巧妙地表現出來。從這方面看，這部小說

的要求，社會希望每個人都會被賦予一個或多個不同的編號

對已經在中國傳統文學中所歌頌的愛情價值也

以資識別。結果本末倒置，變得人站出來不能證明自己的

重新進行了評判，成為了鏡子的鏡子。 (38)

身份，卻要靠“身份證"去證明自己。同樣的主題香港小
說作家西西的短篇小說《抽屜》也有表達。 35 借翻查資料

“中國傳統文學中所歌頌的愛情"是純潔的、美麗的，男

批判“人成為一個個數字李碧華此處的意圖是比較明

女雙方均有著生死相詐、此志不渝的信念。《詩經. J耶風

顯和可以肯定的，在《白開水﹒證件》中她就記述了自己
的經驗。 36

﹒擊鼓>
氓>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詩經﹒才有風﹒

“信誓旦旦，不忍其反漢樂府《土邪>

“上

小說也帶出古今“愛情觀"的差異。這方面作者作了

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 ，.工 7位為竭，冬

兩組比較，一明一暗一一明的比較是 30年代與現代，暗的

雪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但到了如 jL 所

則是古代與 30年代。

生活的年代，愛情的本質已有了變化，變得複雜了。如花

《月閏月首扣》故事，其實是古老愛情故事的模式一一一

的癡情雖無可置疑，然而內手里有著很強烈的佔有慾，她的

對男女因家庭的反對、社會的壓力，不能結合，結果雙雙

求死意志是很堅定的，但對於十二少的態度，卻抱有懷疑

殉情。 (37) 惟作者將之稍加變化， 1吏結局出人意表:如花

(事實上在吞食鴉片前，十二少確曾有過一陣猶豫:“他

是殉情死了，但十二少在最後關頭卻貪生怕死，沒有吞鴉

呆在原池，如石雕木刻，腦中百膏鳴放，唇乾舌燥。死?

片(用李碧華的說法是“女悉力以赴，男臨陣退縮" )

不死?人生最大的越起。"

結果苟活於人世。這還不只，更令人估不到的是如花在吞

藥。

鴉片之前，早在十二少不知情下讓他服了份量足以致命的

安眠藥。

「梁祝化蝶 J

(頁 148)

)

0 所以她要下

'世代傳為美談，如花十二少這一封，

卻只令人感到滑稽和醜陋。

至於袁永定與其女朋友凌楚娟的愛情故事，亦反映了

334

結局的造一微妙變化使如花的慷慨殉情變得陰

三十年代與八十年代愛情觀的不同。現代社會，發展一日

險、荒謬而毫無意義。....作者以現代人的觀

千里，人們生活繁忙，要處理的事情愈來愈多、愈來愈複

點宣佈了人間愛情神話的死夭，通過這種破壞

雜，已不可能像古人般，終日談情說愛;另一方面，個體

性的滑稽模紡方式，將新的主題用舊的故事形

意識的加強，令人際關係變得疏離，人人都為自己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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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談戀愛，亦難以全情投入，更加不會有“愛情承諾"

(三)舊故新繹:現代觀念與個人觀點的

這回事。如花雖然王心計，畢竟還會殉情，在陰閥等不到

表達

十二少，寧可來世折壽(“上來七天的代價，便是來生 i戒
毒七年"

(頁 110)

)都要還陽找他，可見她是極度重視
李碧華對中國戲曲小說和傳說故事十分熟悉及感興

他們之間的承諾。可袁永定和凌楚娟誰是自由戀愛，然而
情感生活卻是枯燥的，對於“愛"的真諦不甚了了，袁永
定也承認:“我們都不懂得愛情。有時，世人且以為這是

一種‘風俗頁 49) 殉情對他(也是現代人)來
說，簡直是一個神話。"用管也指出:

趣，並經常在雜文中評萍一番，如《戲弄﹒唐湯九》盡數
《西遊記》中四師徒:

“......悟空是我的偶像，我最喜歡

他了......。第二喜歡是豬八戒，多可愛的人性......沙僧沒
什麼性格。最討厭，便是唐三藏。一一一再沒有比這個和尚

更窩囊了。; 41 <中國男人﹒水滸英雄性冷感》開宗明

導演在《姻脂扣》里，把一個三十年代的愛情

故事，有意識地與袁永定和他的女友凌楚揖這
個娛樂新聞記者之間的關係並置著。與如花和
十二少堅貞不渝的愛情明顯不同，這對現代戀

人似乎只是為了‘互相方便，才走在一起。他
們對婚姻並不熱衷，且工作上的職責往往打斷

了溫柔感情的表達(在電影初肢，袁永定為楚
娟買了一雙鞋作為神秘禮物，但楚娟卻急於外

出採訪娛樂新聞，沒空欣賞他的心思。)與如
花相反，楚娟似乎只知吵吵嚷嚷，以自己為中
心，對所愛的人卻漫不經心。 40

義說“水泊梁山，彷如 GAY伶集中營。
蛇》

“揭露"

<白蛇傳》

42 <鏡花﹒青

“是一個‘勾引'的故事:素員

勾引小青、素員勾引吉村山、小青勾引詐仙、小青勾引法

海、許仙勾引小青、法海勾引詐仙。"的她亦喜將一些人
們耳熟能詳的故事，依己意重行改寫或演繹'如《鏡花﹒

龜兔下集》構作了寓言故事《龜兔賽跑》的下集，並持
“這是一個淒飽的愛情故事

44 <色相﹒蜍娥是奸的》

重繹神話:“告訴你，吳剛也許是婦娥的情夫，她偷了

藥，分一半給他，二人相約逃至遠方雙宿雙棲去，本來目
的地是金星，因藥力分薄，只到得月球，迫於無奈，定居
下來的《幽會﹒葉公好龍》將“葉公好龍"這成
語故事當“愛情故事"來看，並道自當中的教訓. 46 等

“吵吵嚷嚷，以自己為中心，對所愛的人卻漫不經心
現代人談戀愛，十足打仗一樣，不知算不算另一種淪落。

等。
李碧華喜歡讀故事，但她顯然並不止於“接收"內

容，而是慣性地對故事進行批判性思考，批判性思考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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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又往往觸發她的創造性思考

47 因此她表達思考結果的

我覺得世人把潛金蓮這個人當作千古第一涅

方法，除了直接評論(是非判斷)

.還進一步將故事內容

婦，對她很不公平。我覺得在封建社會裡，她

改頭換面、重新演繹(創造發明)

。譬如《梁山伯與祝英

其實也是個受害者。寫這本書時，我從現代人

台》這個家喻戶曉的中國民間故事，李碧華認為有不合理

的角度來看這個人，覺得清金蓮如果是生在今

的地方，先是直接進出:

天的社會，她會是個很能幹的女強人。

其實我們看現代社會中許多美麗、聰明、有心
機的女人，其實也是潘金蓮的心態。刊

一個男人與一個男人同床共寢性交多年都不知
道他是男人?如同我國的浪漫經典﹒梁山伯不

也與祝英台共床寢(就差在未曾發生關係)多

換句話說，她是以現代人眼光去看海金蓮這個藝術形象

年，都不知道她是女人嗎( <中國男人﹒不

的，自覺地不讓成見所左右;再經創造性思考，便寫出了

求甚解>

)

《湯金蓮之前世今生》這部以《金瓶梅》為基礎的小說。

48

以《金瓶梅》為基礎，卻不是將之改編。既要讓讀者
繼而以假托梁山伯的方式，寫了篇《梁山伯自白書>

於《糾纏》一書)

.表達同一意見。

知道說的是潘金蓮的故事，又不想將原著改寫，作者遂借

助於“神怪採取了“神怪敘述模式"去處理這個作

(明蘭陵笑笑生著)和《白蛇

品。具體的做法是，安排書中主要角色為《金瓶梅》中人

(中國民間故事，作者不詳，版本亦多，大約在南宋

物的轉世;例如《金瓶梅》的潘金蓮，九轉輪i逆之後，就

她亦曾以《金瓶梅>
傳>

(收

的時候開始流傳)作為藍本，分別寫了《潘金蓮之前世今

變成了《潘金蓮之前世今生》的翠玉蓮。

生》和《青蛇》兩部小說。一直以來，人們對於這兩個故

翠玉蓮的遭遇與港金蓮宿命地相似，這自然是作者的

事都有一種既定的看法，為此李碧華認為不妥，遂將之改

刻意安排，目的是想表達這個潘金蓮轉世的翠玉蓮，本性

頭換面，並賦予新的意義和詮釋，同時亦加入自己的觀

絕不淫蕩，是客觀遭遇令她變成“淫婦"十五歲被舞蹈

點;當中，都用土了“神怪敘述模式"。

學院院長強姦，反被誣為“淫婦因偷偷送東西給意中

《金瓶梅》中的海金蓮久被叫作“千古第一淫婦
李碧華卻不以為然:

人，文革階級鬥爭中被打成“淫婦被有錢人追求，反
這鄰里指勾引男人;舊情人多番拒絕，怨恨失意之餘胡塗

地搭上別的男人，結果引狼入室，令恨終身。李碧華既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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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金瓶梅》的港金蓮其實是受害者，雪。這看法使反映在

西鬥慶驕奢涅逸，沉迷酒色，享盡人問美女，

她如何處理翠玉蓮的遭遇上。

專一嫖風戲月，粉頭都歸他手上?妒煞天下男

《潘金蓮之前世今生》全書的重點，是眾角色的下

見!所以他今生只受用到三十歲，武功也就廢

場，那是作者刻意安排的有 ]IJ 於《金瓶梅》中相對角色的

了。當然此人並無殺人之心，罪不致死，命也

結局。《金瓶梅》的武大郎是被淆金蓮和西門慶合謀毒殺

就留下來。

的，武松為凡報仇隨後亦將二人殺掉，而在《潘金蓮之前

武松雖一介武夫，亦一條好漠，但前世連殺二

世今生》中:

人，出手狠辣 z 今生也應賠上一命了吧。(向
上)

武汝大(武大郎的轉世)沒有死，他的體能竟
變得很強勁。

SIMON

(西門慶的轉世)沒有死，他半身不

遲，再也不能人道，享受不到人生最大的歡
娛。

武龍(武松的轉世)死了，他是死於意外。
(頁 228)

借“轉世輪迴令《金瓶梅》的w-角色重現同一舞台，

並改寫他們的結局，這種，李碧華巧用了“神怪敘述模
式"。
《海金蓮之前世今生》嚴格來說是一個全新創作的故
事，而《青蛇》則是依照《白蛇傳》改寫的，角色以及主

要內容都是一樣;在重寫的過程中，作者亦有所創造，最
明顯的，就是將敘述焦點，從以往的白蛇(白素員)轉到

至於翠玉蓮，周 IJ 巨i 撞車而導致失憶。作者這樣解釋她的安

青蛇(小青)身土(此可見於小說改以青蛇的第一身敘

排:

述;書名亦由“白蛇"變為“青蛇"

)

。這敘述角度的改

變，有其重要意義，就是擺脫了傳統單一的，從人類角度
一一一假如大家相信因果報應呢，才會恍然頓

看神怪的寫法;現在的《青蛇》是反過來，以神怪的眼光

悟:

看人類的行為。一一此是李碧華重寫《白蛇傳》這本身也

武大是個好人呀，他前世被敵殼，死得不明不

是一個“神怪敘述模式"故事的原因。

白，今生應該得到補償，給他一些“獎品

世道方才公平。

340

借青蛇之口，作者想要展示兩點:一、人性的舊車陋;

二、人類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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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蛇》開始時，白蛇“想要一個男人小青使勸
生也

這類機智式的話句，雖失諸概念化，令敘述欠缺感情，但

集合起來，便可視為作者的一套“愛情觀借小青的口

:
姊姊，真的，人類，一朝比一朝差勁，一代比

道出)

一代奸狡，再也沒有真情義了... ...51

情故事。作者在重繹的過程中，每每加入一些與“愛情"

。事實上，

<青蛇》本身是一個“現代化"了的愛

有關的結述(即那些機智語)

作者這一伏筆，明明白白就是說詐仙一-1'也出賣了素貞兩

次。第一次是庫房失銀，許仙受牽連，竟把素員送銀之事

，以解釋故事的發展，如青

白二蛇蟄伏西湖斷橋底幾百年，忽然想“做人原來是
“為了愛情"、“為了怕寂寞"

(頁 22)

又如:法海和

供了出來(那時他倆已定了情日第二次在故事結尾部

尚種力阻止素貞與詐仙一起，原因歷來有關白蛇傅故事的

分與法海和尚“水浸金山寺"一戰，素貞動了胎氣，在小

敘述皆語焉不詳，李碧莘莘F 石破天驚地給了讀者一個解

青護下逃返西湖，許仙竟又早|法海到來，結果白蛇被收，

釋:

小青一怒之下，將他刺死。日故事有意將小青素員兩蛇精

與詐仙法海兩人的行為並置，以突顯人類的劣根性。
至於有關“愛情"的描述，

<青蛇》中比比皆是:

是你(法海)妒忌吧?你一生都享受不到的，

因此見不得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這種好事，甚
至不准他們自欺。(頁 230)

“愛情是互不放過的。"

(頁 118)

“每個男人最終目的都是‘不走只看他支

撐到甚麼地步。每個女人最終目的都是男人
‘不走只看她矜持到甚麼地步。"

(頁

“愛情，不是太餓，便是太飽。不是賠壺，便

(頁 144)

更加鮮明和豐嘗了。
綜論李碧華這種重繹作品的習慣，從西方文學批評的

(Reader Response)或“接受美學" (Aesthetics of Reception)
一派的理論，即視文學作品的語言符號具有“召 P矣性結

“男人與女人，這是世間最複雜詭異的一種關

342

'有關“人性"及“愛情"的主題，

觀點來看，其實正好體現了“讀者反應"

83)

是全贏。"

重繹後的《白蛇傳>

構"一一文學作品具有意義的“不確定性"與“空白"、

係，銷魂蝕骨，不可理喻。以為脫身紅塵，誰

具有在閱讀中由讀者闡發的巨大可能性。由於每個讀者的

知仍在紅塵內掙扎。"

背景、學識、修養等都不同，因此作品往往可以有很多不

(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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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碧華的小說，明顯含有一個“香港主題..

(引申擴

而讀者又不覺牽強，反有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特別指由

大，就是論者所說的“國族認同.. )她所講的“死亡前

這一點，不是想硬套李碧華入甚麼文學批評派別，而是想

的一駒貪歡，死亡後的托生轉世正是末代香港人生活

在理論上加一點注駒，。

態度的反映，“九七大限"便是其背境。 57 除此之外，在

敘述技巧土，“邊緣地"插入香港，亦是她表達“香港主

題"的一種方法，藉著“神怪"的介入，作者很輕易使做

(四)香港主題:邊緣介入

到這一點。

李碧華的好些小說，在敘述上，都
評論李碧箏的小說，不能不將其“香港"背景納入分

析，作為考慮因素。王德成使特別指出這一點:

有意或不經意地把香港介入或牽涉其中，把香
港“邊緣地"插入本來與香港不相干的故事
。。
民J

、心

中

她(李碧華)故事今判的筆法，也間接托出香

江風月的現貌。尤其在九七‘大限，的陰影之
下，李的小說講死夭前的一吶貪歡，死夭後的

托生轉世，兀自有一般淒涼鬼氣，縈饒字裡行
間 o 55

此見於《霸王別姬》、《青蛇》及《潘金蓮之前世今生》
三部作品中<第五別姬》結尾主角二人在香港重道;
《青蛇》最後小青自言打算把她的經歷寫成書稿投寄到香

港最出名的《東方日報》去<潑金蓮之前世今生》的翠
所謂“九七大限是指香港當前正處身的一個政治氛
圍。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將重歸中國大陸管治，面對
種種不可測的政治環境和民生情況，現階段的香港人普遍

感到十分憂慮，終日活在“九七陰影"之下。王德成的分
析，正是說明“香港形勢"、“九七犬限"是論斷李碧華
這個香港作者所不可或缺的語境。事實上，這是論者公認
的。 M

344

玉蓮，被香港來的武汝大看中，才隨他嫁到香港 o
作者如此安排，自然有其用意。若細心閱讀作品，很

容易會察覺到，三部小說在邊緣介入香港之前，都提及過
“文革即主角都經歷過“文化大革命"時期。如此刻
意將九七過渡期的香港與“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大陸

並置，作品的寓意是明顯不過的，亦呼應了李碧華小說中
一貫的“香港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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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神怪的神秘、不可測性，營造詭異和懸疑氣氛，

了“神怪"而遠至的，換句話說，神怪在這種，發揮了一

乃最普遍的做法;李碧華對此情有獨鍾，優而為之，更藉

個中介作用，使香港可以邊緣介入故事中。例如《港金蓮

以成功地為自己的作品建立鮮明風格，自成一家。

之前世今生》的潘金蓮，要被安排投胎到六十年代的中國

借古諷今，常見的作品主題。先說一些古事，再說一

大陸，才有機會經歷文革，再到香港<青蛇》的小青如

些今事(或倒過來)

非精怪，更不可能由唐代活到宋代，活到明:青，再活到文

活百世、親歷變遷，由其道出筒中感受，自是更具資格，

革，繼而將自己的故事寫下投寄至IJ 香港的報館 o

感染力亦強。

.並置對比，優劣便顯。“神怪"能

看似簡單的“邊緣介入"敘述，深入分析，才知“神

重緣故事，是李碧華明顯的創作特點。利用“輪迫再

怪"在此發揮了重要作用。若不運用點技巧，總不成每部

生重繹“港金蓮"的故事;通過青蛇的眼界，揭露了

小說都像《霸王別姬》般，委主角們老來都在香港相遇

一個傳奇的“真相這是李碧華反客為主，為配合作品

口已 。

主題而擺脫了傳統處理“神怪"的手法之一種。
以神怪作為中介物，連接大陸和香港，從而帶引出

“香港主題可能是順手拈來，亦可說是神來之筆。那
是在空間考慮上，引入“神怪是另一種突破傳統處理

結語

“神怪"之做法。
“神怪敘述模式"本身並非甚麼獨特的敘述技巧，根

據定袋，但凡作品以“神怪..作為主要角色開展情節，都
屬“神怪敘述模式"故事。常見這類作品，為著發揮神怪

的“超自然"特性(上天下地、神出鬼沒、法力無邊
等)

.往往被局限了構思，只能發展成為“妖精打架"、

不必奇怪何以李碧華能在如此多方面都可用得到“神
怪那是由於神怪始終是一種“不確定..的東西，可塑

性極高，變化十分大，其本質可以引發很多可能性，因此
只要花點心思，不少作品主題，其實都可經由“神怪敘述
模式..故事表達。

“天師驅魔"、“恐怖驚慄..一類的敘述，走不出這個框
框。至於李碧華，稍有不同的是，她會從原有基礎上，進

指導老師:許子東博士

一步多方面利用神怪的特性，配合自己的作品，有效地帶
出主題或表現某種效果。

346

347

《考功集》二輯

論李碧華小說“神怪敘述模式"的效果與作用

詮釋

三聯書店有限公司. 1996年)

如林文淇<戲、歷史、人生
《戲夢人生》中的國族認同>
265 期(1 994年 6 月)

G寶玉別姬》與

• <中外文學}

王同億主編譯<英漢辭海}

.總

Chinese Word-Ocean Dictionary)
版社. 1988 年)

.頁 139-156 ;李小良穩

定與不定一一李碧華三部小說中的文化認府與性別
意識>

•

<現代中文文學評論}

12 月)

.頁 101-111 等。更多有關李碧摹小說改編

“神怪"。然而不論是“神怪還是“超自然
物其實只是一個“空概念因為這類東西是

否確實存在，還沒有科學定論。本文僅是將之作為

“她(李碧華)的雜文文字拯精錄，內容我個人以

李:埠雄<名字的故事一一李碧華《胸脂扣》文本

(見黃

分析〉﹒栽陳炳良編<香港文學探賞}

[香港: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

.....

舞劇。其中《霸王別姬》和《青蛇》在改編為電影

電影《窮王別姬》導演陳

的同時，作者將小說進行修訂重寫，再次出版，因

•

<今天}

此都有著新舊兩個版本。

(見焦雄屏<中國導演“後五

10

代"的變為> . <影響電影雜誌}.第 32 期[1 992

年)

易名《破戒}

• <今

(初版於 1993 年到了改編為電影

註明是“誘僧長篇版本..於封面。因此李碧華有兩

本小說名字同為《誘僧}

(繁體字縮印本)

(The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unabrid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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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於 1991 年，後來作者將之改寫成長篇，

時，又將《破戒》復名《誘僧》重新出版，並特加

.總 21 期，頁 163 。

陸谷孫、主編<英漢大詞典}

《誘僧} fÑ，、為一個短篇，收錄在短篇結集《誘

僧}

.頁 11 1)等。

王德成<世紀末的中文小說:預言四則>
天}

.頁 296 。

李碧華的長篇小說，全都被改編過為電視、電影或

(見王德成<世紀末

凱歌:“我一直認為李碧箏的小說單薄.....她的語
言也有問題

(香港:

.總 21 期

的中文小說:預言四則>

.頁 163)

三聯書店有限公司. 1991 年)

王德成:“李(碧華)

的文字單薄，原無足觀........

[1993 年)

一個概念去應用。

.....愈趨概念

化，作品尤其雜文的綺麗風格由堆砌而成。..

.頁 100)

.頁 5287 。

但此譯過於籠統，不夠具體，故本文將之意譯為

論是f 一般對李碧箏的文字評價不高，如黃碧雲:

司. 1987年)

(;l七京:國防工業出

“ Supernatural" 一般字典都直譯作“起自然物 ..

電影的研究文章，也是從這幾方面著手。

碧雲:<揚眉女子}

(下) (The English-

同上。

.第 4期(1 995 年

為是淺薄的，不外是寫點假哲學，

.頁 1891 。

(香港:

11

.一長篇一短篇結集。

這樣的區分並不嚴謹，只為配合本文的論述，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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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作品跨類的情況。

口

日

1985 年)

故本文將以此中包含的其中三部小說(

<.胸脂

17

殺、他殺、誤殺

述焦點。

不放生，只道她生死是個謎。"見李碧華<.變卦

以《胸脂扣》為例，馮倖才指出很明顯是參考了

外，還看了很多三\四十年代的書刊(如《花
影》、《骨子報》、《掌故> )

﹒落了兩手血>

年)
18

、圖片，甚至衣

服、食物等都有考究(見馮偉才<“有些殘餘的

19

《讀書人》﹒第 8期(1 987年 12 月)

.頁 6)

20

《滿州國妖艷-一一川島芳子》文末所列出的參考文

島芳子>

(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1993 年)

頁 313-315)

禮)

9

代的重構..

以外>

(見周蕾<愛情信物)

•

<.寫在家國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5 年〕

﹒頁

見李碧華<.潘金蓮之前世今生>
書有限公司. 1989年)

350

李碧華<.鏡花》
.頁 59

李碧華<.色相>

(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0

李碧華<.青紅皂白>

24

.頁 184 。

李碧華<.幽會>

1991 年)

(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

(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頁 10 。

李碧華<.恨也需要動用感情>
有限公司. 1993 年)

(香港:夭地圖書

.頁 26 。

“你(李碧華)的小說牙切雜文，總讓人感到一種詭
異的風格，神秘氣息很重見馮偉才<“有

51 。

16

23

.頁

0 周蕾甚至說《胸脂扣》可看作是“某個歷史時

(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頁 120 。

司. 1989 年)

• <.香港文學》﹒第 59 期(1 989年 11 月)

(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同上，買 146 。
22

淆亞歐<第一個高度一一八十年代香港小說巡

1991

.頁 33 。

李碧華<.白髮》

1988 年)

獻，更多達 31 項(見李碧華<.滿州國妖蛇一一川

(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李碧華<.江湖》

1989年)

。另外

﹒。難得有一個主角不死，卻又

.頁 208 。

1991 年)

記憶在我身上抹不去一一專訪李碧華〉

15

“真的沒有一個作品沒殺逼人:不是自殺，便是謀

才。》、《濤金蓮之前世今生》和《青蛇> )作為論

《塘西花月痕》一書，李碧華亦承認除《塘》書

14

.頁 20 。

(香港:天地圖

.頁 1-2 。

(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些殘餘的記憶在我身上抹不去一一專訪李碧

華>

• <.讀書人>

.第 8 期，頁 6 。

胡同 1 岳，頁 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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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張時史娜個體戶李碧華>

'新加坡《聯合平

報:>

， 1992 年 11 月 22 日，轉 ~I m 李碧華<胸脂

扣:>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3 年)

來證明自己，才覺重要。......實際情形是這樣的:

，頁 134-

人在，證件不在，反不如人不在而證件在了。"
37

135 。
28

世紙怎麼辦呢?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一旦要用

陳也(3 0 。角下的李碧華>

'

<讀書人:>

'第 8

“故事的起承轉合、才子佳人式的迷人戀情、對女
性命中諒定的情感包袱，以至令人哀傷的故事結

期，頁 12 。

局，在在都教人想起二十世紀初鴛鴦蝴蝶派小說的

29

同日，頁 4 。

典型特色。"見用著<愛情信物>

3。

此處“再世輪迪"包含了兩個概念:再世和輪迪。

以外》﹒頁 47 ;廖炳惠:“這個故事(

31

32

生》中的翠玉蓮:“再世"則指曾經在人世間活

子哥兒把錢花到一個妓女身上，後來傾家蕩產，後

動，之後蟄伏，過了一段時間再出吐，如《秦俑》

來她又給他錢，他去考狀元，後來卻去當騎馬

的蒙天放，

了。見梁秉鈞等<香港電影《阿飛正傳》和

<月因脂扣》的如花。

見李碧華<青蛇:>

(修訂版)

有限公司， 1993 年)

，頁 1 。

(香港:天地圖書

李碧華<月因脂扣:>

<今天:>

'總 17 期

(1992

。此外，殉情的情節亦教人聯想到中

《羅密歐與茱麗葉》等。

，買 982 。

(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38

同日，頁 983 。

，頁 163-164 。下文如再引錄《胸脂扣》

39

小說中，凌楚娟問袁永定敢不敢殉情，袁起初支

“連一個妓女，也比今日的少女史注重禮儀呢。"

見西西<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

吾，後來被迫不過，老實地答不敢。他的想法是:
“殉情......這是一宗很艱辛而無稽的勾當。只合該

在小說中出現。現代人有甚麼不可以解決呢? "

同樣是隱含了價值判斷。
(台北:洪範書

(頁 5 1)這一段敘述很有意思。首先，一般都認為

“愛情"的最高層次是犧牲，而“殉情"就是為愛

店有限公司， 1996年)

，頁 61-66 。

見李碧華<白開水:>

(香港:香港周刊出版有限

情犧牲的種致。對於 1愛楚娟的詢問，袁永定最初答

，頁 7 。其中寫道:“......沒有出

不上來，因為他感到十分矛盾:若果答不敢，似是

公司， 1983 年)

352

，頁 8)

'

國氏開故事《梁山伯與祝英台》、美莎士比亞名 i'J

陶然、常晶編<當代中國文學名作鑒賞辭典》

(頁 106)

31忌

《胸脂扣》座談>
年)

原文，將只在 ~I 文未列出頁數，不另立泣。

35

<胸脂

扣:> )本身就是中國的傳奇，民間小說的制版。公

1992 年)

14

<寫在家國

“輪迪"是死後投胎重生，如《渴金蓮之前世今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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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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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對凌楚娟的感情還有保留，不肯為她犧牲，這

能力，才會進一步有發明創造的能力，因此，“批

會得罪女朋友;若果說敢，卻是違背了良心，因實

判性思考"是“創造性思考"的基礎，前者是後者

際上他是不敢的，但這並不表示他不愛女朋友，而

的先決條件。(見李天命<思考方法典人生智

是基於“現代人沒有甚麼不可以解決..這一點認識

慧}

上。本來他可以為討女友歡心而假意答應，但他又

這兩者的分別有助闡明李碧華慣於重繹故事的這一

不想說謊。這種兩難的局面，在現代愛情中經常會

特點。

出現，表現在-~列的矛盾當中，如親情與愛情、

48

同 42 ，頁 94 。

友情與愛情、事業與愛情等。

49

同 27 ，頁 137 。

周著(愛情信物>

50

'

<寫在家國以外》﹒頁 48 。

尚要背負一個‘千古第一淫婦，之惡名，生生世

凌的愛情與如花十二少的並置，以收對比之效這題

世，無力平息。"見李碧華<潘金蓮之前世今

意，小說和電影是一致的。

生}

李碧華<戲弄}

文，頁數將置於引文末。

(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引

，頁 32 。

李碧華<中國男人}

司， 1993 年)

(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

，頁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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