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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遊記》、《封神演義》的成書先後，一直是學界爭論的懸案，從作者

的認定、情節的相似到贊詩的雷同等等，不斷有新的看法提出，卻也不斷將

問題複雜化。在相互顛覆、矛盾的研究成果中，哪吒的出生與二郎神收伏孫

悟空∕袁洪的情節是二書先後研究中極受關注的焦點，例如：徐朔方認為，《西

遊記》第八十三回說到李哪吒「割肉還母，剔骨還父」，和《五燈會元》：「哪

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本身」、湯顯祖所作〈重得亡蘧訃〉第二

十首詩句：「我兒偏愛說哪吒，拆肉還娘骨付爺。」等是同一個系統，而《封

神演義》裡只寫「我今日剖腹剜腸剔骨肉還於父母」，未將骨、肉分寫，再加

上《封神演義》中哪吒出生故事較《西遊記》的精采，是《封神演義》遲於

《西遊記》的證明。但徐朔方認為也有相反的現象，如哪吒故事在《西遊記》

裡發展成哪吒和紅孩兒（善才童子），是《西遊記》獨有的故事。有趣的是，

《封神演義》第七十一回描寫火靈聖母的贊詞和《西遊記》第四十一回描寫

紅孩兒的贊詞雷同。若從這一個跡象來看，似乎《西遊記》又晚於《封神演

義》。1柳存仁則認為從哪吒出生故事來看，《西遊記》是以《封神演義》為藍

本節略敘述。2而劉蔭柏認為《封神演義》李哪吒出生是《西遊記》第八十三

回的放大或詳解；楊戩大戰袁洪是《西遊記》二郎神大戰孫悟空的改寫。3

蕭兵持相類似的看法，認為楊戩與袁洪的化身鬥法是二郎神大戰孫悟空的「簡

化」和拙劣的「摹本」。 4然論者對於這個問題仍將其視為文本在發展過程中

相互滲透發展的結果，無論節略或是擴張，在某個程度上來說是作者採取的

敘述手法所致。大致而言，二郎神收伏水怪的故事原型為二書作者所本，各

自依所需發展成現見的文本狀態。故此章擬從文本角色寫定的狀態，觀察不

同文本中的形象變化，以做為孫悟空與李哪吒在兒童神形象上的延伸。 

 
第一節、兒童形象的分寫：《西遊記》裡的李哪吒與紅孩兒  
 
   在《西遊記》中，李哪吒不似《封神演義》裡威風神氣，連他駭人聽聞

的出生，也在作者嘻笑怒罵的情節安排中，被貶成一個幾近「小丑」的角色，

這樣「去神聖化」的安排設定，傳達《西遊記》作者怎樣的思維，又對哪吒

                                                 
1 見徐朔方著：《小說考信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年 10月），頁 356-358。 
2 見柳存仁著：〈毗沙門天王父子與中國小說之關係〉，《和風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1 年 10月），頁 1089。 
3 見劉蔭柏著：《西遊記發微》（台北：文津出版社，1995 年 9月），頁 164。 
4 見蕭兵著：《太陽英雄神話的奇蹟︰治水英雄故事》（台北：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
年 7月），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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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神」形象有怎樣的影響，是此節所要處理的問題。另外，《西遊記》裡

的紅孩兒到了清朝已和哪吒互相混淆，而細讀《西遊記》文本，紅孩兒這一

角色的設定，實和唐三藏、孫悟空所代表的「心」有更密切的關係，基於這

些論點，紅孩兒形象所反映出的兒童神意義極具重要性，故此擬針對李哪吒

與紅孩兒做細部爬梳與討論。 

 
ㄧ、李哪吒：天道的捍衛者 

 
《西遊記》裡的哪吒有一個特殊的出場：話說玉帝面對孫悟空大鬧天宮

的挑釁打算採取武力鎮壓，正為該派哪些神祇來執行天威而煩惱，這時殿下

的李靖與哪吒主動越班上告願替天行道，於是玉帝便命李靖為降魔大元帥、

哪吒為三壇海會大神，即刻興師捉拿孫悟空。這對父子率領三軍，以巨靈神

為先鋒，魚肚將掠後，藥叉將催兵，浩浩蕩蕩來到花果山前，擺出陣勢。首

戰巨靈神叫陣，被孫悟空劈頭一棒，敗陣下來，於是哪吒緊接登場迎戰。哪

吒來到水簾洞外，敘事者隨即以一首詩描述哪吒的神威： 

 
  總角才遮顖，披毛未蓋肩。神奇多敏悟，骨秀更清妍。誠為天上麒麟

子，果是煙霞彩鳳仙。龍種自然非俗相，妙齡端不類塵凡。身帶六般

神器械，飛騰變化廣無邊。今受玉皇金口詔，勅封海會號三壇。（44） 

 
這一首贊詩並非一開始就跟隨哪吒的登場而出現，所以剛開始哪吒的形

象很模糊，直到奉旨抓拿孫悟空，才由孫悟空的角度看出哪吒的形態。然而，

這一首贊詩除了大致形容李哪吒「總角」的兒童形貌外，對於他的特異卻只

以簡單的「骨秀」、「清妍」、「麒麟子」、「彩鳳仙」及「龍種」帶過，至於他

的裝扮、武器、確切的兒童形象卻未提及，這樣的做法顯然有異於民間對於

李哪吒的熟悉。一般對於新出場且頗具民間知名度的角色，都會在隨人物出

場的詩贊中約略提及此一角色眾所皆知的出生故事以及全身上下的打扮裝

飾，如灌口二郎神應詔抓拿孫悟空，一出場就有詩贊寫他俊秀的樣貌、特殊

的服飾以及劈山救母的事蹟。（64-65）而在李哪吒的出場上，迷人的出生故

事隻字未提，只見他自報名姓，一如巨靈神登場，訴說自己是托塔天王李靖

之下，奉玉帝之旨來捉拿妖孽，回末交代了哪吒成了孫悟空的手下敗將。 

 
在研究天王信仰的成果中，大致都將托塔天王李靖和毗沙門天做了聯結

5，顯示托塔天王的出現雖然在《西遊記》、《封神演義》裡二書的作者都將其

                                                 
5 李靖與毗沙門天相結合的確切時間很難確定，見柳存仁著：〈毗沙門天王父子與中國小說

之關係〉，《和風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年 10月），頁 1047；二階堂．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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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毗沙門天做刻意的區隔，但實質上卻是同一個神衹。6作者刻意的區分使角

色與神性混淆，兩文本中設定的毘沙門天不是角色形象模糊便是屬於反派的

角色，反而毗沙門天正向的護法護國形象卻緊密地與托塔李天王結合。毗沙

門天被塑造成護法護國的神衹，大致是在唐朝武則天時，而興盛於唐玄宗時

不空和尚的闡揚，到唐獻宗元和年間更成為軍隊的守謢神，極受唐人的尊敬。
7毗沙門天∕托塔李天王在這樣的民間信仰結合下，「護法」→「護國」→「護

軍」，儼然為天道∕君權的守護者。李天王三子李哪吒在《西遊記》裡的首次

登場便表現出一般孩童與人爭執時自報父兄名姓來壯大聲勢的趣味，卻也相

對凸顯做為三壇海會大神，李哪吒與李靖是整個天道∕父權的具體「神」化，

天道的展現，是由天帝而李靖，李靖而李哪吒，並以巨靈神做先鋒的。 

 
父權這一「巨靈」在這段孫悟空大鬧天宮的情節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意

象，所以每一次的天庭大戰，都必須有李靖父子的參與，縱使早知道這一大

隊人馬根本無法動搖孫悟空一根寒毛，也要大費周章的調兵遣將，壯大排場。

綜觀李哪吒在兩次大戰中的形象，父權宰制的代言根本不堪一擊，李靖一再

束手旁觀，任憑兒子哪吒大顯神通，而哪吒本身則為了求勝不惜丫丫叉叉的

變成三頭六臂，降魔武器盡出，卻兵敗如山倒，十足的小兒遊戲。因此，天

威不過是裝飾得漂亮、樣子嚇人的「玩具」，遇到真正的危機卻只能拿來排列

展示，嚇得了人則已，嚇不了人就只好耍著玩玩，安慰一下自己被欺侮的不

平衡。 8

 
然而《西遊記》的作者並非不清楚李哪吒的特殊出身，李哪吒的身世，

作者以幾句描述，將它安插在第八十三回〈心猿識得丹頭  姹女還歸本性〉

中。可見作者刻意避開將這一出生安排在人物第一次出場時展現，可能原因

除了「去其重複性」的考量之外，從整個情節來說，姹女——地湧夫人是自

第八十回就變裝登場的角色，這個角色的塑造主要是為詮釋「色」的議題，

然而在唐僧師徒的關係上，先有孫悟空說：「師父說那裡話！常言道：『一日

為師，終身為父。』我等與你做徒弟，就是兒子一般。又說道：『養兒不用阿

金溺銀，只是見景生情便好。』⋯⋯」（978），再有沙悟淨因丟失了師父，口

                                                                                                                                            
弘著：〈哪吒太子考〉，《1996 年佛學研究論文集：當代台灣的社會與宗教》（台北：佛光出

版社，1996 年 8月），頁 304。 
6在《西遊記》裡，托塔天王有別於四大天王，所以出現「五個天王」的說法；《封神演義》

裡托塔李天王和魔家四將（後封為四天王）則是敵對的兩方。 
7 見蕭登福著：〈哪吒溯源〉，《第一屆哪吒學術研討會論文集》（高雄：國立中山大學清代

學術研究中心，2003 年 3月），頁 2-17。 
8 《西遊記》裡常見戲謔的打鬥，孫悟空常將打鬥看成「買賣上門」、「耍子」，打鬥前總不

忘挑釁說「你外公」、「你孫外公」、「你孫爺爺」，貶低對方在親屬關係的層面，和暗示對他

人母性血統的侵犯，然後便「跳跳舞舞」的打鬥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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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聲聲說「兄長」，甚至連「打虎還得親兄弟，上陣須教父子兵」的諺語都搬

了出來（986），足見另線闡發的是「父與子」的問題。 

 
第八十三回唐三藏被地湧夫人劫去，孫悟空找得老半天才從「尊父李天

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位」的「大金字牌」中尋到相關線索。原來金鼻白

毛老鼠精為報不殺之恩，認真的將本是來收降她的李靖父子供奉了起來，並

認以為父兄。而另一方面，孫悟空也用盡了各種神通拯救視如己父的唐僧。

至此「牌位」、「認親」、「尋師」，再加上李哪吒的「弒父」故事，凸顯「父∕

兄」所衍伸的各種關係。這裡，《西遊記》作者以李靖忘記帶塔而害怕哪吒的

舉動，帶出哪吒的驚人身世，這樣的安排讓我們從敘事者的語氣中明顯的感

覺到揶揄。孫悟空為屢不聽勸的師父赴湯蹈火，以及為尊敬李靖父子而慎重

其事立牌侍奉的地湧夫人，在李哪吒的出生「神話」中被放大關注了。作者

對於父權的強制力產生質疑——一是李靖身為父親卻將兒子趕盡殺絕，使得

再生後的哪吒怒而弒父；二是三藏不聽孫悟空的苦口勸告導致招來姹女的劫

持；三是金鼻白毛老鼠精以精怪之身成了托塔天王的「乾女兒」。這些奇怪的

「父子」關係，難怪李靖非得自塔座上取握黃金寶塔才能安心面對哪吒，這

個有舍利子的玲瓏寶塔成了象徵性十足的物件。 

 
陰陽結合與父子人倫兩個主題在同一個故事情節中進行，「性」的結合

雖然是天地萬物生生不息的基本道理，卻是佛家修行避之唯恐不及的。唐僧

的肉身來自父母的交媾，但元陽未洩卻變成唐僧災難的來源之一，女妖覬覦

雙配、男妖貪食肉身，在唐僧來說，「佛祖之徒」的冠冕下，那幾世元陽未洩

的修行附著於父母交媾的肉身，是一切苦難磨練的來源——姑不論對於「陰

陽雙修」的質疑，放到現實人生來談，人類的繁衍離不開「性」，佛教卻不得

不避「性」。「性」與「不性」，這裡不得不開出另一種社會結構的可能，即「非

血緣」關係的身分架設，試圖將「父子」人倫的關係藉此得以延續發展，並

不與「國家、君臣」這一大體制脫離，所以在這一大段故事中，安排唐僧（父）

夜宿鎮海寺因病思君，手書一信要孫悟空（子）代傳的情節（979）：唐僧為
太宗的「御弟」，又是「君臣∕父子」關係（他們二人的關係是在太宗還願、

佛祖要人西行取經以普渡眾生而建立），「父權」關係從非血緣關係建立到李

靖哪吒的血緣相殘，有血緣的李靖父子就算相互仇視，可以在「認佛做父」

的大塔壓制下恢復人倫秩序；沒有血緣關係的唐僧師徒也是在「觀音∕佛祖

∕天道」的「勸說」（實是壓制）下，經過一番磨難「正式修成」情同「父子」

的師徒關係；而妖精如地湧夫人更可以借偷食佛界香燭，並在「佛祖的認同」

下，成為托塔李天王的「義女」，就連太白金星對地湧夫人的作亂也不得不勸

托塔天王說：「⋯⋯若論你令郎講起來，雖是恩女，不是親女，卻也晚親義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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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拘怎生折辨，你也有個罪名。」（1008）意即哪怕真是有血緣關係的二人產
生相互殘殺背反的情形，抑或無血緣關係的情節設計，在通過「佛」與「天

道」的「加持」下，認「佛」為父，所有的「歪斜」都將成為「穩定的平衡」。 

 
托塔天王不論在《西遊記》或是《封神演義》，不但是「天道∕父權」

的象徵，同時又是個害怕「冒犯天聽」的形象，哪吒闖禍也好，地湧夫人為

非作歹也罷，李靖似乎都不願罪名及身，落個管教不力的羞名，所以他寧可

息事寧人，連放下尊嚴陪笑請罪的事也不忌諱——「父權」的意義為何，在

此受到衝擊。回到故事情節來審視，這一回孫悟空因半截菩薩（即地湧夫人）

向李靖興師問罪，李靖先是看到金星捧著旨意，即命焚香，但一看到孫悟空

跟來，便又轉臉作怒。這裡敘事者解釋李靖發怒的原因是當年孫悟空大鬧天

宮，李靖和哪吒奉命擒拿孫悟空卻屢戰不勝，所以仇隙在心。（1005）問題是
早在五十一回為收金兜山的牛怪，李靖父子早就和孫悟空有所合作

（619-641），當次李靖和孫悟空合作愉快，不見有什麼因為五百年的陳年舊

事而心存芥蒂，怎麼到了八十三回，反倒計較起來？可見大鬧天宮之事在第

八十三回有提及的必要，所以連太白金星為李靖向孫悟空求情，套的也是五

百年前「關說官職」的交情。大鬧天宮處理的是社會化自我主體確認的問題，

整個社會體制的形成是男性所建構，孫悟空必須向已先前存在的男性霸權（即

「父親」）靠攏，才能在社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得以立足，而玉帝授權的李

靖父子又是典型的「天道∕父權」幾近「根深柢固、眾所公認」的象徵，所

以這些人物和這些情節在這一階段被綰合在一起。不過親情、父權這一根本

問題，作者卻也只是點到為止的「以玩笑詰問」（李靖急於托塔），但箇中的

辯證曲折卻未明言以示（因為這本不是可以簡單釐清割裂的），只是任憑故事

流暢的向下衍繹。 

 
不同於《封神演義》花了兩章的篇幅敘述李哪吒的出生，李哪吒的駭人

出生在《西遊記》裡缺乏了張力。為何這樣一個精采的故事作者只是輕筆帶

過，不做任何大篇幅衍伸或變造改述？其實若以神話、傳說的流變改動來看，

《西遊記》裡的哪吒故事，雖然剔肉析骨、蓮花化身、追殺父親及以黃金寶

塔鎮壓的基本情節不變，但無《封神演義》的太乙托生、肉球化現、箭殺石

磯童子之事；而另有哪吒左右手自名其名、佛祖以蓮花做新肉身、降服九十

六洞妖魔以及藉黃金寶塔認佛為父以釋解父子冤仇的安排。放在故事脈絡

中，李哪吒在《西遊記》裡只是一個陪襯的角色，所以出生傳奇無須擴寫，（甚

至對照《封神演義》裡的哪吒出身來看，《西遊記》裡的哪吒出身反而是一種

刻意將眾所熟知的故事縮寫的結果）以免掩去主角孫悟空的傳奇性。再者，

第四回即已出現的李哪吒，並未有出生故事的敘事，而刻意被延遲到第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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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才被以玩笑的方式提及，更凸顯了第八十三回是為了處理「父子」（包括

君臣、師徒、義父子等）問題。 

 
愛瑪‧卡法勒諾斯認為，訊息被敘事者延遲說出，便造成了訊息的「延

宕」或「擱置」，若終究敘事者在敘事完結時都未將擱置的訊息說出，訊息便

被「壓制」下來。對讀者來說，隨著閱讀的展開，對一件事的了解能有多少，

端賴敘事者的知情程度，以及敘事者說了多少。因為讀者對於事件的了解與

闡述都是以當下能掌握的訊息為基礎，所以被遺失的訊息起著非常重要的作

用。如果一件已經發生的信息被延宕或壓制，而此信息對於事件來說至關重

要，那麼從已知事件看到的因果關係必定與得到遺失信息下的情況所能了解

的因果關係不同。不過，被擱置的訊息一旦被說出，讀者只要將這一訊息在

腦海中置入事件，並按時間順序組合故事，以前遺失的東西便會被包括進去，

對於事件也會有不同於之前的理解。9也就是說，《西遊記》作者將李哪吒的

出生延宕到第八十三回才說出，凸顯了該回所欲處理的主題（關於忠孝的問

題），而這一個刻意被延宕的訊息也反過來證明敘事者並非對哪吒的出生奇事

不知情，是作者特意將這一訊息延後釋出，以達到作者所欲造成的效果或主

題凸顯，正表示了作者將李靖父子的特殊關係看成一個意有所指的符號：亦

即這一組人物是傳統父權的象徵（包括曖昧不明的父子矛盾情結）。 

 
二、 紅孩兒：妖魔化的兒童 

 

    在《西遊記》裡，紅孩兒和哪吒雖然都是兒童形象，但在豬八戒與孫悟

空眼中，紅孩兒長得比哪吒富胎，一副白胖娃娃的樣子： 

 

面如傅粉三分白，唇若塗朱一表才。鬢挽青雲欺靛染，眉分新月似刀

裁。戰裙巧繡盤龍鳳，形比哪吒更富胎。雙手綽鎗威凜冽，祥光護體

出門來。哏聲響若春雷吼，暴眼明如掣電乖。要識此魔真姓氏，名揚

千古喚紅孩。（492） 

 

面白唇紅青雲鬢，是作者所創造的紅孩兒，不同於紅孩兒的哪吒，在紅孩兒

出場之前，除了「總角」、「骨秀」、「清妍」之外，顯現出的形象以三頭六臂

武器丫叉的佛教「惡相」為主。但在紅孩兒出現之後，哪吒的外形有了更為

仔細明確的敘述： 

                                                 
9 參見愛瑪‧卡法勒諾斯著：〈似知未知——敘事裡的信息延宕和壓制的認識論效果〉，收

錄於戴衛‧赫爾曼（David Herman）主編，馬海良譯：《新敘事學》Narratologies（北京：

北京大學出版社，2002 年 5月），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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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面嬌容如滿月，朱唇方口露銀牙。眼光掣電睛珠暴，額闊凝霞髮

髻髽。繡帶舞風飛彩焰，錦袍映日放金花。環縧灼灼攀心鏡，寶甲輝

輝襯戰靴。身小聲洪多壯麗，三天護教惡哪吒。（620） 

 

從敘事的先後安排來說，在《西遊記》中哪吒的形象在紅孩兒出現之後，長

相身形到穿著，變得更為確實，這可能是為了區別二人的形象，所以作者藉

由獨角兕大王的視角在哪吒形象的描述上，做了一個細膩的劃分。基本上紅

孩兒除了身材福態，上身赤膊下身繫戰袍打赤腳，其實在長相的特點上和哪

吒差別不大，一樣脣紅齒白，有雙懾人的大眼。 

 

    以武器來說，紅孩兒耍的是火尖鎗，他的三昧真火必須踏在五行車上才

得以施展；而穿著整齊甲冑與戰靴的哪吒有六種武器，分別是砍妖劍、斬妖

刀、縛妖索、降魔杵、繡毬、火輪兒。從法術的使用來看，紅孩兒飛行時呈

火氣∕紅雲的狀態（481），擅長使的是火，而哪吒雖有火輪兒，且「火輪掣

電烘烘艷」（45），是六種攻擊武器之一，卻不被當成是火類的攻擊術，否則

在孫悟空計收牛怪時，想藉無形的水火之力，孫悟空不因為哪吒的火輪被收

而有所警惕，仍然找了火德星君來幫忙（621），足見哪吒在《西遊記》裡並

不強調具有御火的能力，「火輪掣電烘烘艷」反倒成了一種聲光效果極佳，僅

作為恫嚇之用的武器。 

 

    從以上的形象來看，在《西遊記》裡紅孩兒和哪吒的整體形象差別還是

存在的，不過在紅孩兒被觀音收伏的情節中，卻又有向哪吒故事靠攏的現象：

紅孩兒被天罡刀所化的蓮座所制，我們看到類似「蓮花轉化」與「父權壓制」

的情節。天罡刀是觀音派惠岸（俗名木叉）向父親托塔天王李靖借來的寶貝，

紅孩兒坐在天罡刀化成的蓮座上，先是木叉用降魔杵打紅孩兒，使得紅孩兒

皮開肉綻，血注成汪，再是觀音唸咒將天罡刀變成倒鉤，紅孩兒才因利刃穿

身進退不得，致使他不得不棄械投降。不過整個降收的儀式並未因此結束，

觀音最後還用剃刀將紅孩兒剃作「一個太山壓頂，與他留下三個頂搭，挽起

三個窩角揪兒」，並命名為「善財童子」，才完成整個「磨頂受戒」的程序。（515） 

 

    紅孩兒並非李哪吒，但這裡的降服過程卻借重托塔天王這個父權代表的

天罡刀，還由李靖之子——木叉（惠岸）來完成「棒打」。在《西遊記》第六

回中，觀音菩薩聽了玉帝訴說孫悟空的暴行之後，即命惠岸到花果山打探軍

情。作者花了一些筆墨描寫惠岸見到父親李靖立即跪頭行拜、告知由來的情

節（61），同樣相類似的情形也出現在收伏紅孩兒時（第四十二回）。觀音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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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岸向李靖借天罡刀，惠岸到了南天門，見李靖立即下拜借出三十六把天罡

刀，還請弟弟哪吒回去多拜上母親，只因自己事情緊急無法請安，但也許下

了下回還刀時必定親自到母親面前磕頭的承諾。這些細節，與整個收妖過程

無關，但作者卻花了一定的筆墨不厭其煩的描述。尤其是收伏紅孩兒時，觀

音菩薩神通廣大，座下就有五色寶蓮台，孫悟空笑她省使儉用，捨不得坐自

己的蓮台，還要向李靖借。（512）問題是，菩薩法力高強，卻特地向別人借

寶收妖，還什麼神的什麼寶不借，一定要惠岸去向他的父親李靖借，借的又

是在《西遊記》之前李靖出場都未曾使用也未曾出現過的「天罡刀」。因此我

們就必須注意為什麼是李靖有天罡刀？而且菩薩將天罡刀化作自己已有的蓮

座，作者還透過孫悟空的揶揄來強調這一個突兀。回末，觀音特別介紹了用

來收紅孩兒的「金箍兒」，是佛祖賜給她往東土尋取經人的三個箍兒之一，之

前一個緊箍兒在孫悟空頭上，另一個禁箍兒則收了守山大神。（516）將天罡
刀與金箍兒擺在一起看，這兩個收紅孩兒的法器，都代表著男性社會設立的

規範，女性觀音的大慈大悲，收伏紅孩兒時，還是藉了男性威權禁制（李靖

的天罡刀、佛祖的金箍兒）才有了壓鎮、歸正的效果（也就是向父親靠攏），

若從佛祖、李靖的角度來看，母性的觀音縱使慈悲為懷，但對於頑劣份子仍

必須透過較激烈的禁制（緊箍兒、金箍兒作用起來都會令被作用者疼痛得無

以附加，天罡刀更是刀穿過兩腿，血注成汪，甚至變成倒鬚鉤，皮肉被刺得

綻開也無法脫褪），成為父權（李靖、佛祖）的執行者。 

 
故在觀音∕神佛的注視下，實行「父權」的教化儀式，這裡看到佛、儒、

道（托塔天王在《西遊記》裡屬玉帝轄下，是道教神）的結合，紅孩兒在「蓮

花」上以血肉獻祭，在觀音的剃度下，去妖性（死亡）成佛性（善財童子）。

我們在這裡看到和李哪吒很相似的重生情節，甚至哪吒蓮花化身後的反弒父

親，紅孩兒也在天罡刀褪去之時，望觀音劈臉刺去——當時佛祖賜金塔鎮壓

哪吒，如今在這裡觀音也以佛祖賜的「金箍兒」壓伏紅孩兒，成為一個認「佛」

為父的角色，可見兩人的雷同情節不能說只是湊巧。
10徐朔方甚至認為，哪

吒故事藉由紅孩兒故事，由道家身分重新歸回佛家，是一種「反祖」現象。
11

 

                                                 
10 鄭明娳、李連生注意到紅孩兒故事和鬼子母故事的關係，鬼子母後來甚至神化成為送子

觀音，或妖化成羅剎女（鐵扇公主）。見鄭明娳著：《西遊記探源》（上、下）（台北：文開

出版社，1982 年 9月），頁 90-65。李連生著：〈西遊記、鬼子母與九子母〉，《中國典籍與

文化》2002 年第四期，頁 33-40。《西遊記》作者將善才童子拜觀音與鬼子母故事結合，成
為紅孩兒故事，因此這裡觀音的角色應該是受童子拜觀音裡的觀音以及鬼子母故事中的鬼

子母（或佛祖）變形所影響，而這二故事的背後都是共同以一龐大力量「佛祖」為依歸（善

才童子為求佛拜佛而拜觀音，鬼子母是被佛祖所皈化）。 
11 見徐朔方著：《小說考信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年 10月），頁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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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孩兒這個角色的出場，從一團紅雲∕火氣的形象變成身上無衣，麻繩

捆去手足，高吊在松樹梢頭的七歲頑童。《西遊記》第四十回〈嬰兒戲化禪心

亂  猿馬刀歸木母空〉說到，早在數年前，紅孩兒得知吃唐僧肉可以延年益

壽，所以特地在山間等候，打算強取唐僧，卻見唐僧有三個徒弟護衛，在不

知厲害角色是誰的情況下，他「以心問心」，得了個「以善迷他⋯⋯。但哄得

他心迷惑，待我在善內生機，斷然拿了。且下去戲他一戲」的辦法。（481）

可知以善迷心，善內生機，是紅孩兒形象設定的本初，等於明示了唐三藏遭

遇此難是為了「善內生機」的問題。 

 

    關於善內生機的考驗，精明的孫悟空看出了端倪，屢勸唐僧不要在意救

命聲響，但唐僧在紅孩兒的再三挑弄下，還是被迷了心智，要求豬八戒救下

紅孩兒所變化的頑童，並由孫悟空馱著。至此，有詩云： 

         

      道德高隆魔障高，禪機本靜靜生妖。心君正直行中道，本母癡頑躧外

趫。意馬不言懷愛慾，黃婆無語自憂焦。客邪得志空歡喜，畢竟還從

正處消。（486） 

 

李安綱從詩的內容推斷，唐僧、豬八戒（木母）、龍馬（意馬）、沙悟淨（黃

婆）各有心事，唯獨只有孫悟空能「心君正直行中道」，但唐僧本身已迷，所

以自然「道德高隆魔障高，禪機本靜靜生妖」。也就是說，「紅孩兒」是「赤

子」，但這個赤子是「頑童」（即「機心」），是唐三藏生害怕心又執著於為善

所招致的災難
12，所以孫悟空背紅孩兒便是具體的「心」上有「心」、「心」

上生「妖」的情況。 

 

    從另一個角度來說，紅孩兒是牛魔王的兒子，他的名字和底細是孫悟空

棒打了土地才問出來的消息。土地說紅孩兒練就三昧真火，又叫「聖嬰大王」，

若從牛魔王就是孫悟空的關係切入，「聖嬰大王」又和孫悟空正合「嬰兒本色」

有相似意指，而三昧真火更是紅孩兒在當年孫悟空踢翻的丹火所形成的火焰

山上修練來的，因此紅孩兒相對於孫悟空正是「兒童神」的妖魔化、世俗化。

其實從紅孩兒裝成良善的受害小童來引唐僧入甕，還大膽變化成觀音以欺瞞

八戒，甚至面對觀音時擺出蠻橫無理的態度，不難發現作者利用兒童清純的

外在來彰顯可能的童性邪惡。兒童是天使也是惡魔，尤其以天真無邪的外表，

不知事態嚴重的我行我素，幾近遊戲似的破壞與傷害，這些我們都可以在紅

孩兒的身上看到，當然另外我們也看到了紅孩兒孝敬牛魔王，展露兒童對於

                                                 
12 參見李安綱著：《唐三藏的磨難》（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年 8月），頁 149-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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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孺慕之情。 

 

    《西遊記》裡紅孩兒變善才童子，加入了「童子拜觀音」的傳說趣味。

善才童子原是佛教菩薩名，《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記載善才出生時因

為種種珍寶自然湧現所以相師以此為名，善才後來得文殊菩薩的點化，一路

參拜了五十三位「善知識」，最終遇到了普賢菩薩，實現了成佛的願望，屬於

「即身成佛」的典型，而在參拜的過程中，善才受觀音的教化而示現為菩薩，

且為輔助觀音普渡眾生，所以現童子身，成為觀音左脇侍。
13因此從一路參

拜「善知識」的角度來看，善才童子頗似三藏的西天取經，正好串聯以紅孩

兒來指代三藏善心之迷。那麼通過孫悟空代表三藏的「赤子之心」，紅孩兒是

牛魔王之子，而牛魔王就是孫悟空，紅孩兒又在孫悟空造成的火燄山習得三

昧真火，並且佔山為霸，攪迷三藏的禪心，另在外型和被觀音收伏的情節上

又與哪吒頗為相似，使得孫悟空、紅孩兒和哪吒在《西遊記》中具有相對的

角色照應。 

 

可以說，藉由這樣的角色分寫，在《西遊記》裡哪吒代表天道修成的「仙

童」，紅孩兒則是鄉土化、世俗化甚至是妖魔化的「頑童」，而孫悟空相較於

這兩個極端的角色，則成為中間的成長型「兒童」。雖然哪吒也曾叛逆、弒父，

但他在《西遊記》裡扮演的是認佛為父的天道捍衛者，一如飽受教化的「小

大人」，以完全的道德規範來做為行事準則；紅孩兒則充滿野性，比之於孫悟

空，他象徵一般有父母家庭的「頑童」（而且還頗為孝順），與無父無母認師

∕佛為父的孫行者，形成對比，呈現多面向的兒童形象。且就孺慕之情來說，

故事裡孫悟空假扮牛魔王，紅孩兒不疑有他的認了孫悟空做父親，要不是孫

悟空扯什麼吃齋，紅孩兒也不至於懷疑牛魔王的真假。這段情節進行的過程

中，孫悟空似乎特別享受假扮紅孩兒父親的身分，後來還拿這段過往揶揄紅

孩兒，從孫悟空、唐三藏、牛魔王與紅孩兒在小說文本裡彼此的象徵關係來

看，一定程度表達了唐僧與孫悟空二人以師徒儀式成就擬家庭的關係，為無

血緣之「父子」，面對成家立業子息傳家的傳統壓力必須突破，但這個世俗的

家形象有些唐突，雖然父慈子孝，但身為父親的牛魔王好色，坐擁大小老婆，

夫妻感情不順，兒子本性更是剛烈刁鑽，聖與俗的對照竟是這樣的滑稽落差，

《西遊記》作者對於何謂「家」？其表現方式的居心頗令人玩味。 

  

總之，三位兒童神一字排開：哪吒滿嘴的天道迂闊，紅孩兒一味的潑撒，

孫悟空則取得「中道」，笑鬧天、地、人三間，可見作者對於兒童的形象表現

                                                 
13 見馬書田著：《中國人的神靈世界》（北京：九州出版社，2002 年 1月），頁 8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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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有其心中的標準，卻也給予兒童形象非常豐富的內涵。 

第二節、原始力量的反擊：《封神演義》裡的袁洪 
 

《封神演義》裡有一個令姜太公頭疼的猴妖，他的名字叫袁洪，是梅山

七怪的首領。學者在研究《封神演義》及《西遊記》的成書先後時，往往注

意到楊戩擒拿袁洪的情節十分類似《西遊記》裡的二郎神大戰孫悟空。 14這

樣的雷同，無論是孫悟空影響袁洪，或是袁洪影響了孫悟空，甚至袁洪、孫

悟空各自在小說中的發展，在在都可見民間猿猴傳說的重要性。以下針對袁

洪在《封神演義》裡的相關情節和《西遊記》裡孫悟空大戰楊二郎的故事做

一參照，以了解相類似的角色情節在各自文本裡所代表的可能意涵，並藉由

角色情節相仿，作為孫悟空的另一形象的延伸觀察。 

 
一、袁洪∕孫悟空：善於變化模仿的「猿猴」 
 

在《封神演義》第八十八回〈武王白魚躍龍舟〉中，袁洪的出場以一首

詩說明他的出身： 

   
  銀盔素鎧甲，纓絡大紅凝。左插狼牙箭，右懸寶劍鋒。橫擔邠鐵棍，

白馬似神行。幼長梅山下，成功古洞中。曾受陰陽訣，又得天地靈。

善能多變化，玄妙似人形。梅山稱第一，保紂滅周兵。（906） 

 
這首詩裡所提及的邠鐵棍好比金箍棒，梅山古洞好比花果山水簾洞，受陰陽

訣得天地靈好比石頭得日月精華而迸生孫悟空。孫悟空大鬧龍宮，除了得到

神珍鐵還順便討了一身鎖子黃金甲與鳳翅紫金冠（31），也類似袁洪的「銀盔

素鎧甲，纓絡大紅凝」。袁洪騎白馬，孫悟空除了是弼馬溫外，也牽了唐僧一

陣子的白馬，而且袁洪和孫悟空都善於變化。 

 
以情節來看，袁洪為首的梅山七怪從陸續出現到全部被收伏為止，總共

跨越了七回（從第八十七回到第九十三回）之長。在楊戩收怪的過程中，利

用借來的照妖鏡鎖定妖怪原形，除了豬怪敗在吞下楊戩、狗怪被哮天犬咬下

以及牛怪伏於女媧娘娘之手，其餘都是楊戩以物物相剋的方式變形收拿，所

以蛇精死於蜈蚣大剪之下，蜈蚣精死於五色雄雞利嘴，羊精則被白額斑斕虎

所克制。這樣用照妖鏡定怪，變化相剋之物以鬥法的收伏過程，也在《西遊

                                                 
14 例如劉蔭柏在《西遊記發微》裡提到，「第九十二回『楊戩哪吒收七怪』，楊戩大戰白猿

精袁洪的情景，即《西遊記》中二郎神大戰孫悟空故事之改寫。」參見劉蔭柏著：《西遊記

發微》（台北：文津出版社，1995 年 9月），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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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二郎神收孫悟空時出現，當時孫悟空、二郎神鬥法，孫悟空變麻雀，二

郎神即變雀鷹；孫悟空變大鶿老，二郎神則變大海鶴；孫悟空變游魚入澗，

二郎神化變魚鷹；孫悟空變水蛇，二郎神再變朱繡頂的灰鶴，直到孫悟空變

花鴇，二郎神才現原身以彈射花鴇。最後，走投無路的孫悟空變成二郎神的

模樣混進灌口二郎廟，還是李天王用照妖鏡往四方一照，才幫二郎神找到了

變化的孫悟空。不同的是孫悟空與楊二郎本身不斷的變化以克制對方，頗有

鬥智鬥法的趣味；而在《封神演義》裡則將不斷變化這一情節分散於梅山七

怪的怪化上，這樣的呈現方式，在角色上來說，需要處理與顧及的人物變多

了（孫悟空一角∕以袁洪為首的梅山七怪）。談風樑、陳泳超在《借神演史的

封神演義》一書裡提到： 

 
在《封神演義》中，⋯⋯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一群走馬燈似的人物，

他們像飛蛾撲火般地殺入戰團，旋即得勝或失敗，隨後就銷聲匿跡。

他們只是武器的使用者，戰爭的演示人。可以毫不誇張地說，《封神

演義》描寫的戰爭，如同群群劇戰的螞蟻，黑壓壓，密匝匝，氣勢磅

礡，傷亡慘重，可惜很少引起人們注意，更談不上留下深刻的印象。
15

 
談、陳二人說的便是《封神演義》作者刻意將人物增加，卻在角色的經營與

駕馭上缺乏可與之對等的筆力，這樣原先希望藉角色的多樣而造成作品瑰麗

絢爛的目的，反而成了單調死板的鬥法工具，產生「形式」上的「熱鬧」，實

質上卻角色性格模糊的窘態。所以《西遊記》裡十分精采的二郎神大戰孫悟

空，在《封神演義》裡雖也有楊戩收梅山七怪的情節，但精采度卻因為角色

的分化、人物的變多卻又無力經營，而變得軟弱許多。 

 
除了變形擒妖的情節，最後袁洪被楊戩擒拿的過程和孫悟空敗在楊二郎

之手的情節也十分類似： 

 
話說眾諸侯齊殺入成湯營裏，只殺得尸橫遍野，血流溝渠，哀聲慘切，

不堪聽聞。只見楊戩大戰袁洪，袁洪現出原身，起在半空，將楊戩劈

頭一棍，打得火星迸出。楊戩有七十二變，隨化一道金光，起在空中，

也照袁洪頂上一刀劈將下來。這袁洪也有八九工夫，隨刀化一道白

氣，護住其身。楊戩大喝曰：「梅山猿頭，焉敢弄術？拿住你定要剝

                                                 
15 談鳳樑、陳泳超認為，《封神演義》一書寫歷史的部分勝過寫神魔的部分，若以小說人

物來說，哪吒鬧海這一段情節中的哪吒是全書角色描寫最成功、生動的人物。參見氏著：《借

神演史的封神演義》（瀋陽：遼寧教育出版社，2000 年 12月），頁 10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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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抽筋！」袁洪大怒曰：「你有多大本領，敢將吾兄弟盡行殺害，我

與你勢不兩立！必擒你碎尸萬段，以報其恨！」他二人各使神通，變

化無窮，相生相剋，各窮其技，凡人世物件、禽獸，無不變化，盡使

其巧，俱不見上下。袁洪暗想：「此時其兵已攻破大營，料不能支，

且將他誆上梅山，入吾巢穴，使他不能舒展，那時再擒他不難。」遂

棄了大營，往梅山逃去。不表。且說眾諸侯追殺成湯敗殘人馬，殺到

天明，子牙鳴金收兵，眾諸侯各自回營。正是：諸侯鞭敲金鐙響，子

牙全勝進轅門。（946-947） 

 

不斷變形鬥法的千奇百怪與爭奇鬥艷本是小說家極為喜歡逞學的部分，然而

這裡善於七十二變化的楊戩卻和擁有「八九功夫」（也是七十二變化）的袁

洪沒有繁複的變形描述，可見作者也注意到變化的戲碼已在之前收六怪時安

插運用，所以楊戩收袁洪這一部份，相生相剋的變化鬥法反而只以略筆帶過。

因此作者不得不將重心擺在楊戩如何收服袁洪這一情節上： 

 

話說楊戩見袁洪縱祥光而去，乃棄了馬，亦縱步借土遁緊緊追趕。只

見袁洪隨變一塊怪石立在路旁。楊戩正趕，忽然不見了袁洪，即運神

光，定睛觀看，已知袁洪化為怪石；隨即變一石匠，手執鎚鑽，上前

鎚他。袁洪知他識破，便化陣清風往前去了。如此兩家各使神通，看

看趕上梅山，忽的又不見了袁洪。楊戩上得梅山，果然好景。⋯⋯ 

話說楊戩上了梅山，四面觀望一遍，忽聽得崖下一聲響，竄出千百小

猴兒，手執棍棒，齊來亂打楊戩。楊戩見眾小猢猴左右亂打，情知不

能取勝，不若脫身下山。楊戩化道金光去了。方纔轉過一坡，只聽一

派仙樂之音，滿地祥雲繚繞，又見女媧娘娘駕臨。楊戩俯伏山下，叩

首曰：「弟子楊戩不知娘娘聖駕降臨，有失迴避，望娘娘恕罪！」女

媧曰：「你雖是玉泉山金霞洞玉鼎真人門徒，善會八九變化，不能降

伏此怪。吾將此寶授你，可以收伏此惡怪也。」楊戩叩首拜謝，女媧

娘娘自回宮去了。楊戩將此寶展開看時，心中甚是歡喜，此寶乃山河

社稷圖。楊戩一一依法行之，懸於一大樹上。楊戩復上梅山，依舊找

尋原路。話說袁洪見楊戩復上梅山，乃大呼曰：「楊戩，你此來是自

送死也！」楊戩大笑曰：「你今日諒無生理！」使開刀，直取袁洪。

袁洪也使開棍劈面交還，二人大戰一會，楊戩轉身就走，袁洪隨後趕

來。楊戩下了梅山，往前又走，忽見前面一座高山，楊戩逕上了山。

袁洪隨趕上山來。不知此山乃女媧娘娘賜的山河社稷圖變化的。袁洪

趕上山來，入於圈套，再不能下山。楊戩將身一縱，下了山河社稷圖，

只見袁洪在山上左攛右跳。⋯⋯袁洪上了山河社稷圖，如四象變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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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窮之妙；思山即山，思水即水，想前即前，想後即後，袁洪不覺現

了原身。忽然見一陣香風撲鼻，異樣甜美，這猴兒爬上樹去一望，見

一株桃樹，綠葉森森，下墜一枝紅滴滴仙桃，顏色鮮潤，嬌嫩可愛。

白猿看見，不覺忻羨，遂攀枝穿葉，摘取仙桃下來，聞一聞，撲鼻馨

香，心中大喜，一口吞而食之。方纔倚松靠石而坐，未及片時，忽然

見楊戩仗劍而來，白猿欲待起身，竟不能起。不知食了此桃，將腰墜

下，早被楊戩一把抓住頭皮，用縛妖索綑住，收了山河社稷圖，望正

南謝了女媧娘娘，將白猿拎著，逕回周營而來。有詩單讚女媧授楊戩

秘法，伏梅山七怪，詩曰：「悟道投師在玉泉，秘傳九轉妙中玄。離

龍坎虎分南北，地戶天門列後先。變化無端還變化，坤乾顛倒合坤乾。

女媧秘授真奇異，任你精靈骨已穿。」（947-949） 

 

整段的收服過程中，袁洪變怪石是一個有趣的安排。為什麼袁洪什麼不變非

得變怪石？這是否和孫悟空由石卵化成有關，則有待更多的資料來進行探

討。但變怪石的袁洪，被運神光的楊戩識破，楊戩一變變成石匠劈頭就打，

逼得袁洪不得不現形逃跑，這和《西遊記》裡楊二郎直搗化作土地廟的孫悟

空有著同樣的趣味性。而被楊戩追得走投無路的袁洪，回梅山利用眾猴牽制

楊戩，在《西遊記》裡則是楊二郎率眾天將直搗花果山殺擒眾猴。值得注意

的是，《封神演義》的作者安排「以石補天」的女媧娘娘助陣抓妖。「女媧

以石補天」的傳說眾所皆知，化成怪石的袁洪和石卵所化的孫悟空，在這裡

又出現互涉的狀況。女媧娘娘借《山河社稷圖》給楊戩，楊戩藉此以詐敗的

方式引誘袁洪踏入《山河社稷圖》所化成的降妖陣，是最終能擒拿袁洪的重

要關鍵。《山河社稷圖》從字面上來看，應該和國家脫離不了關係，沒想到

卻變化成一棵桃樹，使得自大（自以為楊戩必敗而乘勝追擊）又禁不起誘惑

的袁洪吃下了桃子，終於難逃被擒拿的命運。 

山河社稷∕國家如同一棵誘人的桃樹，想擁有它的人就如同身負千斤重

擔，往往讓人被壓得無法起身，這樣的設定從整個《封神演義》的歷史基調

來看是十分合適的隱喻，而在情節安排上則和《西遊記》孫悟空大鬧西王母

蟠桃園（當時孫悟空亦自大而充滿慾望）一樣是仙桃神話的運用。最後楊戩

捉拿袁洪，用的是縛妖索，詩裡一句：「女媧秘授真奇異，任你精靈骨已穿。」

又和《西遊記》裡孫悟空被「七聖一擁按住，即將繩索綑綁，使勾刀穿了琵

琶骨，再不能變化」的下場不謀而合。（69）且看被俘的袁洪被鎮壓封神的

情形： 

 

話說楊戩擒白猿至轅門，軍政官報入中軍：「啟元帥：楊戩等令。」

子牙命：「令來。」楊戩來至中軍見子牙，曰：「弟子追趕白猿至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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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仰仗女媧娘娘秘授一術，已將白猿擒至轅門，請元帥發落。」子

牙大喜，命：「將白猿牽來見我。」少時，楊戩將白猿擁至中軍帳。

子牙觀之，見是一個白猿，乃曰：「似是此惡怪，害人無厭，情殊痛

恨。」令：「推出斬之！」眾將把白猿擁至轅門，楊戩將白猿一刀，

只見猿頭落下地來，他項上無血，有一道清氣沖出，頸子裏長出一朵

白蓮花來；只見花一放一收，又是一個猴頭。楊戩連誅數刀，一樣如

此，忙來報與子牙。子牙急出營來看，果然如此。子牙曰：「這猿猴

既能採天地之靈氣，便會煉日月之精華，故有此變化耳。這也無

難⋯⋯」忙令左右排香案於中，子牙取出一個紅葫蘆，放在香几之上，

方揭開葫蘆蓋，只見裡面昇出一道白線，光高三丈有餘。子牙打一躬：

「請寶貝現身！」須臾間，有一物現於其上，長七寸五分，有眉，有

眼，眼中射出兩道白光，將白猿釘住身形。子牙又打一躬：「請法寶

轉身！」那寶物在空中，將身轉有兩三轉，只見白猿頭已落地，鮮血

滿流，眾皆駭然。有詩讚之，詩曰：「此寶崑崙陸壓傳，秘藏玄理合

先天；誅妖殺怪無窮妙，一助周朝八百年。」（949-950） 

 

任憑楊戩如何下刀，猿頭雖落地，猿頸上卻立即長出白蓮花，一放一收之間，

又長出一個猿頭。繼哪吒藉蓮花復生之後，又一白蓮「再生」的意象。而這

顆斬不斷的猿頭、殺不死的妖孽，《西遊記》裡也有： 

 
天師啟奏道：「四大天王等眾已捉了妖猴齊天大聖了。來此聽宣。」

玉帝傳旨，即命大力鬼王與天丁等眾，押至斬妖臺，將這廝碎剁其屍。

⋯⋯齊天大聖被眾天兵押去斬妖臺下，綁在降妖柱上，刀砍斧剁，鎗

刺劍刳，莫想傷及其身。南斗星奮令火部眾神，放火煨燒，亦不能燒

著。又著雷部眾神，以雷屑釘打，越發不能傷損一毫。那大力鬼王與

眾啟奏道：「萬歲，這大聖不知是何處學得這護身之法。臣等用刀砍

斧剁，雷打火燒，一毫不能傷損，卻如之何？」玉帝聞言道：「這廝

這等，這等，如何處治？」太上老君即奏道：「那猴喫了蟠桃，飲了

御酒，又盜了仙丹，——我那五壺丹，有生有熟，被他都喫在肚裏。運

用三昧火，煅成一塊；所以渾做金鋼之軀，急不能傷。不若與老道領

去，放在『八卦爐』中，以文武火鍛煉。煉出我的丹來，他身自為灰

燼矣。」玉帝聞言，即教六丁、六甲，將他解下，付與老君。老君領

旨去訖。（70-71） 

 

被俘的孫悟空就算身經刀砍斧剁、火燒雷劈，竟然也都毫髮無傷。這裡傷不

了孫悟空的原因不是白蓮再生，而是道教的天宮御酒、蟠桃和仙丹使得孫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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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成了金剛不壞之身。從上下文本的比對可知，袁洪與孫悟空從形象、兵器、

變化乃至故事情節都極為相似。蕭兵認為： 

 

他（楊戩）殺敗了梅山七聖（第九十三回等），這七聖都有動物化身，

相當原始。其首袁洪正是孫行者的「異化」或「怪化」，楊戩與袁洪

的化身鬥法正是楊二郎與孫猴子化身鬥法的「簡化」或拙劣的「摹本」

（九十二回）。
16

 

的確，以相類似的情節來說，《西遊記》的作者在這個部分的確在經營處理

上勝過《封神演義》一籌，不過由於角色設定的差異，呈現不同的故事情節，

應該也代表著迥異的象徵意義。下一小節便從二者故事情節的「同」中出發，

進行「同中有異」的探析。 

 
二、 袁洪（遠洪）：自然力量的破壞與馴服 
 

梅山七怪分別是猿猴、蜈蚣、長蛇、羊、豬、狗、牛的精怪化，藉由袁

洪和孫悟空在角色、情節上的相似，可將以袁洪為首的梅山七怪看成一個龐

大的主體象徵——自然的原始力量。17這種自然原始力量（甚至包括袁洪這

一個名字的另一象徵：洪水）是屬於較接近人類生活，甚至與人類生存息息

相關的部分。楊戩站在天命的一方收服這些蟲獸，是英雄人物（楊戩在《封

神演義》裡以肉身成聖）戰勝大自然的一種象徵。18這樣的象徵普遍存在《封

                                                 
16 參見蕭兵著：《太陽英雄神話的奇蹟︰治水英雄故事》（台北：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000 年 7月），頁 141。 
17 蕭兵引韓肇明、陳克進的研究認為，瑤族的「梅山教」，屬於獵神祭祀的巫教。梅山教

「曹神」中最重要的「盤古大帝」，非常類似原始型態的二郎神，而「七郎」則很像「梅山

七聖」。這些被信仰敬奉的「曹神」，以為有圖騰神、部落長，還有男女勞動能手以及各種

金屬神。參見蕭兵著：《太陽英雄神話的奇蹟︰治水英雄故事》（台北：桂冠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2000 年 7月），頁 151。 
18 二郎神的形象，李思純認為最早應該是來自氐族的獵神，理由是二郎神傳說最盛的巴

蜀，屬於西藏民族的羌氐族，羌氐族是游牧兼狩獵的民族，所以他們的牧神也兼獵神。況

且二郎神的造像於兩眼間有一縱目，羌氐族也信仰一種「縱目人」的人神。雖然唐末五代

的灌口二郎是披甲持弓的武士，但到了明代小說卻是駕鷹牽犬，而南宋時享祭灌口二郎神，

祭品多用羊，故推知二郎神本是白馬氐楊姓，楊羊同音；氐族的神為牧羊神，二郎神牽犬，

祭必用羊。參見李思純著：《江村十論：灌口氐神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年），

頁 66-67。對於這樣的說法，江亞玉持反對的意見，認為獵人形象的出現，根據所見文獻應

該是始於趙昱，而李冰早在宋代就有被稱為灌口二郎的狀況，但李冰的造型卻無獵人的特

色。楊戩在整個二郎神傳說的流變上，是屬於最晚期的發展，或有在造像上受獵人形象的

影響，但絕不是源自羌氐族。參見江亞玉著：《二郎神傳說研究》（私立東海大學中文研究

所碩士論文，1987 年），頁 85-89。以上二者雖然對於二郎神獵人形象的源頭持不同意見，

但基本上並不否認二郎神具有獵人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黃芝崗的〈大禹與李冰的治水

關係〉，《說文月刊》第三卷第九期，1943 年，頁 75及蕭兵的《太陽英雄神話的奇蹟︰治
水英雄故事》（台北：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 年 7月），頁 134，都提及羊圖騰、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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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演義》裡，幾乎只要是幫助紂王的妖魔都來自原始的大自然，文王武王身

邊則能臣多為「文明化」的角色。葛兆光在〈妖道與妖術——小說、歷史與

現實中的道教批判〉一文中說： 

 
《封神演義》裡闡教的門下大體都是人類，而且面容端正皎好，如姜

子牙、黃飛虎、楊戩、哪吒，凡是截教的道士都形象凶惡或有些妖氣，

像殷郊的上下獠牙，多生一目；余化的黃面赤髯，甚是凶惡；余元的

面如藍靛，赤髮紅鬚；楊森的面如鍋底，兩道黃眉等等，其實第七十

七回〈老子一氣化三清〉裡廣成子的一段話很有象徵性，截教的通天

教主那裡本來也是「煙霞凝瑞靄，日月吐祥光」，也在講《道德玉文》，

可是，門下「不論是非，不分好歹，從羽毛禽獸，亦不擇而教，一體

同觀」，所以才會有龜靈聖母這種千年老龜、孔宣這種成精孔雀和金

光仙這種化身金毛犼，猿、猪、蜈蚣、蛇、牛等梅山七怪，桃、柳等

棋盤山樹精，以及一個狐狸變的妲己、一個雉雞變的胡喜媚，以致於

最後一敗塗地。 19

 
當然，不論在《西遊記》或是《封神演義》，都表現了「萬物有靈」的

思想。「泛靈」的思維使得人類能夠針對大自然力量的不可預期與無法掌控，

透過祭祀討好或做法驅除，達到賜福禳災、驅病降吉的結果。20《封神演義》

裡正邪之間的爭鬥，透過作者的安排，是一場場對抗大自然野蠻力量的角力，

故以袁洪為首的梅山七怪，代表著原始力量的被馴服與被克制。21

 
梅山七怪裡，來自自然的猿猴、羊、豬、狗、牛在人畜關係中早已由自

然野物變成人類賴以維生的家獸，而蜈蚣、長蛇雖屬於五毒，平日是人類驅

逐打殺的對象，卻也在醫療藥用上給予人類極大的幫助。羊、豬、狗、牛這

些一般民眾十分熟悉的家畜，在小說裡被「妖怪化」，實質上是一種「尊化」

                                                                                                                                            
祭祀與羌氐、二郎神傳說的關係，讓人不禁注意到梅山七怪於《封神演義》中不同於《西

遊記》而以精怪的形象出現，是否也有氏族圖騰戰爭的遺留痕跡。 
19 收錄於黃子平主編：《中國小說與宗教》（香港：中華書局，1998 年 8月），頁 151。 
20 參見王德保著：《神話的意蘊》（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年 9 月），頁 32-43。
烏丙安認為：「中國民間信仰的多功利性是民間信仰動機與行為目的的顯著特點，也是形成

民間信仰『萬靈崇拜』、『多神崇拜』的重要原因之一。」相關詳細論述參見烏丙安著：《中

國民間信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年 4月），頁 7-11。 
21 依照苟波的研究，道教之所以能夠興起的原因之一是東漢末年長期的戰亂和災荒，使得

民眾流離失所，民不聊生。人民在極端的貧窮之下，無力承受各種以討好鬼神為目的的祭

祀活動，且在心理上對於「禮遇」鬼神以求福免禍的做法喪失信心，轉而需求一種更有效

而簡潔的方式趨吉避凶，而且在對於自然、社會認識水準提高的狀態下，人的自信心也相

對的提高，於是開始嘗試請方士以符錄咒術等的方式鎮壓鬼怪。這樣請方士以符錄咒術鎮

壓鬼怪的方式一直在民間延續至今，於文學上的表現則變成道士仙人收精怪的故事。參見

苟波著：《道教與神魔小說》（成都：巴蜀書社，1999 年 9月），頁 18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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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蕭兵說： 

 
狗能看門，貓會捉鼠，雞可司晨，都有一定的體力和智力。如果把它

們的某一點「加強」，並用來逐鬼驅邪，豈不皆大歡喜？而且，家畜

本身也是妖魔鬼怪侵害、掠食的對象，如果讓它們變得很兇猛，那麼

妖鬼就會因為害怕而不來傷害它們⋯⋯這就是在原始和原始性時

期，巫術和造型藝術裡，許多家畜顯得猙獰可怖的「主觀」原因，或

者是「功能」上的理由。家畜⋯⋯，好像「通人性」，初民很難解釋

這種奇異，就認為它們具有「靈力」（mana），或者由天上下凡，本身

就值得崇拜，值得「借用」。⋯⋯家畜的「猛獸化」，在神話學上，我

們叫它做「尊化」。尊化本質上是一種「前進的誇張」，⋯⋯蛇變成龍，

就是典型尊化現象。這是初民跟自然力打交道、作鬥爭的重要「修辭

策略」。這樣，我們就能在古代世界裡看到一些與神聖「同在」直至

「同化」的神羊形象，它們由「尊化」獲得吉善特性。22

 
這樣的思維進入到神怪小說裡，就成了凸顯馴化過程的斬妖伏怪故事。

被收伏納編的家畜，在民間以氏族圖騰或避邪功用的樣態被轉化存在：以羊

來說，商代的羊尊、饕餮的羊面、螺旋的羊角都被認為具有其神秘性的象徵

意義而能避邪；狗除了看家看獸，其形象也被饕餮吸收，成為早期饕餮的重

要母型，甚至狗的血和雞血一樣被認為可以驅邪；而以農立國的中國所重視

的耕牛，是水、農耕、富饒的象徵，亦是最高規格的祭品（大牢）。「犧牲」

最早就以牛為祭，所以造字時以「牛」部凸顯其意義。青銅器上更見以牛面

為主的饕餮文。再者，誤認為牛屬的「犀牛」，牠的角在民間更具有療毒避邪

的功效，加強了牛的神異性。至於豬，豬也是饕餮文的母型之一，《神異經》

裡提到「饕餮」，指的就是西南方一種頭戴著豬，身上多毛的人種。當然，豬

的多慾變成生殖的象徵，神話裡的河伯化為「封豨」（大野豬），更是雷雨之

神。再加上民間發現豬和狗一樣會咬蛇，更加強了豬在避邪功能上的意義。
23而袁洪的猿猴造型乃至中間雜入鄔文化的「野人∕無文化」象徵24，代表

                                                 
22 蕭兵著：《民間文化趣談：避邪》（香港：萬里書店，2004 年 5月），頁 163-164。 
23 詳見蕭兵著：《民間文化趣談：避邪》（香港：萬里書店，2004 年 5月），頁 151-192。 
24 鄔文化（無文化）出現在《封神演義》第九十一回楊戩殺掉常昊（白蛇）、吳龍（蜈蚣）

之後，至九十二回回初楊戩大戰朱子真之前。鄔文化並非梅山七怪之一，他插入梅山七怪

相繼登場之時出場，形象為身高數丈，力能陸地行舟，頓餐隻牛，用一根排扒木的血肉大

漢。相對於周營、商軍的文武將領、仙神精怪來說，鄔文化的形象一副就是大野人的造型。

鄔文化不像雙方穿戴整齊的文將武將（指的是血肉之軀的人類而非精怪人形或具仙術的人

類）只是成為敵方精怪仙神威示法力的犧牲品，而能以龐大的血肉之軀衝開周營，造成周

營兵將的死傷。這一個彪形大漢最後被燒殺封神（力士星），行的是姜子牙的誘敵之計。先

是姜子牙連同武王將鄔文化誘至蟠龍嶺山灣，武吉、南宮适再用木石斷路，將士用火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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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由野蠻進入文明的意含。25猿猴的崇拜同之前的豬狗牛羊一樣都可以在十

二生肖裡看見，民間一般認為猿猴具有慧性，生性狡猾、好色，能變化成人、

充滿人性，除了內含遠古猿猴圖騰的崇拜意義，甚至後來還演變成觀音菩薩

的眷屬。26另外，我們若從常昊（白蛇）、吳龍（蜈蚣）的收服過程中也可以

看到避邪的意念，白蛇常昊死於楊戩化身的蜈蚣剪下，屬於五毒的剋化，而

吳龍死於雄雞，則是民間傳統對於雞的崇拜。27

 
從另一個角度來說，商代的物質及精神文明雖然較前代進步，但以動物

為神物的觀念卻比前代發達。表現在商代器物上的動物形象，依類分為： 

 
類   型 用        途 代  表  動  物 

依賴型動物 多被作為犧牲 牛、羊、猪、鹿、貘、犀、象

畏懼型動物 多以巫師助手的形象出現

於宗教巫術中 

虎、豹、熊、鱷、蛇及猛禽（如

鷹隼） 

奇異型動物 多作為巫術成分之一 魚、蛙、蟾蜍、鯢、蟬及某些

昆蟲、鳥類 

 
從遠古，祭祀巫術便用牛、羊、馬、雞、犬、豕六畜為牲。到了商代，依賴

型動物和畏懼型動物屬於巫術的主要部份。商代的青銅器常見的饕餮紋所表

現的形象，便是以羊、牛、鹿、豬、虎等為型。28那麼，楊戩收服梅山七怪，

也就象徵征服了商朝。 

 
另一對順著情節的展衍而出現的桃精、柳鬼（《封神演義》將其與神荼、

鬱壘∕千里眼、順風耳混同），雖然呈現神性與傳說雜混的狀態，卻更說明了

自然力量終究被人加以想像、改造而成為能助人驅災得福的狀態。 29《封神

                                                                                                                                            
火箭、火炮、乾柴焰燒，才結束了鄔文化的生命。綜觀鄔文化的出場介於袁洪為首的梅山

七怪虫類（蛇、蜈蚣）死亡之後，獸類（豬、羊、牛、狗）死亡之前，為非精怪的血肉大

漢，加上其被殺過程不如常態由仙神精怪插手鬥法取勝，而是只靠姜子牙、武王為誘餌，

將士火攻（用火）的人類文明手段即奏效，足見這是一場文明人與無文化野人的爭戰。 
25 如果將楊戩收梅山七怪看成是原始部落戰爭的藝術化表現，那麼梅山七怪代表七種圖騰

部落，而鄔文化的野人形象，便是戴面具（鬼面）的部族。有關於戴面具的部族，見蕭兵

著：《民間文化趣談：避邪》（香港：萬里書店，2004 年 5月），頁 85-104。 
26 參見黃兆漢著：《中國神仙研究》（台北：台灣學生書局，2001 年 11月），頁 353-433。 
27 有關家畜的避邪功用及氏族圖騰象徵意義，詳細的舉證論述請參見蕭兵著：《民間文化

趣談：避邪》（香港：萬里書店，2004 年 5 月），頁 153-157、163-192。劉錫誠著：《象徵：

對一種民間文化模式的考察》（北京：學苑出版社，2002 年 1月），頁 136-182。 
28 商代器物上的動物形象分類，見劉志雄、楊靜榮著：《龍的身世》（台北：台灣商務印書

館，2001 年 11月），頁 69、225。 
29 以桃木避除邪祟是中國古老的巫術，在《左傳》裡便已經記載西周人使用桃弧棘矢的事

例。桃木避邪之術相關討論可見胡新生著：《中國古代巫術》（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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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義》的桃精（高明）、柳鬼（高覺）出現在袁洪、常昊、吳龍之後，是神荼、

鬱壘（919、925），也是千里眼、順風耳（918、923）。從作者將桃精、柳鬼、

神荼、鬱壘乃至高明、高覺混同，很清楚明示了這兩個角色的「門神」性格。

門神除了驅邪的作用外，門神象徵物還是先妣神的象徵，因為有許多部族都

以神聖物的部分或象徵作為門神驅邪，也就是所謂的圖騰禁忌。30因此，門

神信仰插入袁洪七怪作亂的情節中，保留了遠古部族戰爭，圖騰相噬、部族

併吞的意象。在被殺的梅山七怪中，明確寫出被斬斷頭的是常昊（白蛇）、朱

子真（豬精）、楊顯（羊怪）、金大升（牛怪）和袁洪（猿怪），佔了七分之五，

其中豬精的頭被掛在轅門號令（941），牛怪的頭被姜子牙怪在旗竿上號令，

保留了聖獸祭軍、保祐軍隊戰勝或原始圖騰象徵的意義。此外，鄭志明認為，

通天教主的「截教」，反映的是上古時代的物靈崇拜，相信自然有著強大的威

力足以控制或支持人類的生存形式。後來，人類的社會完全以「人」的觀念

來建構「神」的形象，原始的物靈崇拜逐漸衰退，信仰的意識與精神形態轉

化成新的形式存在，引起了民間信仰型態的衝突。 31《封神演義》中截教和

闡教的對立和矛盾，自然精靈雖然都化為人身，但是從人文的觀點來看，仍

排斥原始物靈的型態，而藉此設計成二教在觀念上的對立。其實從圖騰信仰

來看，人並未比動物來得高貴，而後來晚出的神仙信仰雖未排斥物靈的存在，

人或物經過修煉也都能成仙，但又從人的角度認為動物靈沒有完全淨化，所

以成仙的等級較差。在《封神演義》第七十三回廣成子引發闡教和截教的衝

突，即是利用這種矛盾，因為「羽毛相並」一詞激怒了通天教主，導致一連

串的廝殺混戰，這些都和《封神演義》所展演的不同部族經爭戰而創立另一

個新一統國家的基調，可說是十分的契合。 

 
反觀在《西遊記》裡的孫悟空，雖然也曾是大自然的原始力量，但經過

「馴服鎮壓」的過程，從「邊緣」進入「中心」，從「反動的力量」變成「正

道的代言人」，強調的是內心境界的提昇追求。所以孫悟空與袁洪雖然同是猿

猴，同是出自於大自然的原始力量，由於角色定位主從的差異，而有了斬首

封神與西方成佛的不同際遇與象徵。 

 
 

                                                                                                                                            
年 6月），頁 89-107。桃精（桃符）、神荼與鬱壘另以不同的方式呈現在《西遊記》「魏徵斬

龍」的故事中，為治水故事歧出的旁支。《西遊記》裡的門神並非神荼、鬱壘，而是深受唐

太宗信任，為大眾所熟悉的尉遲公與秦叔寶。 
30 有關「門神」的研究請參考吳天明著：《中國神話研究》（北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
年 1月），頁 286-320。 
31 見鄭志明著：《神明的由來︰中國篇》（嘉義：南華管理學院出版社，1997 年 10月），頁
31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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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小結 
 

本章從《西遊記》的哪吒、紅孩兒到《封神演義》的袁洪，觀察同一角

色的不同文本呈現（哪吒在《西遊記》裡不同於《封神演義》的狀態）以及

相類似的角色、情節，在不同文本裡的呈現狀態與象徵意義（孫悟空與袁洪）。 

 
在《西遊記》裡，哪吒一出場的角色定位是屬於天道的捍衛者，這和原

先民間傳說中與天道、父子人倫反抗的生動力量完全不同，使得哪吒的形象

因著孫悟空的神通廣大而被丑化、矮化。這樣的安排一部分當然是為了突顯

孫悟空這一主角的無所不能，同時也加深了讀者對於孫悟空作為未被馴服前

所代表的反動力量的印象。另外，一向被民間視為神通廣大的護法神哪吒（連

同托塔天王），在面對妖猴孫悟空時的束手無策、節節退敗，讀者除了享受熱

鬧繽紛的仙妖大戰外，高高在上的神威被妖猴（人的野蠻化）踐踏戲弄，更

造就了十分特殊的戲謔效果。當然，以貶低眾神來突顯主角這樣的戲謔手法

在《西遊記》裡並非特一，天帝、太白金星、巨靈神、閻羅、太上老君乃至

龍王都成了作者透過孫悟空「修理」的對象，但以托塔天王、哪吒太子的特

殊父子關係以及被當成護國、護法之神的民間認同，使得這兩個角色安排格

外的具有其特殊意義，尤其是哪吒的兒童形象相對孫悟空的「赤子」設定，

更可見作者安排托塔天王與哪吒太子這對父子作為主要第一抓拿妖猴孫悟空

的先鋒神將的別具用心。 

 
從父權、天道的代表出發，托塔天王與李哪吒在《西遊記》裡比照於孫

悟空和唐三藏乃至牛魔王和紅孩兒，成了三組明顯不同層次的父子關係。天

界仙道的托塔天王與李哪吒，雖然父子關係曾經嫌隙，卻在拜佛為父的宗教

力量下，成為天界聖道的守護者；孫悟空則在如來佛的鎮壓下，經另一個母

親「觀音」的渡引 32，拜在金蟬子化身的唐三藏之下（另一種非血緣的父子

關係），成為彼此佛性∕心靈的「導師」，為天下蒼生尋求西方極樂的苦行象

徵，而牛魔王與紅孩兒儼然來自「自然天性」，雖然紅孩兒充滿野性行事刁鑽，

卻是事親至孝的妖魔，他的父親牛魔王、母親羅剎女，以男性∕野牛、女性

∕羅剎的化身比喻，不脫民間假為男性「苦力工作」、女性「紅顏禍水」的俗

世象徵，所以這對夫妻父子的家庭組成，更接近一般的世俗家庭關係。劉勇

強認為，牛魔王在《西遊記》中是以整個「家族」的型態呈現的。從牛魔王

                                                 
32 張靜二認為，觀音在《西遊記》裡是一個慈母的形象，對於五聖所代表的苦惱眾生總是

用憐憫的胸襟去循循善誘、隨機開示。見氏著：《西遊記人物研究》（台北：台灣學生書局，

1984 年 8月），頁 254。陳文新、閻東平也認為觀音在《西遊記》象徵母性，而且對世世代
代的炎黃子孫來說，更是渴望與依戀母性的投射。見陳文新、閻東平著：《佛門俗影：西遊

記與民俗文化》（哈爾濱：黑龍江人民出版社，2003 年 5月），頁 10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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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孫悟空的拜把兄弟關係而下，有兒子紅孩兒、妻子羅剎女、小妾玉面公主、

霸佔落胎泉的兄弟如意真仙和密友萬聖龍王家族以及龍王女婿九頭駙馬，可

說是勢力十分龐大。整個團體，牛魔王展現了男性喜新厭舊的一面，玉面公

主的愛使他人財兩得，身為牛魔王下堂妻的鐵扇公主則自知色衰，面對夫君

在外納妾只能忍氣吞聲，所幸他們的愛情結晶——紅孩兒是一個十分孝順的

孩子，足堪告慰 33，可見這一家族成員間彼此相互的關係建立極具世間一般

的人情。因此，說牛魔王家族是平凡人民的家庭生活象徵並不為過。 

 
一心一意以「成家立業」為人生目標的牛魔王，不懂曾是好兄弟的孫悟

空為何要「害」他兒子、「欺」他妻妾，破壞他的人生夢想，乃至與孫悟空起

了衝突。 34故以孫悟空這一主角軸線，故事開頭相對於初出生，象徵自然原

始力量、號稱無父無母的妖猴孫悟空而言，必定有一個以仙佛為父母、以天

道為準則的相類形象代表——李哪吒站在對立面來代表「正面」力量進行拉

扯與矯正，以達至「正∕邪」、「善∕惡」、「文明∕野蠻」的辯證協調，縱然

作者在敘述時充滿許多挑戰「權威」的揶揄，卻是一定程度表現出「民眾∕

草莽」觀點對於「官方∕士人」天命的一種質疑（何謂「草寇」？何謂「英

雄」？何謂「君」？），也正因為透過這樣的「鬆動」，才得以使孫悟空由「妖

猴」過渡成為保護三藏西天取經的「護法」的可能。而當孫悟空改變身分，

成為仙佛正道的執行護法者，並朝「成為佛」的更高層次前進時，內在境界

提升在此階段成為修行的主要追求目的，對於世俗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捨

離，變成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這也就是為什麼孫悟空認為紅孩兒在菩薩處

做了善財童子，是幫了紅孩兒一個大忙，但鐵扇公主卻不領情，還直怪孫悟

空「拆散家庭」的緣故。另外，以「心」的角度出發，紅孩兒還象徵了以原

始帶有凡俗慾念的本心本性想要「放下屠刀，立地成佛」，仍須經過一番千錘

百鍊的澈悟過程，因此三種「兒童神」形象雖然有頗多近似之處（尤其是哪

吒和紅孩兒到了後來常被混淆）——哪吒代表天道修成的「仙童」，紅孩兒則

是鄉土化、世俗化甚至是妖魔化的「頑童」，而孫悟空相較於這兩個極端的角

色，則成為中間的成長型「兒童」——但在《西遊記》裡則因各有角色本身

被設立的單獨個別訴求，得以區隔角色在形象上的相似，成為不同層次的指

涉。 

 
《封神演義》和《西遊記》成書先後雖然至今仍未定案，但從二書裡同

時出現相類似的角色和情節來看，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在二書寫定成書之前，

                                                 
33 參見劉勇強著：《奇特的精神漫遊：西遊記新說》（北京：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

1992 年 6月），頁 151-155。 
34 鍾嬰著：《西遊記新話》（瀋陽：遼寧教育出版社，2000 年 12月），頁 8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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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情節在民間流傳的過程中曾經有過交流和影響，或者二書作者分別擷取

同一原型故事做為敘述的主軸。若以類似的形象但不同的主題來論，《封神演

義》的袁洪以及以之為首的梅山七怪代表著一系列的自然原始生態，隨著被

鎮壓封神的過程，這些原始的危害力量，以故事隱喻的方式，象徵性的被馴

化。從整個故事的情節來看，不過是一連串的鬥法收服，卻也以文學的方式

反映了大眾對於自然天災的種種疑懼以及渴望能掌握自然以保存性命的想

望。同樣是代表原初力量的孫悟空，野性力量的收編也一直是《西遊記》故

事前段亟欲處理的主題，但這一部份對整部《西遊記》來說，並非最主要關

注的中心議題。所以，雖然孫悟空在西方取經的過程中不斷有因野性復萌而

逞兇鬥狠，導致間接或直接造成取經路途災難的產生，但這樣的野性從孫悟

空成為唐三藏的徒弟之後，作者的關注轉而建基在心性的「易放難收」之上，

和原先代表的原始自然力量已有了不同層面的區隔，因此孫悟空和袁洪縱使

形象極為相似，但袁洪純粹以妖孽的身分被設定，乃致下場終究是死路一條，

而孫悟空這一個落難草寇卻因為另有所用，得以轉變型態，向「上」靠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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