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兒童神的敘事——以孫悟空與李哪吒為主的考察 

 

第六章、兒童神形象的構成：角色塑造與文本的操作 

前面的幾章針對孫悟空以及李哪吒兒童形象的探討集中在角色象徵以

及故事源起上，這一章則從作者特別的敘述安排來看孫悟空與李哪吒之所以

被認定為「兒童神」的緣故。如果孫悟空的兒童形象並非來自外型與兒童的

相似，而是根植於整部《西遊記》的開展，孫悟空在自我「心靈人格」的成

長上，有如兒童→成人的成長歷程。相較起來，李哪吒的兒童神形象，就比

較以「外型」來定位，相信一般很容易在三太子的造像上看出哪吒與兒童的

關聯性。但是，除此之外，是否還有讓孫悟空、李哪吒兒童形象深植人心的

其他因素？以下就從《西遊記》與《封神演義》對這二者的敘述來作觀察。 

第一節、李哪吒：民間兒童形象的集合 

在《封神演義》裡，姑不論後期李哪吒成為周朝的先鋒大將而失去特殊

的角色性格，而單從那幾回驚天動魄的出生來論，除了緊湊而出人意表的情

節使得這幾回成為《封神演義》中最為傑出的故事章節，我們還可以在許多

的細節中發現哪吒這個角色在作者的特意塑造下，呈現許多民間小兒的各種

樣態，這或許和宋朝以後特別重視孩子有關，從許多應因應孩子而出現的生

育教養紀錄、醫療書籍、玩具、飲食，乃至訓幼文獻、繪畫作品就可看出端

倪。
1

首先是哪吒裹著紅綾滿地爬的形象。哪吒一出生就是一個紅通通，四處

亂爬的小孩，這樣的動作描述，很快就讓人和生活中舞動四肢，四處好奇探

尋的小孩形象聯繫一起，這個惹人憐愛的模樣，就連小說裡原先要將兒子當

妖怪殺掉的李靖也起了惻隱之心。中國民間的小孩造像，所穿的衣服往往以

紅色為主。紅色本身是血的顏色，動物在被射殺後流出鮮紅的血液然後死亡，

因此紅色與生命被聯繫了起來。紅顏色另外也與太陽光、火焰相連，是熱力、

活力與生命力的象徵
2，甚至從巫術的角度來說，更是趨吉避邪的顏色。3所

以從兒童的外在以及紅色的穿著，哪吒的兒童形象可說是十分的鮮明。 

                                                 
1熊秉真的研究指出，宋元明清以後，訓幼的文獻尤其不少。唐宋金元的醫學大家，著作大

多兼及幼科，尤其是宋朝錢乙所留下的《小兒藥證直訣》，他個人不但將幼科推向一個高峰，

被後世尊為中國幼科鼻祖，且《小兒藥證直訣》成為界定中國傳統幼科醫學的重要文獻。

見熊秉真著：《童年憶往：中國孩子的歷史》（台北：麥田出版社，2000 年 3月），頁 46 及
氏著之《幼幼：傳統中國的襁褓之道》（台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95 年 3月）。其他有
關宋代對於孩子的飲食、玩具、繪畫甚至醫療關注的簡單介紹亦可參見伊永文著：《行走在

宋代的城市︰宋代城市風情圖記》（北京：中華書局，2005 年 3月），頁 231-250。 
2 吳天明著：《中國神話研究》（北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 年 1月），頁 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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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不久的哪吒，作者安排一個命名的情節，這個命名者不但直言哪吒

是應「天命在殺」而生，更是哪吒的師父，以及未來哪吒再生的重要關鍵人

物。請有道之人命名，並拜其為師希望受到庇祐，這也是民間的習俗之一：
4

在嬰兒三朝、滿月或百日時命名，一般都要請長者或有威望的人來

取，有的則請算命先生來排生辰八字，孩子五行中缺什麼，就在名字

裡補什麼。比如五行缺金，名字就帶「金」；缺木，就帶「木」，以

此類推。 

命名是孩子出生後一個很重要的儀式，請長者或有威望之人命名，當然是希

望借重命名者的威望與福氣能延及被命名的孩子。這樣的長者在哪吒的誕生

情節中由太乙真人擔任，太乙真人的道士造型、向李靖說明哪吒的天命所歸

等等，其實和「算命師」的形象也頗為相似。太乙真人命名時從金吒、木吒

而下的命名法，雖然為了配合眾所皆知的神名「哪吒」，不得不突兀的在「金」、

「木」之後出現「哪吒」這一個名字，但仍可在這一個過程中了解民間的命

名經過。華梅在《服飾民俗學》中提到： 5

      如果小兒生得嬌貴，或是算出來「命硬」，會克父母的，就要把孩子

送到寺廟裡作寄名和尚或道士，拜在住持名下做徒弟，由師父給起一

個法名，再給孩子穿上僧服或道服。有的還要送上一套僧或道之服、

銀項圈或一些符索法物。 

對照華梅的研究，哪吒殺夜叉與龍太子、大戰石磯，的的確確是個到處

惹麻煩，克父克母的硬命小子；李靖欣然接受太乙真人替孩子命名並收之為

徒，亦是民間慣見，為命硬孩子請命的方法。 

再者，《三教源流搜神大全》裡的哪吒「生五日，化身浴於東海，腳踏

水精殿，翻身直上寶塔宮」
6，而在《封神演義》裡這件事則發生在哪吒七歲

那年的炎熱五月。根據敘述，當時哪吒身長六尺，因為天氣炎熱，下水沖涼，

身上的混天綾攪得九灣河全變成紅色。（120-121）奇怪的是，洗澡就洗澡，
為什麼會滲入於河邊洗浴，混天綾染紅河水的敘述？七尺長的混天綾，又如

                                                                                                                                            
3 參見劉錫誠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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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402。 
4 見金文男著：《民俗文化趣談：壽誕》（香港：萬里書店，2004 年 5月），頁 101。 
5 華梅著：《服飾民俗學》（北京：中國紡織出版社，2004 年 10月），頁 24-25。 
6 王秋桂資料提供，據清宣統元年長沙葉德輝麗廔叢書影印本之《繪圖三教源流搜神大全

附搜神記》（台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85 年 10月），頁 329-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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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能染紅九灣河？在時間上，《三教源流搜神大全》與《封神演義》對於哪

吒鬧海事件的安排有著出生五日與時年七歲的極大差異，但在《封神演義》

作者刻意仔細描繪命名經過後，以「烏飛兔走，瞬息光陰，暑往寒來，不覺

七載」的敘述跳接鬧海事件的發生，七年的時間因敘述的方式快速過度，讀

者若不細心，很容易在閱讀上產生「不久便發生鬧海事件」的錯覺，所以不

論是五天或七年，都差異不大。 

根據小說，哪吒環繞在肚子上的混天綾，是一出生就有的寶物，若以真

實形象來說，可能從「臍帶」、「裹布」甚至「淨身用的棉布」變形而來。

兒童出生之後，在民俗上會先將嬰兒拭口並清除身上血水，然後斷臍，三天

後再備沸水浴兒，稱為「洗三」。7後來為了防止兒童初出生因初浴而失溫死

亡，出現以乾淨的棉帛（或沾溫水）乾拭的方式來代替下水。
8無論是下溫水

洗淨或是用棉帛乾拭，這都和哪吒下水飄動混天綾並染紅河水的形象十分類

似，更何況在《西遊記》中，哪吒「這太子三朝兒就下海淨身闖禍」（1006），
這個「三朝兒」更可看出與嬰兒出生三天的「洗三」的關聯性。（若將哪吒

故事以棄子神話的角度來解讀 9，於河邊生子、棄子而染紅河水，更是符合這

一個想像）而在不同地區的「洗三」民俗裡，用來拭嬰的溫水，會放入「薑」、

「雞蛋」、「金銀錁子或首飾」等等，以期孩子能「強身」（薑∕強）、像

「雞蛋」具有生命力，以及有花不完的金銀財富。 10這些東西在哪吒的出生

與大鬧龍王裡都不難發現：如從「雞卵」般的紅通肉球誕生，一出世便充滿

生命力的滿地亂爬以及乾坤圈（金銀飾）鬧海殺龍（強悍的力量），在在充

滿了民俗的色彩。 

另外，乾坤圈與混天綾也可能是舊時為保住小兒性命，祈求其能平安健

壯，而在週歲後給予佩戴的長命索（或稱百家鎖）。華梅也提到對於嬌貴或

命硬的孩子，託師父起完法名之後，有的還會送上一套僧道服以及銀項圈。

                                                 
7 「洗三」的習俗在宋代非常流行，就連蘇東坡也有一首〈洗兒戲作〉的詩：「人皆養子望

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魯，無災無難到公卿。」見蘇軾著，王水照選注：《蘇

軾選集》（台北：萬卷樓圖書有限公司，1993 年 3月），頁 151。宋代的「洗兒會」可見伊

永文著：《行走在宋代的城市︰宋代城市風情圖記》（北京：中華書局，2005 年 3月），頁
233-235。 
8 嬰兒的初次清洗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大事，這可使嬰兒遠離任何的可能感染。參見熊秉真

著：《幼幼：傳統中國的襁褓之道》（台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95 年），頁 60-70、88-92。 
9 見陳建憲著：《神祇與英雄：中國古代神話的母題》（北京：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

1995 年 8月），頁 180-182。 
10 從唐代就有周昉專畫一盆洗三兒的《麟趾圖》，到了宋代，洗兒更是一件大事。現今有

許多地方仍有洗兒的傳統，洗兒時用數丈色彩圍住洗兒的銀盆叫做「圍盆紅」，請賓客中

的尊長用金銀釵攪水叫「攪盆釵」，賓客將錢丟進盆中叫「添盆」。參見伊永文著：《行走

在宋代的城市︰宋代城市風情圖記》（北京：中華書局，2005 年 3月），頁 234。林建華編

著：《「有禮有數」與「有年有節」》（北京：九州出版社，2002 年 12月），頁 135-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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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根據金文男的研究，人們最初只是「端陽節」時於兒童手上纏繞五色絲線，

到了明代，已有將長命索掛於週歲兒童頸項上的情形。江西一代，兒童滿月，

父母將收到的紅包銅錢購一刻有「百家保鎖」、「長命富貴」的銀鎖，並將

鎖掛在嬰兒脖子上，藉百家的福壽來保全孩子的壽命。這一種鎖也有用布縫

製的：先用紅布編結成鏈形或索形，下墜「長命百歲」銀牌，每年過生日時

要再加一層紅布，直至十二歲，才割下焚燒，以示成人。 12

從另一個角度來觀察，若將《封神演義》哪吒鬧海的起因放在哪吒七歲

那年五月天氣炎熱所致，那麼這個天氣極端酷熱的五月就值得特別去注意。

在中國的習俗中，五月是一個惡月，五月五日（及前段所提必須為兒童臂上

纏繞五色絲的端陽節）出生的小孩更是刑剋父母，甚至民間習俗五月五日當

天，小孩必須送至祖父母家驅避邪害。 13哪吒雖不是五月五出生，但應「天

命在殺」的天命而生，確實是一個刑剋父母的孩子。而民間五月五當天還有

龍舟競渡，本是禳災驅禍的活動，人民希望透過水將所有的不祥不淨驅離。

競渡的整個活動十分熱鬧，龍舟上通常會在船尾掛上籃子，籃子裡坐著小孩，

或者龍首奪標者由少年擔任14，小孩、少年、水、龍舟三者形象匯集，哪吒

打龍的形象似乎也就不難想像。再如民間認為五月是百毒之月，訂五月五日

為「浴蘭節」。「浴蘭」即是在蒸煮過蘭草的水中洗浴的意思，希望透過蘭

草的避邪功效以驅不祥。 15哪吒在炎熱的五月下水洗澡，本身代表「災難」

（應天命在殺而生），下水驅熱∕難反又招來「災難」，真是一個充滿「矛

盾」趣味的安排。另外從錢塘江弄潮競標的習俗來看，水球、水戲、水傀儡、

踏浪等需要高超技術的競技娛樂，「吳兒」的馭水勇健形象必定也多少給與

文學家藝術創作上的想像依據。 16當然，治水英雄出現兒童或少年形象是從

                                                 
11 華梅著：《服飾民俗學》（北京：中國紡織出版社，2004 年 10月），頁 25。 
12 參見金文男著：《民俗文化趣談：壽誕》（香港：萬里書店，2004 年 5 月），頁 109-110。 
13 五月五刑剋父母的禁忌亦見蕭冰著：《太陽英雄神話的奇蹟‧棄子英雄篇》（台北：桂冠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 年 7月），頁 82-87。 
14 以上有關端午禁忌、習俗、龍舟競渡的說法請參見江紹原：〈端午競渡本意考〉，收錄於

苑利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民俗學經典：社會民俗卷》（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年 3月），頁 8-34、蓋國梁著：《民俗文化趣談：節慶》（香港：萬里書店，2004 年 5月），
頁 95-110。一般與龍（或水神）相關的民俗活動都有少年或小孩子的參與，如山東沂南北

寨村東漢晚期畫像石墓中室東壁上的樂舞百戲石刻提供了漢代魚龍戲的形象資料，畫面上

龍形馬拉的車上豎起一面大建鼓，大建鼓上部竿子頂端設一方板，板上有一小孩倒立。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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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323 
15 參見楊琳著：《中國傳統節日文化》（北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年 7月），頁 246-258。 
16 「吳兒」指的是吳地的少年。錢塘江觀潮的壯觀與刺激在《警世通言‧樂小舍拚生覓偶》

有詳實的文學描述，裡頭還記載了蘇東坡〈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絕〉詩一首：「吳兒生長狎濤

淵，冒利輕生不自憐。東海若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蘇東坡在「東海若知明主意，

應教斥鹵變桑田」句下自注「是時新有旨禁弄潮」，可見錢塘弄潮之盛況與危險。故事見馮

夢龍著：《警世通言》（台北：三民書局，2001 年 4月），頁 237-244。詩下注見蘇軾著，王

水照選注：《蘇軾選集》（台北：萬卷樓圖書有限公司，1993 年 3月），頁 74。宋朝皇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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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及李冰傳說中就有的，尤以李冰之子李二郎最為明顯。為什麼小兒能治

水？是否跟棄子英雄傳說的神化性、童男童女往往用來獻祭（尤其是水神）
17、溺嬰不育 18，甚至民間多發生小孩遭水沖走的另一變形投射 19，表現出民

間對於這些獻祭或被水沖走的孩子能克服水的予奪生命，安全歸來的想望，

則有待更進一部的深入探討。 

至於哪吒出身故事中最特別的，要屬「剔肉割骨，蓮花重生」這一情節

了。對於中國人來說，魂、魄都是精神性的存在，二者常常結合在一起，不

需要依附肉體便能存有，但人體不能沒有魂魄，它需要依靠二者的進入才能

具有活力與生命。故失去魂魄的肉體，充其量是一個不具思想情感的軀殼，

並不能在人世間起任何作用。而魂魄在所寄居的肉體死後，除了以鬼的方式

存在，便是進入另一個肉體以托生。特殊的是，不論是以鬼的型態或是托生，

魂魄都還帶有最初所寄居的那個人所有的思想情感與性格特徵。20這樣的思

想，我們很清楚的看到它是如何被編織在哪吒再生的故事中：哪吒死後的魂

魄，在得到肉身再生之前，以鬼的方式存在，他不但帶有前世生時的情感，

托夢給母親殷氏以求取再生的機會，還對信徒的請求有求必應。之後雖然以

                                                                                                                                            
金明池水心殿校閱水軍，觀看水戰與水戲，以及民間觀潮競標、弄潮活動可見伊永文著：《行

走在宋代的城市︰宋代城市風情圖記》（北京：中華書局，2005 年 3月），頁 88-101。文物
中國史編輯委員會編：《文物中國史：宋元時代》（香港：中華書局，2004 年 1月），頁 123-129。
經考證為宋人繪製的《金名池爭標圖》（畫者名姓不可考），見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中國美術全集：兩宋繪畫》（台北：錦繡出版社，1989 年 2 月），頁 175。專家鑑定為元‧

王振鵬舊稿的《龍舟奪標圖》，見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元代繪畫》

（台北：錦繡出版社，1989 年 2月），頁 149。從這些畫作，多少可以看出朝廷乃至民間對
於爭標、水戲參與的重視。 
17 兒童與祭典的關係往往十分密切，如《史記‧秦始皇本紀第六》記載秦始皇聽言海上有

三神山，有仙人居其上，便「請得齋戒與童男女求之」，《史記‧樂書》裡也有：「漢家常以

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流星經於祠壇上，使僮男僮女七十人

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玄冥。世多有，故不論。」可見兒童的某種

殊於成人之處。見瀧川龜太郎著：《史記會注考證》（高雄：復文圖書出版社，1991 年 7月），
頁 114、418。尤其是《史記‧樂書》談到祠太一甘泉，童男童女歌的是「青陽」、「朱明」、

「西皞」、「玄冥」，更是以太陽由東向西運行直落黑暗水界為模仿而發展成的儀式。「兒童」、

「甘泉」、「太陽」、「神」，形象自然容易結合。李冰治水的記載裡就有獻女祭神的情況。在

《西遊記》第四十七回裡也有用童男童女祭通天水怪靈感大王的情節。 
18 由於貧窮、徵稅賦斂、犯禁及重男輕女，中國由古至今民間一直都有溺嬰的情事發生。

伊永文《行走在宋代的城市︰宋代城市風情圖記》一書中提到宋代出現「慈幼局」，其設立

宗旨為：若貧窮市民無力撫養子女，可以用紙寫上子女出生年月日及時辰，抱至慈幼局，

局裡有專門乳娘撫養。伊永文懷疑從北宋朝廷下令禁賞溺殺嬰兒到建立慈幼局，都是對當

時溺殺嬰兒現象所作的回應。見伊永文著：《行走在宋代的城市︰宋代城市風情圖記》（北

京：中華書局，2005 年 3月），頁 231。元代以後，溺死女嬰的記載比溺死男嬰來得多。馮

爾康著：《去古人的庭院散步》（北京：中華書局，2005 年 3月），頁 131-136。 
19 《警世通言‧樂小舍拚生覓偶》裡順娘因觀潮落水，樂和於是奮不顧身的下水搶救。當

場的「弄潮兒」也加入救人的行列。不論是落水者、救人者，甚至弄潮兒都是少年與水形

象的結合。故事見馮夢龍著：《警世通言》（台北：三民書局，2001 年 4月），頁 237-244。 
20 胡新生著：《中國古代巫術》（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 年 6月），頁 335-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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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食香煙肉身再現的方式托生失敗，但蓮花化身之後，仍存有之前肉身以及

為鬼時的記憶、情感，也才因此衍出下段追殺李靖的情節。 

另外，這個蓮花童子的造型，隱含佛、道二教蓮花象徵生殖的意涵 21，

在民間，蓮與嬰兒形象的結合早就十分普及，只要是祝賀婚嫁，都不難見到

「連（蓮）生貴子」的吉祥圖案。民間還有在七夕期間供養「摩睺羅」童子

塑像的習俗，摩睺羅是孩兒形求子神，本是婦人用蠟作成童子樣，放入水中

嬉戲以求子（水的「生殖」象徵），後來衍生為童子執蓮花效顰摩睺羅 22，

於是孩童持蓮、端坐蓮座的「蓮孩玉」兒童塑像又流行起來。 23這些蓮花與

童子相合的形象，應該對哪吒（甚至紅孩兒∕善財童子）有所影響。而從民

間對於孝道的關切與理解來看，李哪吒一人做事一人當，為了不拖累父母，

他自割了身肉剜了體骨來償還殺龍的過錯，可說是至孝的表現。這種從容不

迫的死亡是一種嚴肅的自殺行為，是經過思考與選擇的行動，它之所以能激

發出震懾人心的力量並不在於死亡的結果，反而是優雅而理性的自殺過程，

以及如何在一個適當的時間死去，成為最終衡量死者生命價值的準則。 24

元以後流傳民間的「二十四孝」，「臥冰求鯉」、「孟宗哭竹」、「恣蚊飽血」

都算是以一種自虐的方式來達到孝道的實踐，其中尤以「為母埋兒」為極致。
25加上唐以後「割股療親」所在多聞，宋代蘇軾在〈議學校貢舉狀〉裡說到：

「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廬墓。上以廉取人，則弊車羸馬，惡衣菲

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不至矣」 26，認為皇帝的好惡、獎懲往往造成社會

                                                 
21 李林認為中國將蓮花與生殖崇拜聯繫在一起，是受漢時從印度傳進來的佛教影響所致。

見李林著：《梵國俗世原一家：漢傳佛教與民俗》（北京：學苑出版社，2003 年 7月），頁
118。 
22 唐時已有七夕供童子像的習俗。元釋圓至引《唐歲時紀事》：「七夕，俗以蠟作嬰兒器，

浮水中以為戲，為婦人宜子之祥，謂之化生。」「化生」即是「摩睺羅」，摩睺羅一詞學者

認為源自佛經，是梵語的翻譯詞。到了宋代成了七夕供養的童子塑像，甚至引起童子的執

蓮模效，吳自牧《夢梁錄‧七夕》：「市井兒童手執新荷葉，效摩睺羅之狀，此東都流傳，

至今不改。」相關研究請參閱楊琳著：《中國傳統節日文化》（北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年 7月），頁 272-285。伊永文著：《行走在宋代的城市︰宋代城市風情圖記》（北京：中華

書局，2005 年 3月），頁 247-250。 
23 「蓮孩玉」則是宋朝玉雕流行的造像之一，將玉雕成圓臉、身穿馬夾、大肥褲，手執蓮

花於頭上，交腿的童子像。見陳江著：〈蓮孩玉——是論宋代執蓮童子題材玉雕的起源和命

名〉，《東南文化》第七期總第 135期，2000 年，頁 106-110。 
24 艾爾‧艾佛瑞茲（Al  Alvarez）著，王慶蘋、華宇譯：《野蠻的上帝：自殺的人文研究》

The Savage  God：a  study of suicide（台北：心靈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 年

12月），頁 81、93。 
25 二十四孝現見之通行版本，大致是以元朝時郭居敬編纂的《二十四孝詩選》為藍本。相

關研究見大澤顯浩著：〈明代出版文化中的「二十四孝」——論孝子形象的建立與發展〉，

收錄於《明代研究通訊》第五期，2002 年 12月，頁 11-33。 
26 見蘇軾著，明‧茅維編，孔凡禮點校：《蘇軾文集》（北京：中華書局，2004 年 11 月），
頁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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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氣的轉變，而割股療親蔚為風尚，某種程度上是皇帝旌表所造成的惡俗。

這個現象一直持續到洪武年間，甚至發生因為割脅救母無效，轉而向岱嶽神

祝禱以子命代母，並於母疾得癒後殺三歲子酬神的情事，惹得朱元璋大怒，

下令禁止表旌，可見割股療親的爭議性。27所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不敢毀傷，

如割股得以療親，割或不割？ 28李哪吒剜骨割肉的行為，可說是當時扭曲孝

行的集大成者，他終極了自身來使父母遠罪，毀傷身體的不孝成全了父母遠

罪的大孝，自然給予讀者極大的震撼，然而這一震撼的凸顯又被建立在之後

的蓮花化身「不孝弒父」的落差情節上。 

神性的不確定性，是人民崇拜神靈的主要原因，就像太陽可以生長萬物

也可以帶來旱災死亡，所以有太陽崇拜；江水可以肥沃土地也可以奪走生命，

所以生民不敢忽視水祭。哪吒給予人的吸引力，有一部份也來自於這樣的不

確定。在故事的安排下，哪吒的孝與不孝表現得十分直接，如同他的殺戮與

源源不絕的生命力，都給人強烈矛盾、突兀的刺激。使父母遠罪後竟是弒父，

以忠孝的觀點來看，成全了罪不及父母的小孝，隨後是放到國家之忠這一個

「大孝」上來著眼。蓮花化身後的哪吒可以無牽掛的為周朝效命，但他面對

了是代表殷商的父親李靖，按照周朝為天命所歸的情形來說，殷商派來任何

阻擋天命運行的人物，哪怕是仙神也格殺勿論，所以哪吒追殺李靖可以說是

                                                 
27 這一件事轟動當時，明太祖聽聞之後十分震怒，認為這根本是滅絕人倫的事情，所以下

令將江伯兒杖百，發戍海南，並要求禮部尚書定旌表孝行事例。禮部尚書任亨泰奏議說：「人

子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樂，有疾則謹其醫藥。臥冰割股事非恆經。割股不已至於

割肝，割肝不已至於殺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墮宗絕祀尤不孝之大者，宜嚴行戒諭，倘

愚昧無知亦聽其所為，不在旌表之列。」江伯兒為母殺子事，分見《明史‧列傳卷一百三

十七》、《明史‧列傳卷二百九十六》，張廷玉著：《明史》（台北：台灣中華書局，1971 年 9
月）。從蘇軾到明朝禁令可見由於皇帝的旌表孝道，反而使得社會出現奇怪的人倫悲劇。 
28 明清時期大量出現割股療親的記載，明代《繪圖烈女傳》裡的〈節孝范氏〉、〈韓文炳妻〉

畫的就是割臂圖。割股療親到底是孝還是不孝？光是明朝的帝王就因為是否表旌這樣的行

為而有反覆不同的詔令頒布。割股療親的史料最晚見於隋，唐時已經是一個十分興盛的孝

行。「割股」是一種代稱，泛指割肉救親這一個行為（古以為股肉為下體，割下體以療親反

而對父母不敬，所以多割臂肉，尤其明清地方志中，割臂比割股的記載還要普遍），其實以

血、髓、肝、心、眼、脅肉、頸肉、拇指、腳指乃至乳房療親，都有史載。割股現象大都

發現在貧窮人家，也因醫療知識、醫療資源不足導致救治行為未見起色而採取此危險舉動。

而在醫療知識上，醫書中也記載了人肉的療效，大致因以肉補肉、同類相補、親人血氣相

連相補作為醫療理論依據，另統治者重視孝道、旌表割股行為以及佛教為融入中國社會故

提倡孝養觀念，而大肆宣揚佛祖割肉就親故事也大大影響此一行為的風行，甚至成為家風、

族風。不過也因為觀念上認為必須以親人，尤其是父子母女的血肉才會相連相通相補，進

而擴及到姻親、奴僕這一「家人」概念，所以「割股」行為是家族血脈網絡下（包括未過

門媳婦的擬血緣）的一種行為，頂多做到將割下的體肉寄到遠地醫治異地親人，並未出現

「人藥市場」的狀況。詳見邱仲麟著：〈不孝之孝——唐以來割股療親現象的社會史初探〉，

《新史學》六卷一期，1995 年 3月，頁 49-94。邱仲麟著：〈人藥與血氣——「割股」療親

現象中的醫療觀念〉，《新史學》十卷四期，1999 年 12月，頁 67-116。林惠勝著：〈漫談「割

股療親」〉，國立台南師範學院語文教育中心《語文教育通訊》第十九期，2000 年 1月，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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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經地義，但問題就出在，李靖和哪吒有「血緣」關係。這一血緣關係該如

何轉變？其實後面的鄧玉嬋、殷郊、殷洪都遇到這樣的問題，而表現在文王

武王身上則上綱到臣弒君的問題。在李靖父子身上，仙神因為父子關係的阻

礙，而哪吒又是正道執行者，所以仙神乾脆重新定位李靖的國家代表屬性，

使得父子爭殺順理成章的被弭平。 29

另外，孫隆基的研究，提供了論者另一種思維：孫隆基認為西方文化有

所謂的「弒父」文化，中國文化則有「殺子」文化。中國的殺子文化是一種

「死亡崇拜」，它將新生命加以摧殘，好灌溉行將就木的老生命，這種行為

最具體的例子便是二十四孝裡郭巨的為母埋兒。在中國的觀念裡，子的「不

肖」父便引來殺機，帝王政權的交接棒，往往也交給相對乖巧聽話的孩子，

而不交給具叛逆性的下一代。「養不教，父之過」，中國文化在人格的培養

上重的是「仁」的「他制他律」，因此把每一個個人看成是「不道德」、「未

成熟」的個體，身為嚴父，則必須以外力去制服下一代，使其符合社會的期

望，而不是以批判選擇的方式去接受社會規範。西方弒父文化中清楚交代新

的一代身上有「性」的特性（娶母），但在中國父子之間雖然產生衝突，母

子之間的感情卻極為融洽，而這種融洽跟「性」可說是毫無關聯，反倒是更

多的依賴，「因此，中國人的母親似乎永遠是自己與父親之間的一面擋箭牌，

使自己無須去面對與嚴父的決裂及本身成長的問題」。30

 
從孫隆基的研究來看哪吒，我們的確在哪吒自殘之後看到哪吒藉由母親

來避免與父親的衝突，這中間並未出現「娶母」情結，反倒是想借「母胎」

得以重生。西方代際關係是藉由「弒父娶母」來令自己成長，而中國人即使

和父親對抗，甚至進而弒父，也不見得真正成長了，「因為總有母胎可以回

歸」。 31「殺子」與「弒父」並陳，看到哪吒故事中剜骨割肉情節富含了兩

種不同觀念的對立，李靖殺子（其實是毀金身）、哪吒蓮花化身後的弒父報

仇，更見哪吒所代表的「道」，兩極相生相剋的形象化表現。哪吒自殘後為

尋求母親的協助而託夢，從後續故事發展來看，的確正如孫隆基所說，避免

了和父親衝突以及正面面對自身成長問題的尷尬，但這樣的「回歸母體」只

會繼續成為一個乳臭未乾的孩子，是父親的弒子行為，逼使哪吒朝打破父權

的方向「成長轉變」，進而「弒父」，倒成了一個有別於傳統的特殊例子，

                                                 
29 其他如鄧玉嬋，由於父親愛女心切而陣前倒戈，才解決了忠孝難全的問題。至於殷郊殷

洪，兩兄弟受到申公豹的挑撥，反天道之大忠而成商紂之小孝，最後的下場便是慘遭封神。

從武王順應天命，不再以文王遺命為宗而得以順利政權轉移的情況來看，行德政的一方，

上天將以各種方式使得人倫矛盾得以解決，不論是否過程過於牽強。 
30 孫隆基著：《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桂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年 5月），頁 198-211。 
31 孫隆基著：《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桂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年 5月），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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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連聖君賢能如舜，就算明白自己的父親處心積慮的想除掉自己，也還是甘

願自陷險地，逆來順受，以換取和父親之間的和平相處，這也難怪哪吒叛逆

的出身故事是《封神演義》中最為突出，最受矚目的一環。 

 
第二節、孫悟空：情節的安排與術語的共構 
 

孫悟空的兒童形象不如哪吒甚至紅孩兒出自於「兒童外在」的造像，而

是以「猴擬人」之型，藉由七回出生故事，仿史傳筆法，書寫人物的成仙歷

程。透過如何由獸變人、如何學道以長生不老乃至得到天上地下仙佛魔怪的

認同等情節，孫悟空如同人一般經歷成長歷練，得以擔負西天取經之大任。「成

長」的概念，從得到教訓到終於學會、真正擁有，孫悟空除了「抗侮力量」

的提昇之外，外在的形象或內在的心靈成長的追求，其實並無多大改變。被

壓在五行山下的孫悟空仍然一副猴頭模樣，所有因不被重視而產生的反抗心

態並沒有經由理解而內化，反而只是屈服於更強大的外力，被「鎮壓」在佛

祖的指掌之下。五百年後，唐三藏撕下咒語解除禁錮，孫悟空神通依舊，野

性與不滿仍然如火如荼，金箍圈與緊箍咒成了禁閉「妖力」的主要法器，雖

然在西天路上不時能以十分理性的口吻來提點唐僧，但就角色扮演來說，孫

悟空儼然以唐僧慈悲為懷作為對照——亦即懲惡勸善的可能。 32當然，相較

於孫悟空之前大鬧天宮的逞兇鬥狠，在西天取經時一身仙佛代言人的模樣，

的確有了不少的改變，堪為佛祖天界「懲惡勸善」的最佳代表，但那股源自

天性的破壞力與戰鬥力始終沒變，就連最後功德圓滿所得到的法號，也是以

戰鬥為關鍵句的「鬥戰勝佛」，不禁令人好奇，孫悟空之於兒童神，屏除兒童

外在、眾多神仙故事雷同的求道成仙橋段，在不是很明顯的「經驗→教訓→

成長」的敘事安排下，是如何被以「成長」的角度來將猴模獸樣的孫悟空「兒

童神」化？關於這一個問題的探討，有必要跳脫文本內容，藉由讀者閱讀的

角度來觀察，才能突出看見孫悟空兒童神化的另一種過程。漢斯‧羅伯特‧

姚斯（Jauss,Hans Robert）在《向文學理論挑戰的文學史》中提到：33

   
  「各個時代（對一部文學作品）的決斷」不僅僅是「其他讀者、批評

                                                 
32 張錦池說：「靈山就在孫悟空的金箍棒上。」又說「作者寫了兩種明德止善路線的對照：

一種是唐僧的，認為『勸善』就是『懲惡』，而且是最大的『懲惡』；一種是孫悟空的，認

為『懲惡』就是『勸善』，而且是最大的『勸善』。」見張錦池著：《西遊記考論》（哈爾濱：

黑龍江教育出版社，1997 年 2月），頁 248。張錦池著：〈宗教光環下的塵俗治平求索——

論世本《西遊記》的文化特徵〉，《文學評論》1996 年第六期，頁 138。 
33 漢斯‧羅伯特‧姚斯（Jauss,Hans Robert）著：《向文學理論挑戰的文學史》Literary History 
as a Challenge to Literary Theory，原文為德文，該書之論述節錄於拉曼‧塞爾登（Raman 
Selden）編，劉象愚、陳永國等譯：《文學批評理論：從柏拉圖到現在》The Theory of Criticism 
From Plato to the Present（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0 年 5月），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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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評論家、甚至教授的累積的判斷」；它是對嵌於作品之中並在接

受史的不同階段得以實現的潛在意義的連續展開，只要理解判斷力在

與傳統的遭遇中能以一種意志的方式達到「視界的融合」，作品的潛

在意義就能自行展開。 

 
《西遊記》被視為「成長」小說進而解讀出新義，早在張靜二、劉勇強

等人的研究就已有系統的展開，就連成君憶（專業企業管理顧問）也通過這

樣一個概念，將孫悟空社會化的過程應用在職業生涯規劃上，寫成《孫悟空

是個好員工》的書籍。34原先以「大眾小說」樣態出現的百回本《西遊記》，

經過共時性與歷時性的汰煉，在不同的時代被給與不同的意義，文本空隙不

斷被詮釋、書寫所填補，進而成為經典。在歷代深陷儒釋道詮釋漩渦的《西

遊記》，如今被以「成長」概念關注，這一潛在元素的開發其實有跡可尋。 

 
到底文本當中存在著什麼元素使孫悟空得以半獸姿成為兒童神？必須

先觀察另一解讀現象所給予的提示。《西遊記》的幽默詼諧甚至顛倒當時人們

對於仙佛乃至陰界神聖不可侵犯的觀念，提供了一個特殊的閱讀視野。這樣

的閱讀視野解構天界的神威，才成就了孫悟空縱然大鬧天宮、一反天道，卻

頗受大眾「英雄無用武之地」的同情與愛戴，不同於《水滸傳》敘事以先驗

的口吻諭示一百零八條好漢是被放走的「妖魔」，並非個個都是值得原諒的英

雄，《西遊記》以一開頭天地生成的敘事塑造天界莊嚴的神態，給予讀者的是

一個再熟悉不過的「秩序」召喚，喚起讀者對於故事敘事背景的先期認知，

然後在嚴肅不變的秩序認知確立之後，開始解構這一嚴肅的秩序存在。所以，

玉帝昏庸、眾神無能，甚至天界的至高不變法則都變成荒唐，提供了孫悟空

由魔轉為「英雄」的可能，也在這一大落差的不協調下，鬆動權威，紓解龐

大的政治壓力，形成滑稽、幽默甚至反諷的敘述基調，奠定《西遊記》十分

特別的敘事基調，而這樣的敘事策略，意外的大受歡迎，情節的推展在不斷

的熱鬧緊湊中進行，節奏的緩和不一定只是一莊又一莊，一國再一國的情景

描寫，更多參以語言的詼諧藝術，戲而不謔的筆調，使得百回本《西遊記》

廣受大眾喜愛。就連《紅樓夢》第二十二回〈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製燈謎賈

政悲讖語〉裡的寶釵點戲，也不忘藉《西遊記》給人熱鬧有趣的印象，作為

薛寶釵善體賈母愛詼諧熱鬧的暗示。35

 
這樣的一個趣味性，胡適之認為《西遊記》充分表現「滑稽趣味和玩世

                                                 
34 成君憶著：《孫悟空是個好員工》（台北：臉譜出版社，2004 年 11月）。 
35 曹雪芹著，馮其庸重校評批：《瓜飯樓重校評批紅樓夢》第二冊（香港：天地圖書有限

公司，2004 年），頁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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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是一部「很有趣味的滑稽小說、神話小說」。 36其後金燕玉《兒童文

學初探》37、鄭明娳《珊瑚撐月——古典小說新向量》也點出《西遊記》具

有童話的特色 38，譚倫傑更進一步將《西遊記》劃歸為「童話小說」。39劉勇

強則認為《西遊記》趣味化、諧謔因素與奇幻色彩，除了體現「民眾樸素的

道德情感和生活經驗、知識」以外，「還具有積極樂觀的情調、新奇瑰麗的想

像，生動活潑的形象」，可見「作者對民間童話是十分熟悉的。他不僅吸收、

改造了大量民間童話的故事和人物，而且還把民間童話結構上的某些特點運

用到小說構思中來」，因此《西遊記》極「具民間童話的風韻」，是一部「熱

鬧，悶時節好看」的作品。40由此可知，《西遊記》故事以熱鬧詼諧幽默的情

節吸引大眾，更以豐富的想像力使兒童著迷。 

 
以童話的角度來解讀《西遊記》這部小說，研究者屏除歷來讀者賦予《西

遊記》的微言大義說解，光從情節的幽默、風趣、詼諧、熱鬧、極富想像力

以及敘事模式等小細節的關照，來說明《西遊記》為何一再被改寫、續寫、

翻拍成電影、電視劇，乃至卡通、漫畫、電子遊戲，深受兒童喜愛，甚至成

為最佳的兒童讀本的原因，給予本文一個孫悟空為什麼並非以兒童外型為

主，卻廣受兒童歡迎，並成為爭相模仿的「兒童神」的佐證。 41在這一連串

的觀察中，研究者還在述及情節安排技巧的解析下，提出《西遊記》如同民

間童話喜歡將情節或事件加以反覆的層遞現象，替本文之前論述孫悟空、哪

吒、二郎神、紅孩兒、牛魔王（甚至唐三藏），纏繞著水神故事原型不斷衍生

的重複故事基調提出了另一種解釋。金燕玉在〈西遊記和童話〉一文中提出

「尸魔三戲唐三藏」「三段程式」的觀察，是童話「反覆」要素之一。潘壽全

也針對「尸魔三戲唐三藏」做了「大三段法」的精采說解，認為白骨精三戲

唐僧是手段，吃唐僧肉才是目的。扣合唐僧有孫悟空這一能士保護，使得白

                                                 
36 胡適著：《中國章回小說考證》（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年 12月），頁 271。 
37 金燕玉著：《兒童文學初探》（廣州：花城出版社，1955 年 5月），頁 69。 
38 鄭明娳著：《珊瑚撐月——古典小說新向量》（台北：漢光文化事業出版社，1987 年 3月），
頁 29。 
39 「讀《西遊記》時，就發現書中少兒心理、乳犢情性，幾乎隨處可見。後來參考專論童

話的著作，更加覺得：它那作為童話靈魂的神奇幻想，它那為兒童津津樂道的曲折有趣的

故事情節，它用擬人化手法塑造的孫悟空、猪八戒等童話人物，它那適合少兒口味的淺顯、

生動、活潑、風趣的文字，及有益於少兒心智的內容和寓教於樂的方式，所有這些，都很

符合童話的特徵。」譚倫傑著：《百變大聖取經行：漫話西遊記》（台北：萬卷樓圖書有限

公司，2000 年 10月），頁 41-42。 
40 見劉勇強著：《西遊記論要》（台北：文津出版社，1991 年），頁 172、劉勇強著：《奇特

的精神慢遊：西遊記新說》（北京：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1992 年 6月），頁 23、177。 
41 魏淑珠說：「悟空成為廣受歡迎的人物，證明他本身具有相當程度的魔力。我曾經觀察

幾個小朋友，看完西遊記的卡通影片後，人手一根棍子，爭著要做孫悟空。最小那個小朋

友才三、四歲，幾個大一點的孩子不肯讓他當孫悟空，急得大哭起來。」參見魏淑珠著，〈從

「胡鬧小兒」的角度看孫悟空〉，《中外文學》第十五卷第四期，1986 年 9月，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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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精在計吃唐僧肉時有空間和時間的壓迫，這樣層層遞進，緊緊抓住「吃、

變、打」三字，並以「打」為主軸推進三段法來顯示藝術力量。繼此而下的

張蘭貞更列舉了文本中的例子作佐證。 42當然，百回本《西遊記》的創作，

並非「有意識」地通過「童話」概念而完成，但的確是聚集了許多民間智慧

與傳說，透過作者的巧思將零散的故事情節串聯起來。我們從這樣一本創作

深受兒童歡迎的結果反推，觀察到《西遊記》作為大眾文本的本身，有許多

和西方童話研究——童話之所以是童話——相呼應之處，進而替《西遊記》

找到受兒童喜歡的可能解釋，且這些可能，因著喜愛《西遊記》而集中在文

本當然英雄主角——孫悟空身上。也就是說，世德堂本《西遊記》因文本的

詼諧幽默、神話色彩、想像馳騁的變化多端以及熱鬧有趣的角色情節，使得

研究者將《西遊記》與西方所謂的「童話」觀念作一連結進行研究。可知《西

遊記》的刊行，雖然沒有為兒童寫作的概念，《西遊記》本身便蘊含了受兒童

歡迎的元素。 43

 
回到探究「成長」概念使孫悟空以半獸姿成為兒童神這個議題上：受到

文獻的限制，目前無法探知《西遊記》自從成書以後到開始以童話角度解讀

的這段時空裡，兒童對於閱讀或聆聽《西遊記》故事時的反應之共同交集為

何，所以論者只好從近來的兒童閱讀觀察假設，兒童喜歡孫悟空更甚於《西

遊記》裡的其他角色，是一種可以溯及以往並跨越時空的現象。然而，兒童

在聆聽、接觸以及閱讀時，感受到心領神會的歡愉，甚至以孫悟空當英雄，

體現在同儕相處的人際空間時，是否真的能將半獸型的孫行者等同於「兒童

神」這一個觀念並表現出來成為一個穩定的論述，則有待商榷。孫悟空在《西

遊記》裡神通廣大，齊天大聖的名號響徹雲霄，讓所有的神魔妖怪頭疼，而

在取經工作完成之後，也被賦予「鬥戰勝佛」的名號，但這些都不如直接以

兒童外型的哪吒或紅孩兒（善才童子）容易被孩子認同，甚至孩子注意到的

是「齊天大聖」，是「美猴王」，是「孫悟空」，而非「鬥戰勝佛」。那麼，獸

型的孫悟空成為「兒童神」，除了神通廣大、不可一世、冒險犯難的英雄氣概

以及在取經隊伍裡儼然是一個最有力量解決問題的人物而成了大家心中的

「孩子王」，也應有來自於成人閱讀者的詮釋，並在不斷的詮釋傳遞過程中，

「兒童神」化的部分。 
                                                 
42 像孫悟空三打白骨精、三借芭蕉扇，甚至屢遭三藏貶退都是廣為人所熟知的情節。見張

蘭貞著：《西遊記的童話性研究》（國立台南師範學院碩士論文，2002 年 6月），頁 35-38。
金燕玉著：〈西遊記和童話〉收錄於江蘇省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錄之《西遊記研究：首

屆西遊記學術討論會論文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 年 3 月），頁 146。潘壽全著：
《萬千變化西遊趣》（台北：開今文化出版公司，1993 年 5月），頁 100-102。 
43 清‧含晶子〈西遊記評注自敘〉：「孩童喜其平易，多為談助，予少時亦以為談天炙輠之

流耳。」見朱一玄、劉毓忱編：《西遊記資料彙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 年 12
月），頁 363。 

 117



兒童神的敘事——以孫悟空與李哪吒為主的考察 

 

 
在百回本《西遊記》的篇章中，「嬰兒」、「赤子」這樣的詞組並不少見，

有的純粹指的是一般的稚齡小孩，如第七十九回〈尋洞擒妖逢老壽  當朝正
主救嬰兒〉裡的「嬰兒」便是被妖怪抓走的小孩；有的則是以孫悟空或唐三

藏為相對指涉的「術語」，例如第四十回〈嬰兒戲化禪心亂  猿馬刀歸木母
空〉，參照內文情節，「嬰兒戲化」指的是紅孩兒變成稚童欺騙唐僧這件事，

但和「禪心」、「猿馬刀歸木母空」這些特別指涉的字詞放在一起呈現，就不

只是單純的僅指「紅孩兒變成稚童」這件事，反而更有與唐僧、孫悟空相對

應指涉的意涵；第二十三回詩：「木母金公原自合，黃婆赤子本無差」（269），
「赤子」對應的是唐僧；而第五十八回真假大聖之爭也有詩云：「禪門須學無

心訣，靜養嬰兒結聖胎」（708），對應的就是唐僧以孫悟空為喻的「心君」。
另有如第三十七回〈鬼王夜謁唐三藏  悟空神化引嬰兒〉、第三十八回〈嬰兒
問母知邪正  金木參玄見假真〉中的「嬰兒」，指的是烏雞國太子。這裡，太

子的形象不甚明顯，但可知絕非稚齡兒童這般的「嬰兒」，那麼如此的回目安

排，很容易讓人直接認為另有所指。的確，這樣看來，回目與詩詞的關鍵暗

示，呈現多重意指的情況，自然容易引起聯想，尤其是有心的解讀者得以通

過道家的「嬰兒」、儒家的「赤子」作情節內涵的引申，例如《西遊記》裡菩

提祖師替孫悟空取名，說了「猻字去了獸旁，乃是個子系。子者，兒男也；

系者，嬰細也。正合嬰兒之本論。」（12-13）李贄在總評裡便直說：「⋯⋯，

即是莊子為嬰兒，孟子不失赤子之心之意。」44第五十三回裡孫悟空用計取

得如意真仙的落胎泉水，行文中插入一詩： 

 
  真鉛若鍊須真水，真水調和真汞乾。真汞真鉛無母氣，靈砂靈藥是仙

丹。嬰兒枉結成胎像，土母施功不費難。推倒旁門宗正教，心君得意

笑容還。（653） 

 
詩句的出現在進行流暢的故事中顯得突兀。「真鉛」、「真水」、「真汞」、「土母」、

「心君」這些用字遣詞，又不得不讓人聯想這樣的安排另有所圖，也無怪乎

有不少人將《西遊記》看成為義隱道教修練真諦的奇書。45從心學而求放心、

以「童心」抵制「義理」這樣以儒家為出發點的闡論也沒少過。46也就是說，

                                                 
44 見朱一玄、劉毓忱編：《西遊記資料彙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 年 12月），頁
230。 
45 李安綱的一系列研究著作，就是抓住《西遊記》裡所有的道教用語來進行與情節間的架

構闡述。周文志編著的《看破西遊記》（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 年 12月），更是借

助《西遊記》文本裡的道教術語，來進行中醫易道學的說解。 
46 如許總主編的《理學文藝史綱》（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0 年 11 月），頁 766-785，
就花了不少篇幅論述《西遊記》是王陽明心學的藝術化闡發，即心學是《西遊記》一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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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文本的回目與詩引，《西遊記》得以進行不同意義內涵的延伸探討，進而

深化內涵，使《西遊記》不只是單向的西天取經情節而已。 

 
反過來說，這些得以進行操作延伸的術語，對於本身不甚了解道教丹術

養生的解讀者，甚至是一般純粹將《西遊記》當成消費娛樂文本的大眾，術

語的這道障礙，便會被忽略，或是以自身的有限理解，轉嫁在可以自圓其說

的邏輯迴路上，於是「嬰兒」、「赤子」某一種程度上暗示與主角孫悟空的可

能關係：孫悟空的詼諧幽默、以笑鬧口無遮攔幾近天真的方式直接戳破存在

現象的矛盾，再加上像第四十七回孫悟空夥同豬八戒變成童男童女大戰靈感

大王、七十九回從妖魔手裡救出許多嬰兒，便一定程度的將孫悟空「兒童」

化、「兒童神」化，成為兒童的保護神。另外，中華文化裡並無刻意以「童話」

為概念來創作的文類，之前提到《西遊記》被解讀成「靈山就在你心頭」的

善良童話47，是適合兒童閱讀的「兒童讀物」，不也是解讀者或研究者在閱讀

《西遊記》之後所產生的感觸，某種程度上進而轉將《西遊記》「推薦」給兒

童的？ 48由此可見，半獸型外表的孫悟空成為兒童神，深受作者在故事情節

的安排以及特殊術語安插的影響，起了讀者在解讀上暗示的作用。 49這個暗

示可能是一種無心，明代的思想家對於「童心」的關注是針對心性問題而來，

但當時十分興盛三教同流的說法，故必須針對「同源」的部分提出證據證明，

                                                                                                                                            
表現的思想。求放心之說是歷來從儒家角度切入者最常進出的切入點，早見於明朝謝肇浙

《五雜俎》卷十五。有關童心說的部分，張錦池認為：「世德堂本實際上是『童心者之自文』。

它把美猴王寫成『自然人』形象，直到成為鬥戰勝佛亦不失其天性，這在人性觀上與《焚

書‧童心說》的思想是吻合的。」見張錦池著：《西遊記考論》（哈爾濱：黑龍江教育出版

社，1997 年 2月），頁 395。其他如劉勇強著：《奇特的精神慢遊：西遊記新說》（北京：生

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1992 年 6月），頁 52。馮雅靜著：《漫話西遊記》（石家庄：河
北人民出版社，2001 年 10月），頁 296-297等。 
47 王齊洲認為《西遊記》作者對於面臨當下社會的亂象，並非固著的以三教中任何一教的

要求去面對，而是以形象生動的方式，在一定的慾望範疇限制下，朝理想邁進。所以《西

遊記》除了是一部修心的預言，更是一部關心現實憧憬未來的善良童話。參見王齊洲著：《四

大奇書縱橫談》（濟南：濟南出版社，2004 年 5月），頁 173-174。 
48 這裡所說的「某種程度」將《西遊記》「推薦」給兒童，指的是兒童與《西遊記》的接

觸，除了是早先從說書人口中聽得，從野台戲裡看得，因而受其熱鬧諧趣內容所吸引的部

分，其實越到後期，尤其是現代，兒童對於《西遊記》，往往是因為成人引薦，或是將《西

遊記》再創作成更適合兒童閱讀的書籍（如注音改寫插圖版童書、漫畫、動畫），來吸引兒

童閱讀或吸引父母購買，成為眾所熟悉的兒童讀物。魏淑珠說：「書店裡多的是改編給各年

齡層的兒童看的漫畫、插畫故事，或是文字較淺顯的少年版；市面上也有不同公司發行的

電影、卡通。這些版本的發行，使得西遊記故事成為流傳甚廣的兒童讀物。孫悟空在中國

民間受兒童歡迎的程度，遠超過成人。」見魏淑珠著，〈從「胡鬧小兒」的角度看孫悟空〉，

《中外文學》第十五卷第四期，1986 年 9月，頁 71。 
49 這樣的狀況，更在現今的社會益發地明顯。許多以《西遊記》為底本的再創作，無論是

漫畫、動畫、電影、連續劇，無不考慮趣味性的深化以及妖魔鬥法的奇幻，更強調標榜「老

少咸宜」，適合兒童觀賞，寓教於樂的部分。而「改編給小朋友看的西遊記，更是側重好玩、

刺激的一面；這一面的主角則是孫悟空而非唐三藏。」見魏淑珠著，〈從「胡鬧小兒」的角

度看孫悟空〉，《中外文學》第十五卷第四期，1986 年 9月，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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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在儒釋道中找到可以擇而用之的共同關注——童心。 50《西遊記》作者

在那樣的時代氛圍下，以「初心」、「童心」、「赤子之心」乃至「嬰兒」為中

心發展小說，取其極大的涵蓋性，增加文本的可讀性，然後依此透過情節凸

顯人物個性，於是人物與人物之間便會因許多衝突矛盾而產生趣味性，特別

是作者本身就刻意營造以詼諧的角度來看芸芸眾生，提供另一種在儒釋道影

響下，透過經驗累積的人生智慧來看百態人生，未免過於諧俗與離經叛道，

進而有模有樣的加入了儒釋道其他相關的術語，意外產生了亦莊亦諧的效

果。這個效果，受到兒童的歡迎以及文本本身「赤子」、「嬰兒」的多重歧義，

使得《西遊記》最受歡迎的英雄——孫悟空，相當程度上被神化為「兒童神」

了。 

第三節、 小結 

在這一章裡，我們看到了李哪吒的兒童神形象參雜了許多民間對於兒童

的認知，不論是在外表甚或是與情節相應的行為，都殘留了前民的智慧，甚

至將儒家、道家以及釋家的關切結合，形成一個多元涵攝的形象。 

孫隆基注意到中國人的小孩從小被要求讀聖賢書，好做個老成的「小大

人」，然而卻又在孩子長大成人之後，視其為「不道德的主體」，處處限制，

甚至連婚姻也做不得主。整個中國儒家的教育，將一個純真的兒童從小抹去

個性化的一面，使其接受超過本身所能理解的——成聖成仁——類型化他制

他律，以期長大成人的個體容易「兒童化」。這個「老年化」、「兒童化」

的階段性要求，共通點在於，規避了戒之在色的不穩定「青少年」期，以去

「性」化的方式，達到安身立命的穩定。
51
因此，「兒童」某個程度成了人

生階段轉變裡十分特殊的形象，人人追求心靈回歸赤子嬰兒，去「性」去「欲」，

以成道德聖人，或生命渴望能無限延長乃至返老還「童」，都使得「兒童」

形象成為一個難以言說的神祕力量，而李哪吒，還發展了兒童純真無知，難

以捉摸的破壞力量，使兒童形象更顯得多元而迷人。 

當然，也可以反過來看：中國傳統對於幼兒的認識一直著重於如何將幼

兒養大成人，以避免生命的早夭，所以在出生儀式、養成禁忌、幼兒醫學各

方面的注重，有著一套獨特的經驗傳承，但這和在思想、生活常規上，以成

聖成賢的道德規範限制兒童的個體自由發展卻有某種程度的悖離。讀書人透

過道家思想注意到身心的自由與嬰兒的關係，在講求道法自然之際，身心束

縛的解脫，以回歸嬰兒的素樸為貼近自然的可能，卻對生命真正處於嬰兒、

                                                 
50 參見黃卓越著：《佛教與晚明文學思潮》（北京：東方出版社，1997 年 10月），頁 105-112。 
51 孫隆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桂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年 5月），頁 208-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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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階段的心智幾近無知與不關心，反以儒家的成聖成賢來塑成人格，導致

真正嬰兒、孩童時期的內在到底是什麼、需要什麼，成了一個不可理解的弔

詭。 

既然心智成熟的成人認為內在的反璞歸真對於人本身最為合適，卻對於

正處幼兒時期的未成年心智的一片純真空白，產生難以壓抑的焦躁與恐懼，

而急於將成人世界的規範框住幼童的心靈，好讓真正純真的心早些院囿合

宜，以待長成之後再拚命回歸嬰兒赤子。由此可見，對於傳統的中國成年人

來說，幼兒期是一段因遺忘而未知的時期。也就是說，每個成年人雖然曾經

經歷過自己的幼兒時期，但那段經驗或許因為懵懂無知，或許因為經年累月，

所以不復記憶，使得那段曾經經歷過的過往成為一個斷裂，待有所意識之時，

便以成人之眼目睹從娘胎而出的生命轉眼間長大成人，當然除了驚懼成長的

力量與造化之偉大，更加深了對於小生命（嬰兒）的無限想像，尤其是生命

的不可思議以及源自於小個體那股源源不絕、不斷長成變化的力量，進而使

得兒童成為神祕未知的形象。 

至於半獸人孫悟空，作者在創作《西遊記》時是否意識到要寫一本適合

孩子閱聽，並使孩子喜愛的「童書」？至少以目前所見的文獻資料來看，找

不到相關可舉證的蛛絲馬跡。面對這樣的困境，對於孫悟空的兒童神化，無

法光就《西遊記》文本來取得證明，因此本章嘗試跳脫《西遊記》文本本身，

觀察《西遊記》由大眾文本變成經典文學的過程裡，有多少的解讀可能促成

孫悟空慢慢被認識為和兒童貼近的形象人物。 

觀察發現，半獸人形的孫悟空，其兒童神形象一方面來自成長歷程的不

斷進化，更來自於情節中多次保救無辜小童以及人物設定充滿積極進取精神

的冒險英雄本色。以整部《西遊記》來說，民間傳統智慧的保留與傳承、人

物互動的幽默風趣詼諧、妖怪鬥法的神奇變化以及人情世故表現的諧而不

謔，都使《西遊記》成為適合寓教於樂的兒童閱讀文本。另外在眾多可能的

讀者解讀反應之下，對於夾雜文本中的術語多所詮釋附會，加深了孫悟空縱

然是「鬥戰勝佛」，最終仍向兒童心目中最喜歡的「兒童神」形象靠攏。這

樣的狀態，固然是文本被經典化過程的一個面向發展，這樣的發展本身並非

空穴來風的架空於原始文本之上。我們發現，這樣的一個後續發展，主要還

是因為原始文本（世德堂本《西遊記》）本身便蘊含了可被發展的這一元素

（即被隱藏許久的預期視野），而這個元素被隱藏在術語「嬰兒」、「赤子」，

以及一種自外於成人角度來看成人世界的戲謔詼諧所共構出來的絃外之音

上。也就是說，李哪吒的兒童神形象是因為外形的兒童樣貌而「神」；孫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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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的兒童神形象則因神而「兒童」（並非來自於外型，而是因為特殊的性格

表現、故事有「成長」、「童趣」情節，以及相關之「赤子」、「嬰兒」術

語的安排共構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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