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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結構之龐雜化現象 

  

 本章節欲順著《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之敘事脈絡，探究小說整體敘事

框架與每段故事的結構。雖然《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中的明朝軍隊隨著旅

程進行一連串的國度冒險，故事進行方式和《西遊記》相似，但《三寶太監西洋

記通俗演義》出現了許多與故事主線無關的旁溢故事，反映出小說情節增添許多

無機情節組合的現象。是以對照魯迅的「雜竊」評價，這種龐雜現象是否是當時

小說書寫中的普遍現象，抑或為單一作品的特殊現象？而造成敘事紛雜的可能原

因為何？故本章節將就單線進行的敘事結構、旁溢敘事的大量組合和人物與情節

的對稱性探討《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情節的龐雜現象。 

 

第一節  《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之敘事結構主體 

 

 《西洋記》雖以歷史演義為名並以章回小說為體裁，在序言中也表示了羽翼

信史的態度，但在小說的敘事結構上是否完全屬於歷史演義、章回小說的體制則

尚待探究，此外在敘事視角方面為轉換或單一情形，以及其情節展演的方式都是

本章節要探討的重點。 

 

一、綴段敘事單元與雙重敘事框架 

 

 《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以下簡稱《西洋記》）總共有一百回，第一到

第九回敘述金碧峰出身修行，第十回則前往南京拯救幾乎要被剿滅的釋家僧人，

由此開始進入了下西洋的主題。第十一回至第二十回以張天師、金碧峰賭勝為框

架，雜敘城隍爺傳說與下西洋的人員徵選、船隻打造與初出海口的遭遇，其後開

始一連串的國度旅程。第二十一到三十二回行經金蓮寶象國與姜姓父女及羊角大

仙戰鬥，第三十三回至四十五回則是以在爪哇國一連串戰役為主，其後四十六到

五十回則在女兒國裡遇到王蓮英、金頭、銀頭、銅頭宮主等敵人。第五十一回到

六十回主要處理撒髮國的戰事，第六十一回到七十一回則是以擊敗金眼國、收服

金角、銀角、鹿皮三大仙為主，七十二到七十八回則是由回目的對稱標題顯示其

內容的對稱性，並以收服飛鈸禪師為主要的敘事框架，第七十九回到九十回中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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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主線漸漸進入了酆都國，從百夫人墮地身死、王明與地裡鬼結八拜之交，到撞

進酆都鬼國，於第九十回五鬼、五官鬧判之處為敘事的最高潮，其後第九十一回

到第一百回則是閻羅王暗示此行可止，眾人班師回京，雖未尋獲國璽，卻得太白

金星進貢夜明珠，一路上各種水精海怪來朝，或求祭祀，或因作亂而被斬，最後

在第一百回眾官領賞，小說於此告終。 
 
 《西洋記》以國度旅行為主的敘事模式和《西遊記》十分相似，浦安迪在《中

國敘事學》中借用了亞理斯多德「綴段性」的敘事概念來分析《西遊記》等章回

小說，「綴段」即為前後毫無因果關係而串接成的情節，這樣以「事」為敘事單

元的型態不僅見於西洋史詩，亦見於中國的史書和其他敘事文學。1艾梅蘭也提

出類似的概念，將小說的標準百回長度中，章回的正序和逆序中得來的對稱數目

相比照，比如百回本中的第十回對第九十回，發展出一些靜態的結構模式，並提

出了陽九與河圖系統以五為單位的結構模式2。細查《西洋記》的敘事模式，若

以「事件」為主題來看《西洋記》的結構安排，在第五十回之前小說大致呈現了

河圖系統以五為單位的結構模式。第一回到第十回以敘述金碧峰出身修行、南京

救難為主前後兩個主題各五單元，但均以金碧峰為主角；第十一回到第二十回則

以釋道相爭為敘述主題，第二十一回開始則是以五回為一單元，二十一到二十五

回鄭和艦隊初戰金蓮寶象國，二十六到三十回二戰羊角大仙，第三十一到三十五

回初戰爪哇國咬海干，三十六到四十回二戰爪哇國王神姑，第四十一到四十五回

三戰爪哇國火母並重治爪哇國，第四十六到第五十回則書寫女兒國的戰役。小說

在第五十一回之後的敘事單元則呈現長短不一的情形，五十二到五十四回則改敘

述王明取得隱身草並以此偷得重要寶物，第五十四到五十八回為一個敘事段落，

第五十九回到六十一回又為三回長度的段落，其後敘事的段落或長達六回（七十

二到七十七回敘述擊敗木骨都束的經歷），或短至兩回（七十八、七十九回敘述

寶船經過剌撒、祖法和忽魯謨三國），長短不一的綴段組合。3由此看來，在每一

個國度的旅行與碰到敵人的敘事模式雖然均與《西遊記》的遇難—爭鬥—解除相

似4，但在整體的敘事結構上卻與《西遊記》有所不同，它前半部大致符合浦安

                                                 
1 浦安迪指出，中國史書中兩大門類「紀傳體」和「編年體」都是把一段段的小單位組合成長篇

巨制的成功之作，而在「奇書文體」小說中的次結構佈局則需從逢三、逢五、逢七、逢九處去尋

找。詳參：浦安迪：《中國敘事學》，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 55-62、68-71 
2 陽九系統即以第九、十九、二十九回的敘述的節奏序列。而《河圖》則是一本以數字五為基礎

的宇宙論圖式。（艾梅蘭：《競爭的話語：明清小說中的正統性、本真性及所生成之意義》，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頁 45-47） 
3 第六十、六十一回則主要陳述征服錫蘭王之後其他國家同來歸順的情形，其次第六十二、六十

三回書寫大戰西海蛟，第六十三到六十六回則書寫對抗金眼國三太子的過程，六十七到七十一回

敘述黃鳳仙戰三大仙的經過，第七十二回為前後兩個事件的過渡，第七十三到七十七回敘述收服

飛鈸禪師和陀羅尊者，第七十八、七十九回又為前後事件的過渡，第八十回到八十四回對抗百里

雁、百夫人、引蟾仙師，第八十五回到第八十六回則羅列阿丹、天方國的珍寶和風俗，第八十七

到地九十三回則為大鬧酆都國，第九十四到九十八回則為返航途中所遇之事，最後九十九、一百

回則是返抵中土，受封頒賞。 
4 鄭明俐：《西遊記探源》下冊，台北：里仁書局，2003，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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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歸納出來的「奇書文體」與艾梅蘭對明清章回小說的觀察，但在小說的後半部

則呈現較為不規則的樣貌。 
 
 從國度旅行、尋寶的角度，《西洋記》亦如同《西遊記》一般將許多次結構

的敘事連結起來，以綴段的方式連結小說人物在每個國度裡的遭遇。然而在《西

洋記》中的綴段方式又有些不同，雖然在前五十回呈現齊整的敘事綴段，但在五

十一回之後便呈現參差不齊的狀態外，同時在事與事之間又有一到二回的過渡敘

事作為連結，第五十二到五十四回寫王明之事，第五十五到五十八回則寫大戰金

毛道長，六十七到七十一回敘述黃鳳仙大戰三仙，第七十三到七十七回敘述收服

飛鈸禪師和陀羅尊者，在這兩件事中間便以第七十二回為過渡；而第七十八、七

十九回又為接引第八十回到八十四回對抗百里雁、百夫人、引蟾仙師事件的過渡

等，使得《西洋記》後半部敘事次結構的連綴形式和所謂的「奇書文體」迥異，

也不符合艾梅蘭所提出的前後呼應的靜態對稱形式，參差不齊、偶以過渡段落作

為敘事連結橋樑的綴段形式使得小說以一個動態有機的組合呈現。 
  
 《西洋記》的敘事框架為有二，一為釋道相爭，二為華夷爭鬥的框架，兩者

在小說中彼此扭纏，綜觀《西洋記》全書，多以衝突來製造敘事的高潮，對外的

衝突表現於對非漢族群的征戰，下西洋艦隊內的齟齬則為釋道相爭。從第一回敘

述玄天上帝下凡掃盡胡人餘孽、燃燈古佛見東土僧人有難便發慈心前去解釋之

事，而至第二十回之間都以釋道相爭為敘述主題的情形可知小說一開始以此敘述

框架，而玄天上帝謫降除滅胡人則成為華夷爭鬥的伏筆。事實上第一回裡燃燈古

佛所要解釋的災難即為第十回的張天師興道滅僧之難5，由此至第二十回之間，

小說的情節敘事都在呈現金碧峰與張天師的賭勝，顯示其於釋道相爭的框架下的

情形。而《西洋記》在第二十一回之後便又置入華夷爭鬥為另一個敘事框架，識

者若從小說情節的安排來看，可知這兩個框架實呈現部分相重疊的情況。小說進

入二十一回後，釋道相爭的框架於此已然隱沒於對非漢族群的征戰之中，除了透

過張天師、金碧峰互諉出戰與張天師力求表現的方式呈演外，亦表現於金碧峰不

居功、慈悲心的態度，然而小說於此亦呈現兩個框架支離的情況：一面呈現非得

征服夷人不可的態度，另一方面釋道兩家卻又一直在下西洋團隊裡暗中較勁。這

兩個敘事框架一直要到第四十三、四十四回道教宗師驪山老母為非漢的火母與金

碧峰鬥法的地方，才得以結合，此處亦是釋道相爭的最高潮6，小說這裡的釋道

相爭「層級」已從金碧峰—張天師拉抬到燃燈古佛對道教宗師，其後此爭雖於第

四十四回中經觀音協調而得以化解，接著要到元帥以奇計制服王神姑處，方是小

說中釋道相爭框架的正式結束。是以接著在第四十六到五十回於女兒國的戰役

                                                 
5 第一回：只一件來，五十年後，摩訶僧祇遭他厄會，無由解釋。（頁 7） 
6 第四十三回裡驪山老母怒罵金碧峰：「金碧峰，你不是把個缽盂奈何我的徒弟，你明明的誇張

你的佛門，欺滅我玄教。」而金碧峰又表示「一個治世的祖師，反受了凡夫所激。」此處對白顯

示釋道相爭的層級已從金碧峰—張天師拉抬到對道教宗師，其後此爭於第四十四回中經觀音協調

而得以化解。（頁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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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師與國師聯手，一個擒住王蓮英，一個親見觀世音，使女兒國力盡投降，

呈現釋道合作的情況。而到了七十三到七十七回，夷地的陀羅尊者與飛鈸禪師與

張天師、金碧峰鬥法僵持不下，最後被王明與黃鳳仙「一個人只一條索，輕輕的

牽將來」7，此處已經明白宣示鄭和艦隊以王明、黃鳳仙等人為作戰主力，金碧

峰此後只剩超度冤魂、渡化妖精的功能8，而天師也回歸展妖除魔的身份，釋道

相爭的敘事不再出現，這顯示了雖然在小說中以釋道相爭為先出現的故事框架，

但在情節的安排上卻是將其收於華夷爭鬥的框架中，呈現宛若兩個圓部分相交重

疊的情況。 
 
 這些連綴的衝突—解決敘事單元收於釋道相爭、華夷爭鬥的框架下，在小說

前半部、兩個框架彼此支離的部分裡為五回一單位的齊整連綴，亦與「奇書文體」

與艾梅蘭對明清章回小說的觀察相符，而小說在第五十回之後，釋道相爭的框架

結束，僅存華夷鬥爭的框架時，便呈現長短參差的綴段現象。從《西洋記》的歷

史演義性質來看，《西洋記》既以「通俗演義」為體，以歷史事件為骨幹，以國

度旅行、追尋寶物為故事主題，從史書的概念來看，以事件為單元將其接綴成篇

實屬必要。在釋道相爭的框架下，從第一回開始敘其謫凡、第四回的禪宗公案情

節到下西洋後助鄭和軍隊擊敗敵人，金碧峰實為這五十回敘事的主角，亦可將這

五十回視為金碧峰的出身修行、解決東土釋道相爭問題的故事。而第五十一回之

後，原為小卒的王明以偷拐矇騙成為先鋒9，而投降大明、善用仙術的黃鳳仙，

甚至直接扮演觀世音以斬金角大仙10。在華夷鬥爭的單一框架下，撓頭大掃星謫

降的王明與非漢女子黃鳳仙成為「降服」各個非漢國家的主將，小說的敘事單元

為一場又一場的大小戰役11，並以一些敘事段落作為過渡的橋樑，整部《西洋記》

便在釋道相爭、華夷爭鬥的雙重框架下，以事件連綴為形式，展開一場撫夷取寶

的旅程。 

  

二、敘事視角的轉移與代言敘事筆調 

 

 視角指的是「敘述者或人物與敘事文中的事件相對應的位置或狀態，或者

說，敘述者或人物從什麼角度觀察故事」12，雖然在明清章回小說中，以說書人

                                                 
7 第七十七回，頁 991 
8 如第九十二回國師超渡魍魉鬼、第九十五回五個字度化五鼠精等。（頁 1180-1191，1218-1230） 
9 詳參第五十二、五十三回。 
10 詳參：第六十九、七十回。 
11 《西洋記》雖與《西遊記》同為旅行、追尋的小說，但是鄭和下西洋並非遇到每個國家都遭

逢抵抗，在敘事單元的連綴上無法以國家作為各個敘事單位的主題，仍是以大小戰役為主。 
12 胡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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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知視角進行敘事乃是常態13，但在《西洋記》中卻藉由對話的型態，呈現了

細部敘事角度流動的轉換情形。《西洋記》的細部敘事視角轉移類型有三，其一

是藉由對話、引文流動轉換，第一回開頭引述的詞： 

 

 春到人間景異常，無邊花柳競芬芳。香車寶馬閒來往，引卻東風入醉鄉。

  釃剩酒，臥斜陽，滿拚三萬六千場。而今白髮三千丈，還記得年來三寶

  太監下西洋。（第一回，頁 1） 

 

在這闕詞裡站在一個後設的位置，以第一人稱的敘事角度回顧這段意氣風發的歷

史事件，而由引述李白〈秋浦歌〉而對昔日三寶下西洋的追憶句子「白髮三千丈」

來看，可知此詞以第一人稱的角度來書寫歷史感懷。在詞章歌詠完畢後，小說隨

即進入了第三人稱全知敘事的角度，分述天、地、人三種世界與九流中的儒、釋、

道三位「大管家」，以此營造一種視覺開闊的閱讀空間感，繼而述說釋教故事，

敘事者以一個說書者的口吻從佛祖盂蘭盆會講起，，以如來之口訴說南繕部州發

生的歷史，從武王伐紂講至胡人治世而有腥羶毒氣未消，使玄帝須如昔日伐紂時

一般，「佈施那戰魔王躡坎離的手段」14。由如來不知摩阿僧祗遭厄的緣故處可

知此段為第一人稱限知視角15，如來言畢，敘事角度又再度流動轉換： 

 

  如來道：「當日殷紂造罪，……五十年後，摩訶僧祗遭他厄會，無由解 

  釋。」道猶未了，……早又驚動了一位老祖。這老祖卻不是等閒的謨。……

  怎見得他是三千古佛的班頭，萬萬菩薩的領袖？卻說……你看他無我

  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頂上光明直衝千百丈……（第一回，

  頁 7-8） 

 

「道猶未了」一句說書套語將敘事視角移至第三人稱全知視角，細察全書的視角

轉折多在第一人稱限知視角與第三人稱全知視角間轉換，第一人稱的視角偶爾在

小說中陳述事情背景時出現，其餘多為第三人稱的全知視角。此外，《西洋記》

的流動視角亦表現在以分述方位景物的書寫上，第三十八回王神姑七十二變，作

                                                 
13 楊義：《中國敘事學》，北京：人民出版社，2004，頁 221 
14 第一回，頁 7 
15 如來道：「當日殷紂造罪，惡毒恣橫，遂感六大魔王，引諸煞鬼，傷害下界眾生。元始乃命皇

上帝降詔紫微，陽命武王伐紂，陰命玄帝收魔。爾時玄帝披髮跣足，金甲玄袍，皂纛黑旟，統領

丁甲，下降凡世，與六大魔王戰於洞陰之野。魔王以坎離二氣，化蒼龜巨蛇。變現方成，玄帝赫

顯神通，躡於足下；又鎖阿呵鬼眾在酆都大洞，故此才得宇宙肅清。今日南膳部洲，因為胡人治

世，箕尾之下，那一道腥羶毒氣尚且未淨，玄帝又須佈施那戰魔王躡坎離的手段來也。只一件來，

五十年後，摩訶僧祗遭他厄會，無由解釋。」（第一回，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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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分別以東、南、西、北的方式描述其分身的情況： 

 

  只見正東上一聲響亮，掉下一個四馬攢蹄的王神姑來。……道猶未了，

  正南上一聲響亮，又掉下一個四馬攢蹄的王神姑來。正西上一聲響亮，

  也掉下一個四馬攢蹄的王神姑來。正北上一聲響亮，掉下一個四馬攢蹄

  的王神姑來。（第三十八回，頁 494） 

 

楊義在《中國敘事學》中以《水滸傳》為例說明了內聚式和外射式的兩種圓形視

角流動方式16，然而引文的外射式視角流動書寫相較於《水滸傳》不僅顯得過於

齊整，正東、正西等「正」字強調也造成了視角以四點式的跳躍移轉，顯得板滯

而僵硬。 
 
 而相較於分述四方景物的手法，隨著情節推衍透過角色的限知眼光移轉以形

成敘事圖景的方式便顯得較為圓滑，第八十五回唐英誤闖地府： 

 

  唐狀元挺身而進，進到裡面，果是有一路火光，……照著火光路上一直

  跑。跑了一會，猛空裡滿腳下都撞得是金子、銀子，堆積如山。仔細看

  來，只是一片白，也不認得是個甚麼去處。……照著火光路上又走。走

  了一會，只見前面黑通通的沒有了路。唐狀元吃一慌，起眼瞧瞧，一座

  高城，一個城門。城門上一個吞頭，張牙露齒，好不怕人也！（第八十

  五回，頁 1098） 

 

在異地的漫遊觀察時，視角便轉而落在情節中的主角身上，從小說的原始敘事者

的第三人稱全知視角轉換成以唐英為出發的限知視角，使得誤闖地府的懸疑感被

凸顯，進而透過其心理反應將地獄的恐怖景象呈現出來，而在敘述完其所見「前

面黑通通的沒有了路」，便移轉至第三人稱的旁觀全知視角「唐狀元吃了一慌，

起眼瞧瞧」，接著書寫所看的事物「一座高城，一個城門……」。第八十七回王明

在地府遇到過世的前妻並遊歷地府的情節亦是如此： 

 

  又只見城裡面的人，都生得有些古怪：「也有牛頭的，也有馬面的，也 

  有蛇嘴的，也鷹鼻的，也有青臉的，也有朱臉的，也有獠牙的，也有露

  齒的。」王明看見這些古怪形狀，心下就有些害怕哩。大凡人的手腳，

                                                 
16 楊義：《中國敘事學》，北京：人民出版社，2004，頁 228-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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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管於一心，心上有些害惶，手就有些酸，腳就有些軟。王明心上害怕，

  不知不覺，就像腳底下絆著甚麼，跌一轂碌，連忙的爬將起來，把一身

  的衣服都跌污了。（第八十七回，頁 1117） 

 

從旁觀者的視角轉成王明的主觀限知視角，直接細數王明所見：「牛頭、馬面、

蛇嘴、鷹鼻……」等古怪樣貌，其後敘事視角又變成旁觀者敘述其反應，甚至有

所說明，「大凡人的手腳，都管於一心，心上有些害惶，手就有些酸，腳就有些

軟」，以引出其害怕的動作。這一類型中的敘事視角流轉較為細緻，不見很明顯

的對話與引述，亦非透過方位轉換以描寫地景，而是透過小說人物的眼光、心理

來書寫，藉由敘述小說人物的反應，呈現了其個別的觀察，豐富了《西洋記》的

內容。 
  
 《西洋記》全書幾乎是由人物的對話堆砌而成，小說敘述者亦常採以說書人

的口吻來敘述事情的發展，是以諸如「道猶未了」、「卻說」、「怎見得」等說書套

語在小說中時常出現，呈現第三人稱全知視角的情形，至於第一人稱限知視角則

多於小說角色的思想、話語處呈現。雖然《西洋記》中穿插了唐英、王明遊歷地

府的感想，但在敘述情節時仍回歸至第三人稱全知視角，敘述者以說書口吻先行

解釋人心中害怕致使手腳痠軟，接著再以旁觀角度紀錄王明的驚恐反應。小說於

對話間以第三人稱全知視角敘述，在描述角色反應時則以旁觀者的角度來描寫，

偶間以第一人稱限知視角，將角色的口白與純旁觀敘述的語句相比，小說人物的

話語風格除了少數如和合二仙、馬公公、張狼牙、永樂帝等人的性格特色較為顯

明外，其餘都不明顯，甚至與旁觀敘事的筆調毫無二致，如第十七回眾匠人齊聲

描述魯班樣貌： 

 

  「他終日裡蓬頭跣足，腰上係的是四個拳頭大的數珠兒，左腳上雕成一

  隻虎，虎口裡銜一個珠；右腳上雕成一枝牡丹花，花傍有一枝蘭草。」

  （第十七回，頁 216） 

 

與第五十四回描述王明樣貌的筆調相似： 

 

  文武百官仔細定睛，果是南朝一個軍士，頭戴碗子盔，身披黃罩甲，腰

  繫皮挺帶，腳穿綁腿趿鞋，左手一根草，右手一張刀。（第二十回，頁 
  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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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顯示了小說中的敘事筆調並不因為人物對話而有所改變，正如楊義在《中國敘

事學》所述，「說話人首先必須和他敘述的人物視角重合」，明清章回小說也多藉

由視角的流動過程將局部的限知合成全局的全知視角17。 
 
 綜觀《西洋記》視角流轉的情形，實承繼了《西遊記》等明代章回小說的書

寫角度，然而在人物的口語表現上則不若《西遊記》、《封神演義》等個性鮮明，

反而少有性格顯露，呈現了單一的代言形式與敘事筆調。若將這樣的代言形式、

單一敘事筆調和小說中常常出現的說書套語視為一文學現象，則《西洋記》的敘

事視角實為一說書者的第三人稱全知視角，然而小說中的視角流轉或以對話引文

來進行移轉，或以四方描寫的生澀跳躍，卻也顯示了這股源於民間活力的強烈的

跳躍感18。在敘事語調方面也與話本的紀載形式相仿，小說中處處可見說書口

吻，不單出現在小說旁白敘事，亦出現在小說人物引述故事的話語中，是以在視

角轉換的同時，單一的敘事筆調也同樣在小說人物的聲口中出現，第十一回以城

隍菩薩之口引述呂純陽戲白牡丹故事便為一例 ： 

 

  呂純陽本是標緻，……你便是個鐵石人，也自意惹情牽。你看他頭戴紫

  薇折角巾，身穿佛頭青縐紗直裰，腳穿褲腿兒暑襪，三鑲的履鞋，竟迎

  著那閨女兒走。（第十一回，頁 135） 

 

若將城隍菩薩所說的整段故事截取出來亦可首尾自成一篇，而金碧峰與城隍菩薩

的問答成文將這則故事與敘事主線相結合，從「你便是個」和「你看他」可知亦

小說敘事亦帶有說書口吻。雖然與小說主題的敘事角度一樣屬於第三人稱的全知

敘事，但在小說角色引述其他故事時視角其實已經藉由代言的方式而被轉移，形

成了「說書中的說書」的現象。以第二十三回寶象國姜老星自稱夷人和二十四回

姜盡牙與姜金定的自述等以木蘭、甘羅等漢人典故自喻的情形來看19，《西洋記》

裡的人物話語實為敘述者以代言的姿態訴說，所以當敘述者代言非漢角色時，他

自稱夷人，以漢人典故自喻，彷彿戲劇中的角色扮演。這顯示了《西洋記》的作

者對於非漢族群的瞭解不深，他是站在一個漢族文人的立場去表現這些筆下的非

漢角色，所以其代言痕跡極為明顯，是這本小說的一個特色。 

                                                 
17 楊義：《中國敘事學》，北京：人民出版社，2004，頁 221 
18 《刎頸鴛鴦會》、《錯斬崔寧》等宋人話本與保留不少說話人口吻的《水滸傳》在視角層面轉

換分明，帶有強烈跳躍感和民間活力，而文人小說雖然亦受到說話人口吻的滲透和影響，但視角

層面的合縫處已經磨合得相當到家。（詳參：楊義《中國敘事學》，北京：人民出版社，2004，頁

236） 
19 第二十四回：番將道：「俺是姜總兵二公子姜盡牙的便是。甘羅十二為丞相，豈不是稚子

乎？」……姜金定說道：「木蘭女代父征西，豈不是個女子？妾自幼跟隨父兄，身親戎馬，武藝

熟嫻，韜略盡曉。更遇神師傳授，通天達地，出幽入冥。」（第二十四回，頁 31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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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演義與史實的交響 

 

 《西洋記》以歷史演義為體，以鄭和下西洋為主要的題材，全書開頭之詞亦

對時空浩瀚，人事流轉提出無限感慨，如第一回開頭之詞： 

 

  春到人間景異常，無邊花柳競芬芳。香車寶馬閒來往，引卻東風入醉鄉。

  釃剩酒，臥斜陽，滿拚三萬六千場。而今白髮三千丈，還記得年來三寶

  太監下西洋。（第一回，頁 19） 

 

相較於楊慎【臨江仙】對人間是非成敗的虛無縹緲輕付笑談，《西洋記》的詞作

不僅拼貼痕跡明顯，在歷史感懷的部分也頗有閒談的況味。不若《三國演義》全

書開宗即言「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西洋記》則先明說天、地、人

的生成，這樣的提法與《西遊記》、《封神演義》等較為相似，顯示了在《西洋記》

在歷史演義的格局下，同時具備了神魔書寫的元素，並且在其後釋道相爭、華夷

鬥爭的框架下得到了充分的發揮。 
 
 《西洋記》中所遇國度多於史有據，趙景深〈三寶太監西洋記〉一文便指出

《西洋記》中的國度敘事均引用《瀛涯勝覽》、《星槎勝覽》，而張火慶〈「三寶太

監西洋記」的人物角色與旅途反應〉亦指出在歷史演義中往往要留給「確有其人」

或「影射真人」的角色，便是分別代表儒釋道回四教的王景弘、金碧峰、張天師

與鄭和，這些人物也都確有其人。20如果說講史平話使用文言是一種擬史態度的

發揚21，那麼以「補史之闕」態度書寫的《西洋記》當如講史平話、《三國演義》

一般以文言、淺近文言的態度書寫才是22。而若從敘事視角來看，中國傳統的史

家不僅採取全知視角來書寫史傳23，以事為主的敘事單元亦使史書成為大小事件

的綴段組合，而史筆的權威性也促使史官們必須如同身歷其境一般地生動書寫歷

史事件的始末。對照以「羽翼信史」的姿態書寫的《西洋記》，採取集合各種流

動的限知視角而形成的全知視角似乎也是與史傳敘事遙相呼應之處。儘管在史學

                                                 
20 張火慶：〈「三寶太監西洋記」的人物角色與旅途反應〉，《興大中文學報》，1989.01，頁 133-155 
21 樓含松：《論講史平話的語言特徵》，杭州：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32 卷第 6
期，2002 年 11 月，頁 51-56 
22 《西洋記》序言中有「稗官野史謂何，此西洋記所由作；布帛菽粟謂何，此西洋記所由。」（頁

19） 
23 楊義：《中國敘事學》，北京：人民出版社，2004，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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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領域中對於良史的標準與概念都隨時代有所更動24，從晉史董狐的史筆直

書、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提出了求真求實的概念25，以及到了明代中葉

的王世貞咸著重「秉筆直書、務實求真」的標準，強調「史之大綱在不虛美，不

隱惡」26。相較於史書，民間的講史便多半有「牽引歷史以拍合於野語村談」之

譏27，這個「野語村談」即指出講史雜有俚俗語句和支蔓敘事的特質。歷史演義

的書寫者在史傳與講史的雙重影響下，雖然強調「言雖俗而不失其正，義雖淺而

不乖於理」，仍亦需與史書有所區隔28。弘治年間的庸愚子便於《三國志通俗演

義‧序》以其必須「事近其實」，並對歷代評話多所棄厭29，嘉靖年間的修髯子

則持不同的意見，以牛溲馬勃喻小說亦有益於世道人心，可羽翼信史30。《西洋

記》成書的時空背景正好是一個好私修當朝史書的年代，據楊豔秋所考，明朝當

代史著數量盛多，私家目錄已別立一個類目來收藏，而明代中後期士人對私修史

書的偏好源於對當朝政治外交問題的憂慮31，《西洋記》的序言亦透顯出作者的

創作動機： 

 

  開闢之主貴在宣威，守成之君戒於好大，二者殊科，今日東事倥愡，何

  如西戎即序，不得比西戎即序，何可令王鄭二公見，當事者尚興撫髀之

  思乎？（頁 19） 

 

                                                 
24 李紀祥：〈中國史學傳統中的”實錄”意涵及其現代意義〉，《北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4 年第 5 期，頁 68-76 
25 班固：《漢書‧司馬遷傳》：「其文直，其事核，不虛美，不隱惡」（《正史全文標校讀本漢書》

台北：鼎文書局，1970，頁 2738） 
26 鮑永軍：〈王世貞的史學思想〉，《史學史研究》，2001 年第 3 期，頁 34-39 
27 鄭振鐸：《鄭振鐸古典文學論文集‧宋元話本是怎樣發展起來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頁 406 
28 甄偉在《西漢通俗演義序》中提到「若謂字字句句與史盡合，則此書又不必做矣。」甄偉：《西

漢通俗演義序》，收錄於文鏡編輯部：《歷代小說序跋選》，台北：文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

頁 94 
29 《三國志通俗演義》庸愚子序曰：夫史，非讀記歷代之事，蓋欲昭往昔之盛衰，鑑君臣之善

惡，載政事之得失，觀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以以至寒暑災祥，褒貶予奪，無一而不筆之

者，有義存焉。……前代嘗以野史作為評話，今瞽者演說，其間言辭鄙謬，又失之於野，士君子

多厭之。若東原羅貫中，以平陽陳壽傳，考諸國史，自漢靈帝中平元年，終於晉太康元年之事，

留心損益，目之曰「三國志通俗演義」，文不甚深，言不甚俗；事紀其實，亦庶幾乎史。（文鏡編

輯部：《歷代小說序跋選注》台北：文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頁 22-30） 
30 修髯子《三國志演義通俗演義引》：……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義，因義而興

乎感。不待研精覃思，知正統必當扶，竊位必當誅，忠孝節義必當歸，奸貪諛佞必當去。是是非

非，了然於心目之下，裨益風教，廣且大焉，何病其贅耶？……有是哉，子之不我誣也，是可謂

羽翼信史而不違者矣！……牛溲馬勃，良醫所珍，孰謂稗官小說，不足為世道重輕哉！（文鏡編

輯部：《歷代小說序跋選注》台北：文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頁 31-38） 
31 實錄失實與國史編撰的失敗刺激私家著史，加上通今之學與以史經世思潮的衝擊，同時受到

了心學的影響和人期班、馬之心，促使明代中後期私人著史的興盛。（詳參：楊豔秋：〈明朝中後

期私修當代史的興盛與原因〉，《南都學壇》，2003 年 03 期，頁 28-29） 



 21

東事倥傯指的應是晚明時局東邊的倭寇等外患，作者將鄭和時期揚威西洋的榮景

與當下的東事倥傯做對比，直言現在乃是守成之時，不可好大喜功，以使東事平

穩，如王、鄭二公時的西洋局勢一般，憂國之心昭然若揭。雖然當時歷史演義予

人「贅疣」和「耳食」的印象32，但在《西洋記》的作者羅懋登看來，因著「借

箸請纓之士，卷舌不談；擁旄授鉞之臣，韜戈不試」而欲透過歷史通俗演義的「稗

官野史」與「布帛菽粟」特質以使讀者「因事而悟其義，因義而興乎感」33是可

以想見的。 
 
 歷史演義的稗官特性發揮在《西洋記》中便顯露出某種程度上的民間性格，

小說以史為題，以俗近語引括成編，同時又結合了許多與敘事主線無直接關連的

故事，這些故事雖多源於其他的小說或傳說，但有的於史無據，有的則將史實予

以挪用，此外在文學語言的表現上，也以俚俗白話的形式書寫。相較於《三國演

義》語言風格的文雅精緻，《西洋記》的敘事語言不僅顯得質樸，與《封神演義》

相比亦顯得俚俗許多34，至於《西遊記》的題材雖與《西洋記》相似，但《西洋

記》卻不吝書寫極其鄙夷物事，如第七十回以病狗入賦，第十三和四十六回亦對

性毫不避諱： 

 

  「今日的和尚，倒是個熟讀嫖經的。」眾官道：「怎見得？」陳侍郎道：

  「你不看見他得趣便抽身？」（第十三回，頁 171） 

 

第十三回大臣們在天子面前公然嘲謔金碧峰和尚是「熟讀嫖經」的，將地位至高

的燃燈古佛拉到肉欲的層次，而天子位處的皇宮則在這段對話中成為了男歡女愛

的風月場所。第四十六回則直接書寫女兒國國民的女性性徵： 

 

  夜不收道：「這去處的人，一個個小便時蹲著撒，澗邊泉一線，堤上草 

  雙垂。」老爺沉思了半會，說道：「終不然都是個女人家？」（第四十六

                                                 
32 《西洋記》序言有「稗官野史謂何？此西洋記所由作。布帛菽粟謂何？此西洋記所由。通俗

演義，贅疣云乎哉？耳食云乎哉？」語。（頁 19） 
33 修髯子《三國志通俗演義引》，收錄於文鏡編輯部：《歷代小說序跋選注》台北：文鏡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1984，頁 31-38 
34 《三國演義》第五十九回：操兵大亂。許褚臂中兩箭。諸將慌退入寨，馬超直殺到河邊，操

兵折傷大半。操令堅閉休出。馬超回至渭口，謂韓遂曰：「吾見惡戰者莫如許褚，真虎痴也！」

（羅貫中著，毛宗崗評：《三國演義》，台北：三民書局，1971，頁 339）《封神演義》第四十三

回：太師升帳長歎曰：「自來提兵征伐多年，未嘗有挫鋒銳，今日到此，失機喪師，殊為痛恨！」

心下十分不樂，自思無策；欲調別將，各有鎮守。太師乃丹心赤膽，恨不得一刻遂平西岐，其心

方快；豈意如今失機被辱，只急得當中神目睜開，長圩短歎。吉立迎前說曰：「太師不必憂慮，

況且三山五嶽之中，道友頗多；或請一二位，大事自然可成。」（徐仲琳：《繡像封神演義》，濟

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頁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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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頁 591-592） 

 

將身體的低下、私密部位赤裸地指陳出來，從夜不收的回報與鄭和的沈思反應對

照後來鄭和被女兒國國王強娶、女王的性飢渴與鄭和的性無能被揭舉並置，一段

對於性的戲謔笑耍於此展開。而這兩段對於肉體的直陳、戲耍與詞語的俚俗正顯

露出濃厚的民間性格，而這個民間性格正好與嚴謹的史書格局是相抵觸的35。 
 
 從而結構來看，小說中不僅夾雜許多與敘事主題無關的故事，戰爭鬥法的情

節亦均以成三形式出現。《西洋記》自第五回開了鬥法的敘事，先是金碧峰收服

迦摩阿轉世的飛喚，飛喚三次神通變幻成蠶繭、蓮藕和火焰，金碧峰也三次破解，

三段故事的結構相似，均為飛喚先神通變形，接著金碧峰追趕遇禪師問答。接著

在第十一回開始金碧峰前往南京救僧難並與張天師開始正面交鋒鬥法，亦是三次

鬥法，表現在下西洋的華夷戰鬥中遇到難纏敵人時亦是如此，鄭和艦隊與姜金定

大戰三回，金定三施妙計，天師三戰大仙，鄭和艦隊對咬海干連戰三捷，與王神

姑相戰也是三捉三放，甚至王神姑求助師父亦是層層上求三級。小說在第五十四

回到五十八回敘述三戰金毛道長，其後在第六十四到六十六回與三太子大戰三回

才將其制服，第六十九到七十一回分別戰金角、銀角、鹿皮大仙，第七十四回開

始，征戰飛鈸禪師等，其數均為三。 
 
 陳器文在〈就結構主義論民間故事的「成三」現象——民間故事敘事美學探

討之一〉中探討了民間故事的成三現象，認為三疊複述是民間文學型態特徵之

一，「三疊式」是指情節三次重覆，或行動展開歷經三個問題、困難、不同的遭

遇等，這就是民間故事的三次性法則36。在小說的結構上，《西洋記》對戰爭的

成三書寫的確呈現了民間文學的特色，同時在回目標題亦部分有三疊的情形，第

十二到十四回，分在十二到十四回以「張天師單展家門，金碧峰兩班賭勝」、「張

天師壇依金殿，金碧峰水淹天門」和「張天師倒埋碧峰，金碧峰先朝萬歲」為回

目標題，三個結構、用詞十分相近的回目標題顯示了釋道鬥法的激烈與緊湊，同

樣在第七十八到七十九回的回目分別為「寶船經過剌撒國，寶船經過阻法國」和

「寶船經過忽魯謨，寶船兵阻銀眼國」，三次「經過」表示寶船的航行進度加快，

位於在前面與飛鈸禪師、後與百氏夫婦的戰鬥間，亦顯示了這兩回在小說中的過

                                                 
35 在巴赫汀的文化理論中狂歡節是一個重要的概念，他溯源西方文化內部的他者的聲音，在中

世紀和文藝復興時代的民間文化狂歡節中，找到了反叛與顛覆的聲音。這是一個歌頌肉體、感官

欲望和大眾文化的聲音，相抗衡的是官方文化、神學和古典文化。巴赫汀認為狂歡節語言具有公

眾廣場上的大眾語言、讚美與詛咒同時並舉的雙聲語或複調，以及弘揚「肉體的低下部位」的親

暱、粗俗、「骯髒」和「卑賤化」的語言。（詳參：劉康：《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裡論述評》，

台北：麥田出版社，2005，頁 261-305）雖然《西洋記》所處的時空與歐洲的狂歡節迥異，但其

中對於大眾語言的採用、讚美與諷刺並置和對私處粗俗的描寫卻有極為相似之處。 
36詳參：陳器文：〈就結構主義論民間故事的「成三」現象——民間故事敘事美學探討之一〉， 《第

二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全國學術研討會論文集》，2001，頁 235-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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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性質。第六十七回，哈裡虎三次欲投水自盡被番兵三次拉回： 

 

  「一下子往水裡一跳。眾人一把扯住了他，他說道：『你們不要扯我……

  深負國恩，死而無怨，惶愧！惶愧！』一下子往水裡又是跳，眾人又一

  把扯住了他。他又說道：『你們再不要扯住我，我無疑的是死，……』 

  一下子往水裡又是一跳。眾人一把又扯住了他。他又說道：『你們怎麼 

  又扯住我？我終不然有個再生之理……』道猶未了，一下子望水裡一

  跳。眾人因他話語未終，故此不曾提防得他，他卻就跳在水裡去了，三

  魂歸水府，七魄返泉宮。……」（第六十七回，頁 859-860） 

 

經由黃游擊引述，細膩地將哈裡虎三次投水被救的經過具體呈現，在敘事者語帶

說書口吻中再引述角色在小說中的經歷給予讀者如臨現場的感覺，三次重覆渲染

亦強調了哈裡虎的忠誠。三回式是封閉型結構中最簡約而穩定的形式37，而小說

中三疊形式雖然顯現了民間文學的性格，然而幾乎所有爭鬥都以此種形式構成亦

造成各個敘事單元裡的情節推進較為板滯。 
 
 《西洋記》將原先官方的歷史詮釋轉為私人對於政治外交的憂懷，在綴段與

雙重敘事框架下，三疊的情節被小說回目予以分隔切割，使得個別看來流於平板

穩定的情節經由長短參差的敘事單元包裝後整體顯得較為活潑。小說將虛擬的神

魔鬥法與於史有據的非漢國度相結合，加上俚俗戲謔的語詞、成三重覆的情節結

構以及與小說主題無關的旁溢故事，總總現象雜揉起來，不僅呼應了通俗演義「贅

疣」、「耳食」的特質，亦顯示了小說中濃厚的「野語村談」風情。 

 

第二節  《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旁溢故事的結撰 

 

 在《西洋記》中以旁溢故事的大量組合來呈現史傳與演義的混雜面貌，旁溢

故事一種指的是與敘事主線無直接關係，存在與否對於情節推進並無影響的故事

情節，另一種則是被植入小說敘事主線中，與主角的旅行、戰爭有關的其他小說

和敘事段落。本章節主要探討旁溢故事的類型、在小說中的位置與其書寫的方式。 

 

                                                 
37 陳器文：〈就結構主義論民間故事的「成三」現象——民間故事敘事美學探討之一〉， 《第二

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全國學術研討會論文集》，2001，頁 235-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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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旁溢故事的類型 

 

 《西洋記》的旁溢故事出現於第十一、二十、二十一、五十二、六十六、七

十一、七十二、八十一回、九十一、九十二和九十五回等38，小說中的旁溢故事

類型有兩種，一種是與故事主線發展完全無關，純為說明事物來歷，但篇幅佔去

半回以上的旁溢故事，另一種則是則是與小說情節有關，但重要性不大，可有可

無或旁溢痕跡明顯。 
  
 與故事主線發展無關的旁溢故事為第十一、二十一、五十二、九十一和九十

五回五處。其中除了第五十二回王明所述的公冶長識鳥音的故事引自《法華經指

掌疏事義》「齊師犯我疆」的註解外，其餘多引自其他的小說或傳說。第十一回

敘述溧水城隍不都姓白的故事，乃是將「呂洞賓三戲白牡丹」故事的續寫，故事

引自《飛劍記》且予以續寫白牡丹因得呂洞賓純陽至寶而懷孕生下白侍郎，白侍

郎因見人屈打成招，想到自己為官受祿不知冤枉多少百姓，憤而撞柱自盡，玉皇

大帝感念其心，任命他為溧水城隍。呂純陽戲白牡丹與溧水城隍的故事僅為金碧

峰救難途中的插曲，與金碧峰救僧或下西洋取經完全無涉。然而從小說全書的敘

事脈絡來看，金碧峰前往救難已為釋道相爭的開端，在救難途中遇到的幾位神道

雖與後話沒有直接的關係，但從所遇之人均為道教人士這情形來看，這些名號的

堆疊書寫不僅暗示了故事中道教勢力龐大，也顯示金碧峰的救難之旅實為一場

「深入虎穴」的行動。而在一連串詢問諸位神道名號、來歷的冗長對話中安插一

段道教神祇的故事在此不僅合乎主題，似乎也增加了閱讀吸引力。與「公冶長識

鳥音」故事相仿的，這見於數本小說的故事在此處又遭到作者的刪改續寫39，以

土地神之口重述了呂純陽的風流韻事，並續述白牡丹之子竟因雞蛋被偷而屈打好

人，想到自己不知枉殺多少好人而自盡身亡，死後被玉皇大帝選為溧水縣城隍。。

仔細讀來，以「見人屈打成招，反省自己過去可能枉殺好人而自盡」的情隱含諷

刺當時吏治不明的意涵。而若從整體敘事脈絡來看，將這故事放在金碧峰說法與

進京拯救僧難之間，亦猶如說書中插入一些諢話以吸引聽眾一般，產生了調節敘

事節奏的效果。第二十一回，金碧峰向龍王尋求渡過軟水洋的方法時，龍王講述

魏徵斬涇河老龍、唐太宗遊地府和唐僧西行取經渡河的故事，此段與《西遊記》

                                                 
38 關於《西洋記》與其他類形文本的引用與相似處詳參第四章與附錄。 
39呂純陽戲白牡丹的故事亦見於《東遊記》第二十七回 120-124、《飛劍記》第五回、《呂祖全傳》

等。細查其成書時代，《呂祖全傳》成書最晚，於清康熙元年成書，《東遊記》為余象斗所編，成

書於隆慶、萬曆年間，而《飛劍記》目前僅存日本內閣文庫藏明萬曆余氏萃慶堂刊本，由此看來

這段故事在萬曆年間應十分流行且為人熟知。（詳參：汪象旭：《呂祖全傳》，收錄於劉世德、陳

慶浩、石昌渝主編：《古本小說叢》第三十八輯，北京：中華書局，1991，頁 2483-2583、吳元泰：

《全像東遊記上洞八仙傳》（萬曆年間余象斗刊本），收錄於劉世德、陳慶浩、石昌渝主編：《古

本小說叢刊》第三十九輯，北京：中華書局，1991，頁 1-260、鄧志謨：《鍥唐代呂純陽得道飛劍

記》，收錄於《古本小說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頁 5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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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回相似。第五十二回擷取《法華經指掌疏事義》前半段公冶長聽見鳥語而受

冤下獄的故事40，又添加了「為姨丈南宮適下羊肉麵」為公冶長吃羊肉的原因41。

第九十一回則是透過對話引述玉通和尚私紅蓮和田洙薛濤的故事，說明閻羅王用

來暗示「下西洋於此可止」的紙鎮來歷。第九十五回透過金碧峰之口引述了五鼠

鬧東京和真假包公的故事，用來說明為何金碧峰要重重報答五鼠精的原因。 
 
 第二種類型以三種方式來呈現，第一個方式是對直接其他小說情節的挪移、

擴充或仿擬。第十九、二十、九十七回李海與猴精的故事便是從陸采《冶城客論‧

蛇珠》擴充而成42，這段故事是《西洋記》裡少數以片段情節嵌入的方式出現的

旁溢故事，事實上李海雖屬下西洋寶船上的一名小卒，他所得的明珠也在最後面

呈萬歲爺，但他的故事與小說主題並沒有直接的關係，雖然參與了小說敘事主線

的部分情節推演，其重要性卻在小說中可有可無。第十九回裡鄭和欲用生人祭

江，金碧峰由《三國演義》中諸葛亮祭瀘水之事而發想計謀以騙過白龍精、第三

十二回張天師仿諸葛亮七擒七縱以使姜金定心服的情形的仿擬手法和第七十六

回仿《三國演義》中因關羽曾蒙曹操拯救而將其釋放的情節，書寫關羽和飛鈸禪

師敘舊而違反張天師的命令，將飛鈸禪師釋放。第十九回的祭賽白龍精源於《三

國演義》第九十一回為孔明不忍冤魂乃因己而出，命廚子製作饅頭，內包牛羊肉

餡，列燈招魂，將祭物棄於瀘水的故事43。《西洋記》以假人祭江的概念雖明引

於《三國演義》44，卻以細膩的描寫假人的製作過程，未寫如何祭賽，只陳明祭

賽前後的分別以顯明金碧峰的智慧，可見《西洋記》的仿擬痕跡： 

                                                 
40原文：按世傳。孔子弟子。公冶長。能通鳥語。一日有雀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個

虎馱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徬徨。長如其言。往山中。果得一羊。食之有餘。亡羊氏

跡之。得其角。乃以為偷。訟之魯君。魯君繫之獄。孔子為之白於魯君。亦不解也。未幾長在獄

舍。雀又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齊人出師伐我疆。沂水上。澤水傍。當亟禦之勿徬徨。長語

獄吏。白之魯君。 魯君姑如其言。往跡之。則齊師果將反。急發兵應敵。遂獲大勝。因釋長而

厚賜之。欲爵為大夫。長辭而不受。見張居正直解。（《新纂續藏經》第三十三冊，No. 632，《法

華經指掌疏事義》，CBETA 電子佛典 V1.1 (Big5) 普及版，2006） 
41王明道：「公冶長善識鳥音，他有一場識鳥音的事故。是個甚麼事故？一日，公冶長和南宮适

兩姨夫，坐著閒磕牙兒說話，只聽得一個鳥兒嘴裡吱吱喳喳，公冶長說道：『姨夫，你坐著，我

去取過羊來，下些羊肉麵，你吃了去。』果真的，－會兒拖了一隻肥羊，一會兒下出羊肉面，兩

姨夫自由自在吃了一餐。姨夫道：『公姐夫，你這羊是哪裡來的？』公冶長道：『是方才那個鳥兒

叫我拖來的。』姨夫道：『怎麼是鳥兒叫你拖來的？』公冶長道：『那個鳥兒口裡吱吱喳喳，叫說

是：公冶長，公冶長，南山腳下一隻羊，你吃肉，我吃腸。這卻不是鳥兒叫我拖來的？』……這

公冶長的事故，卻不是識鳥音的？」（第五十二回，頁 669） 
42 詳參向達：〈論羅懋登著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收錄於：陸樹崙、竺少華校點：《三寶太

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 1291-1297 
43 孔明曰：「本為人死而成怨鬼，豈可又殺生人耶？吾自有主意。喚行廚宰殺牛馬，和麵為劑，

塑成人頭，內以牛羊等肉代之，名曰「饅頭」。當夜於瀘水岸上，設香案，鋪祭物，列燈四十九

盞，揚旛招魂；將饅頭等物，陳設於地。三更時分，孔明金冠鶴氅，親自臨祭，令董厥讀祭文。

讀祭文畢，孔明放聲大哭，極其痛切，情動三軍，無不下淚。孟獲等眾，盡皆哭泣。只見愁雲怨

霧之中，隱隱有數千鬼魂，皆隨風而散。於是孔明令左右將祭物盡棄於瀘水之中。（羅貫中著，

春明校點：《三國演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 517-518） 
44 趙景深：〈三寶太監西洋記〉，收錄於陸樹崙、竺少華校點：《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 1298-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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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校尉領了二位元帥軍令，即時選上些妙手，把個紙來糊在篾圈兒上，

裝做一個軍人，卻又裹的病軍的網巾兒，戴的是病軍的帽兒，裡面穿的

是病軍的小衣服，外面穿的是病軍的海青，腳下穿得是病軍的鞋襪。且

又一個人肚裡安上些豬羊鵝鴨腸肚血髒。祭賽已畢，掀將下去。那白龍

精看見是個人，吃的又是血，即時俯首而去，浪靜波恬，寶船照直而走。

（第十九回，頁 253） 

 

相較於《三國演義》祭瀘水一段著重於諸葛亮的祭祀與真情，兩者敘事焦點實則

有異。第三十二回對姜金定採取「七擒七縱」的方式使其心服亦是有意為之的仿

效，張天師認為「昔日諸葛亮七縱七擒，才是個漢子」，故亦對姜金定採取七擒

七縱的方式。而姜金定五次獲釋，五次均被青、黃、白、赤、黑五色力士給捉回，

力盡心死： 

 

  天師道：「先說了七縱七擒，這才走得五轉，怎見得我的手段？」姜金 

  定說：「今番我已心死了，管你甚麼七縱不七縱。」（第三十二回，頁 
  413） 

 

孟獲與姜金定均屬非漢族群，並且都是屬於難纏的敵將，小說將三國故事中對非

漢首領孟獲七縱七擒的過程仿擬，用以對付善用金蟬脫殼、法術高強的番邦女將

姜金定，兩相比附實有戰術借鑑的意味。事實上張天師早在第三十一回便以「七

擒七縱」的概念來對付姜金定，當時便已兩次釋放姜金定45，加上第三十二回的

五縱五擒，對於七擒孟獲的「七擒」仿擬可謂完整。這類故事雖然與小說敘事主

線相關，但敘事者直舉《三國志》、「三國」等名稱，顯示其為刻意仿擬，在小說

中呈現敘事情節的同時，原來的三國故事的痕跡亦隨情節推演而生，與情節主線

既融為一體又保有其他小說、傳說的情節不同，而成為旁溢歧出的故事46。至於

第四十六回移植自《西遊記》的女兒國、子母河故事與前述的故事不同處在於《西

洋記》女兒國佔有五回的篇幅，份量甚重，而且所參與其中的角色頗多，不僅有

原先的小說人物鄭和、張天師、唐英等，亦有碰到女王、女將等新登場的小說人

物，原先《西遊記》的故事已經完全融入小說的主要敘事情節裡，是以不被歸入

                                                 
45 第三十一回：天師道：「你再行那兩個錦囊計，心可死麼？」姜金定說道：「到了計窮力盡，

心自是死的。」天師說道：「既然如此，且放他回去罷。」……馬公道：「這都是些匹夫之勇，婦

人之仁，怎麼下得海，收得番？」天師說道：「老公豈不文七擒七縱之事乎？」（頁 402） 
46 女兒國、子母河和吸魂瓶等雖與敘事主線相關，卻在整本小說中所佔的情節份量不大，且其

情節剪裁引用的痕跡明顯，因此仍將其歸於旁溢敘事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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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溢故事中。 
 
 另一種情形則是透過對話來引述故事，這一類其他的旁溢故事多藉著小說人

物的話語以引述，或者摘取片段。第五十二回中呂洞賓點石成金故事藉由王明之

口而參與了小說情節發展，但旁溢故事本身卻與小說主題沒有必然的關連，使得

這段故事不若第九十一回的田洙薛濤故事則被用來說明一個紙鎮的來歷，以暗示

明朝軍隊「於此可止」，而故事本身則與小說主題毫無關連。而《西洋記》不僅

在文前添加薛濤在唐朝時相關事迹，文末亦說明紙鎮輾轉流傳的路徑以和小說中

閻王得到紙鎮的情節相連結。雖然引述的故事與小說主角有關，但卻與下西洋的

旅行沒有直接的關聯，作者花費了半回的篇幅細述玉通破戒的過程，成為小說中

另一股旁溢故事。第七十六回裡飛鈸禪師則直接冒稱普靜長老，騙過關羽，又冒

領趙雲拯救甘、糜夫人之功以及關羽在華容道上釋放曹操之事，又說二人乃同

鄉，種種因素使得讓關羽將其釋放。 
 
 第三種則是摘取經典情節的名稱來比擬，《西洋記》的角色善以小說、歷史

中特出的情節或典故來比擬自身處境，如第二十四回金蓮寶象國的姜盡牙、姜金

定兄妹分別以「甘羅十二為丞相」和「木蘭女代父征西」自比。同一回中張狼牙

被水圍困，將之比為「水淹七軍」，第七十一回則是於明朝軍隊遭到銀角、鹿皮

大仙以四次火術攻擊處徵引「赤壁鏖兵」、「博望燒屯」、「城門失火」與「火燒新

野」四則與《三國演義》有關的故事來描述金碧峰與銀角大仙戰鬥的過程。同樣

地在第三十二、七十二回、八十一回則均引《三國演義》中七擒孟獲的故事來比

擬對非漢敵人的處置方式。 

 

二、旁溢故事與敘事主線的結撰 

 

 旁溢故事與敘事主線的連結情形有三，一種為將故事直接嵌入對話，一種為

先略提及其他小說作品，再對該作品的情節進行仿擬，另一種則是直接摘取故事

名稱再予重組。旁溢敘事與敘事主線之間的密切與否對於結撰型態沒有太大的影

響，與敘事主線幾乎沒有關聯的旁溢故事如第十一回透過對話將溧水城隍之事引

述出來，但與敘事主線較為有關聯如第九十一回敘述紙鎮來歷時則以對話重述田

洙薛濤聯句故事。是以所採用的結撰方式因著旁溢敘事在小說中的功能而有所不

同，當旁溢故事用於說明人、事、物來歷時，便以置入對話的方式來引用，至於

用作比擬、詮釋小說主要的敘事情節時，便以摘取、重組旁溢故事名稱或直接仿

擬情節的方式來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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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種情形中，於嵌入故事前均先以對話問答做引，第五十二回透過元帥

與王明的問答，引出了公冶長識鳥音的故事： 

 

  又問道：「你可認得百鳥的聲音麼？」王明道：「小的認得。不是小的在

  列位老爺面前誇口，自古到今，識鳥音的，只有兩個。」元帥道：「是 

  哪兩個？」王明道：「古時節孔夫子門下公冶長一個；這如今元帥麾下，

  小的一個。」元帥道：「怎麼公冶長也識鳥音？」王明道：「公冶長善識

  鳥音，他有一場識鳥音的事故。是個甚麼事故？一日……（第五十二回，

  頁 668-669） 

 

此段由元帥發問，王明回答，故事開始時的自問自答頗有說書人口吻。此外亦有

使用「這又是一篇長話」做為講述旁溢敘事的開場套語，並在故事末了以對話作

結，《西洋記》第九十一回引田洙薛濤事，除了刪去原作中大部分的吟詠唱和，

保留一首詩和部分聯句，字詞也稍有更動，亦刪去原作裡薛濤在一夜恩情後對田

洙的切切叮嚀，整體而言與原作意思差異不大。第九十一回以問答將旁溢故事引

入小說中： 

 

  國師道：「說起來話又長了些。」元帥道：「閻君相贈，大是奇事，願聞

  詳細，哪怕話長。」（第九十一回，頁 1174） 

 

故事的敘述全為小說角色的獨白，雖引述《剪燈餘話》，但全將文言改成白話，

並續寫紙鎮下落，以連結至小說中紙鎮所處的冥府47。在說明紙鎮來歷後，第九

十二回又以玉通和尚私紅蓮的故事說明閻君所留的半首詩的意思，在這段旁溢敘

事之前先是一段銜自第九十一回的問答對話： 

 

  卻說元帥請問國師一字一義還是何如，……國師道：「詩原是八句，他 

  只寫著四句來，這就是譏誚貧僧半途而廢。卻這四句，原是玉通和尚動

  了淫戒之心，比例譏誚貧僧動了殺戒之心，這卻不著實狠毒！」元帥道：

  「怎見得玉通和尚動了淫戒之心？」國師道：「這個話又是長篇。」元 

  帥道：「難得國師老爺見教，幸勿見拒。」（第九十二回，頁 1180） 
                                                 
47以成書時間先後與敘述文字來看，《西洋記》於田洙薛濤故事的敘述語句與《二刻拍案驚奇‧

同窗友認假作真，女秀才移花接木》的入話文字極為相同，後者的入話內容與《西洋記》的紀載

十分相似，僅在紙鎮的流傳部分有所出入。（詳參：凌濛初：《二刻拍案驚奇》，收錄於《初刻、

二刻拍案驚奇（足本）》，長沙：岳麓書社，1989，頁 617-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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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金碧峰講述的故事不僅佔去了該回一半以上的篇幅，並且故事敘述流暢並無

任何對話穿插，使得金碧峰既像是對元帥訴說也像是對讀者宣達一般。故事敘述

完畢，金碧峰一句「這卻不是有所自來！」與引言「這話又是個長篇」恰相呼應。

若將這段故事單獨抽出來觀察，在進入講述故事前的問答恰如招攬聽眾的入話一

般引人興起聆聽、閱讀的動機。這樣以對話問答起首，其後大段落均為小說人物

的獨白，言畢下了一個斷語，此段故事便告結束。 
 
 若從讀者的閱讀順序來觀察以對話形式植入旁溢敘事的形式將可發現，不論

是呂洞賓戲白牡丹、田洙薛濤聯句記、玉通和尚私紅蓮或五鼠鬧東京，均採取對

話的方式將敘事焦點轉離或轉回敘事主線。仔細區分其細節，有的如第十一回故

事說完後改採取金碧峰發還說話的土地神，將敘事焦點拉回敘事主線，若以這段

溧水城隍的故事的角度來看，金碧峰一句「你既不是白城隍，怎麼來費這許多唇

口」雖然仍屬小說整體敘事的一部份，亦是對這段引述旁溢敘事的評論48。有的

則如第二十一回，以元帥請教，國師答「這個話又是長篇」，做為故事的起首，

語畢做了一些論斷，宛若說書人講述故事一般，形成了「故事中有故事」的結構。
49在這一段故事裡，龍王以「說起來話又有根」為起頭，從袁天罡與老龍賭賽開

始講述，語畢長老婉拒龍王協助，此段故事便又與情節推進毫無關聯。若從小說

的情節推演來看，僅需引述唐僧西行取經渡河之事即可，但作者卻使用了頗長的

篇幅敘述這三則故事，且其敘述語句亦無詼諧幽默的語言風格，從這三段故事的

之後，金碧峰「你們只曉得來看，哪曉得我和龍王磨了這一夜牙來」的心理反應

來看50，這段文字應是藉著說明金碧峰與龍王交涉的細部過程，藉著強調行動的

隱密性以說明其法力高強。在該回接下來的敘述裡，將眾人取笑天師的情節與這

段金碧峰找龍王相比，顯然這段亦隱含「釋道論爭」中釋家獲勝的意涵51。另外

一個將敘事焦點轉回敘事主線的情形則是在結尾問答、轉移話題，第九十五回，

寶船返航途經滿刺伽，巧遇化成人形、在滿刺伽受封將軍的五鼠精前來迎接，以

問答的方式將「五鼠鬧東京」的緣由與相關的包公傳說引入，這故事本身並不切

合小說主題，此處置入該事純為在小說情節中解答元帥對褚一所說言「東京遭難」

的疑問52。而與前述的旁溢故事型態相同的是，此處故事接近尾聲時亦以問答做

                                                 
48 在第五十二回亦同樣採用問答對話作為開端，繼而王明以「公冶長識鳥音」故事毛遂自薦，

言畢亦以對話做結，對話雖然詼諧卻亦有價值評判的意味，而以對話開始便以對話結束，並由國

師的話接續後面王明取鳳凰蛋的的情節，由此敘事的焦點又移回了敘事主線。（詳參第五十二回，

頁 669） 
49玉通和尚私紅蓮的故事見於《清平山堂話本》、《西湖遊覽志》和《玉禪師翠鄉一夢》，這三者

之間的文句襲擬關係，留待第四章再探討之，本章以探討旁溢敘事與敘事主線之間的關係。 
50 第二十一回，頁 275 
51 三寶老爺道：「怎麼這等一個缽盂，就盛得這許大的水？」長老道：「老元帥，你不記得水淹

兜率宮，浪打靈霄殿的日子了？」天師道：「這就是我學生連燒了四十八道飛符的舊事。」大家

反取笑了一場，這會分明取笑得有些意思。（第二十一回，頁 278） 
52 故事主要是說清河縣施秀才進京趕考途中被幻化成旅店主人的鼠精褚五所騙，褚五變成施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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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五個老褚原來是五個老鼠，五個老鼠就是適來五個值殿將軍，這

  豈不是東京城裡一厄？」元帥道：「既是妖怪，怎麼適來國師超度他？」

  國師道：「他們自從東京遭厄之後，改行從善，聲聲是佛，口口是經， 

  經今又修行了千百多年，已自有了仙體。況兼昨日庫藏之中，若不是他

  們在裡面看守，豈沒個鼠耗相侵？豈沒有個妖魔用害？有此大功，故此

  貧僧不得不重報。」（第九十五回，頁 1229-1230） 

 

採用了對話的方式銜接旁溢故事與小說故事主線，解釋前面金碧峰重報五鼠精的

原因。將故事放在小說人物的對話中，這種帶給讀者「偷聽」快感的筆法深具娛

樂效果，其後利用旁聽者鄭和的插話「國師倒好，只是咱們的李鬍子還不見蹤影」

轉移話題53，將敘事焦點移回小說主線。 
 
 除了以對話、引述方式嵌入旁溢敘事的手法外，第二種方式便是以仿擬手法

植入其他小說的情節。第七十六回飛鈸禪師冒稱自己是曾開示關羽的普靜長老，

又曾救劉備的兩位夫人，還是關羽的同鄉，並以其曾釋放曹操之事要求對方「報

恩」。救甘、糜二位夫人之事見於第四十一回，華容道關羽釋曹操之事見於《三

國演義》第五十回，普靜長老開示關羽魂魄見於第七十七回，至於普靜、飛鈸禪

師是否與關羽同為河東解良人則無從考證。趙雲救夫人、華容道釋放曹操的故事

與小說敘事主線沒有必然關連，唯一的關連性僅在普靜與飛鈸均是釋家人士，而

敘事者直接將《三國志》、「三國」等詞抬出，顯示這裡的旁溢敘事雖已嵌入小說

主題情節的推演中，但痕跡明顯，在敘述小說情節同時，也同樣對《三國演義》

的故事進行再敘述，於此這些故事便成為與小說既親密又疏離旁溢的敘事段落

了。三段故事相距甚遠，然而經由飛鈸禪師的冒充普靜、引述救兩位夫人的經過

和將自己與對關羽有恩的曹操相比的方式，將這三段故事予以連結，「把個關爺

爺說得心腸都是碎的，生怕負了他當日的大恩」54，而獲得釋放，與下西洋毫無

關連的三段故事也在這裡被徵引。 
 
 第三種組合形式則是以直接將該則故事的名稱放入小說中，其後明朝將領張

柏遭姜金定以水圍困，忍不住大嘆「水淹七軍」，對照《三國演義》第七十四回

關雲長水淹七軍的情節，關羽水淹七軍乃取時間空間之便，加以機謀智巧，而姜

                                                                                                                                            
才的樣子以騙得他的妻子。真施秀才告官，因事情過於離奇，上達王丞相，另一隻鼠精褚四為了

救難，又變作王丞相，事情越鬧越大，最後褚三變作仁宗皇帝、褚二變作皇后。真皇帝便請來包

待制處理，雖然褚一變作假包公，但仍被真正的包公識破，上西天請來金睛玉面神貓制服五鼠。 
53 第九十五回，頁 1230 
54 第七十七回，頁 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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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定使用的乃是法術： 

 

那曉得這一個妖婦袖兒裡取出一杆一尺二寸長的白旗來，望地上一索，

勒馬在白旗之下轉了三轉，望地上一索，勒馬在白旗之下轉了三轉，望

北而去。……張千戶起頭一看，只見天連水，水連天，四面八方都是這

等白茫茫的。張千戶心裡想道：「好古怪，一行廝殺，一行陷在水裡，

這卻不是個水淹七軍麼？」把個張千戶只是激得暴跳如雷。（第二十四

回，頁 318） 

 

利用戰爭中以水取勝的特點，此處《三國演義》「水淹七軍」嵌入角色的心理反

映，讀者彷彿可透過張柏之眼與《三國演義》原有的故事來想見水來之速與水漫

之廣，對照姜金定施術過程之簡單輕易與張柏受困無奈，明朝軍隊遭遇的困難於

此凸顯。同樣在第七十一回裡以四句「兩位元帥心上又嚇了一個死」分別帶出「赤

壁鏖兵」、「博望燒屯」、「火燒新野」與「城門失火」四個原先在《三國演義》中

不全連貫的故事55，雖然這些被引入的故事彼此不相連貫，但卻因同屬火攻而被

置入被串連在一起，置入連貫的小說情節裡，由此《西洋記》幾乎均徵引《三國

演義》中的情節高潮之處56，可見其手法與用典頗為相似，使得《西洋記》的敘

事呈現既連續又各自歧出蔓延的風貌。從戲曲角度來看，這些以摘取名稱方式介

入小說的旁溢故事亦均是元、明時期盛行的劇碼，據梁美意《三國故事戲曲之研

究》所考，「諸葛亮夜祭瀘水」、「諸葛亮七星壇祭風」、「七擒孟獲」、「赤壁鏖兵」、

「火燒新野」與「博望燒屯」等均是元、明時期盛行的劇碼，其中有些劇本雖已

亡佚僅留書目。57從《諸葛亮博望燒屯》、《諸葛亮水淹七軍》、《七星壇諸葛祭風》、

《諸葛亮赤壁鏖兵》、《諸葛亮夜祭瀘江》、《燒樊城糜竺收資》等雜劇名目與傳奇

《七勝記》等可知，這些知名的故事並不盡然由《三國演義》而出。羅懋登曾註

釋過邱濬的《投筆記》，替高明的《琵琶記》和傅施惠《拜月亭》作過音譯，自

己也曾創作傳奇《觀世音修行香山記》，從其背景來看，這些在《西洋記》中屬

於旁溢歧出的故事或源於當時盛行的戲劇亦未可知。《西洋記》藉由一些同質性

以暗引一些知名度較高的故事、戲曲之名，讓小說情節向前推演的同時亦述及被

徵引情節，以增添小說本身內容，致使讀者經由文字媒介，體驗了作者所遇的境

                                                 
55 「赤壁鏖兵」、「火燒新野」和「城門失火」見於《三國演義》第四十三到五十回、第四十回

和一百二十回，「城門失火」亦見於《太平廣記‧卷四六六‧池中魚》（李昉：《太平廣記》，台北：

新興書局，1968，頁 1014） 
56 就《三國演義》全書而論，敘事高潮處約有十六處，詳參：洪淳孝：《三國演義研究》，國立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論文，1983，頁 211-212 
57 梁美意：《三國故事戲曲之研究》，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論文，1970，頁 20-24、

144-148、16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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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再經作者引用的語句點染，也就同樣感受了作者的喜悅與滿足58。這樣一來，

故事的情節與內涵亦因此透過被作者閱讀、引用而有了重新解讀、詮釋與建構的

可能。 

 

三、仿擬、重構與再詮釋 

 

 魯迅曾指出《西洋記》「所述戰事雜切《西遊》、《封神》」59，趙景深亦認為

《西洋記》對於《三國演義》等小說作品多所襲用60，魯、趙二氏所指的雜竊與

襲用，除了指對原著的文字徵引之外，應亦包含對於情節的仿擬。《西洋記》的

仿擬除了第二十一回魏徵斬涇河老龍、唐太宗遊地府、第四十六回到五十回的女

兒國故事與《西遊記》極其神似，其餘的仿擬多帶有很清楚的「徵引」痕跡，即

先「明引」小說書名，再對原小說情節進行仿擬與重構。 
 
 第七十六回飛鈸禪師仿照《三國演義》曹操在華容道上遭關羽捉住，因敘及

昔日救命恩情為例而獲得釋放，小說中「敘舊」二字不僅是飛鈸與關羽敘述舊情，

亦是小說對《三國演義》的「敘述舊事」61。然而從小說中「關爺被他這幾句話，

打動了心，只說是真」這句話可見這實為飛鈸的謊話，而飛鈸所敘的普靜長老、

救甘、麋二位夫人在《三國演義》中彼此毫無關聯。羅懋登引用在當時小說出版、

戲曲表演都甚為盛行的三國故事，將其摘取，在《西洋記》飛鈸禪師的話語中拼

貼重構、甚至攀親帶故，說二人有桑梓之情，「美不美，鄉中水；親不親，故鄉

人」一語，說得「關爺爺心都碎了」，敘述語句詼諧逗趣。原有的小說素材在作

者的手裡經過仿擬、重構後，將原本充滿掙扎於恩義之情的故事變成非漢族群的

胡鬧戲耍。而「三國」故事中形象剛正的關羽於《西洋記》中雖然成為神祇，但

單純易欺，彷彿只是一個徒具法力高人。從另一個方面來看，這裡似乎也是對《三

                                                 
58 黃慶萱：《修辭學》，台北：三民書局，1992，頁 118 
59 魯迅：《中國小說史略》，收錄於《魯迅小說史論文集》，台北：里仁書局，1992，頁 155 
60趙景深：〈三寶太監西洋記〉，收錄於陸樹崙、竺少華校點：《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 1322 
61 第七十六回：禪師道：「昔日華容道上，怎麼不怕軍師的軍令？」關爺爺又吃他這一句，撞得

啞口無言。只是周倉說道：「終是私恩，怎麼廢得公義？還是拿他去。」禪師曉得關爺恩義極重，

決不下手他。他就把句話來打發周倉，狠聲說是：「周倉，當原日華容道上，你怎不去拿下曹公？

你將軍何厚於曹公而何薄於我普靜？曹公不過只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一錠金，下馬

一錠銀，卻只是些口腹財帛而已。我貧僧救了你那一場火災，保全了甘、糜二夫人。自此之後，

功成名立，全了自家君臣之義；二夫人永侍玄德公，全了主公夫婦之德；古城聚會，又全了三兄

弟之情。這如今萬世之下，那一個不說道過五關、斬六將掀天揭地的好大丈夫。若不是貧僧之時，

只好過得兩個關，我這第三個關上，卻有些難處，不免做了煨燼之末。就到如今為個神，也有些

烏焦巴弓。貧僧這個恩，比曹公的恩，還是那一個的大麼？曹公可以饒得，我貧僧可以饒得麼？

饒了曹公，還要軍師面前去受死。這如今饒了貧僧，可以自由麼。況兼貧僧還與關爺爺有個桑梓

之情。美不美，鄉中水；親不親，故鄉人。關爺爺，你還是放我不放我？」（頁 976-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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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演義》第五十回的議論。《三國演義》第五十回對關羽有以下的敘述： 

 

  雲長是個義重如山之人，想起當日曹操許多恩義，與後來五關斬將之事

  ，如何不動心？又見曹軍惶惶皆欲垂淚，越發心中不忍。……正猶豫間，

  張遼驟馬而至，雲長見了，又動故舊之情；長嘆一聲，並皆放去。62 

 

《三國演義》將關羽善感恩、好念舊的個性寫得十分透徹，這樣的特質也在《西

洋記》中以對話形式而得到發揮。飛鈸雖以「曹公不過只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

大宴；上馬一錠金，下馬一錠銀，卻只是些口腹財帛而已」要脅，但這句話同時

也批判關羽釋放曹操的行為可待商榷，隱含了對關羽「恩義極重」的脫冕63。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說書目》雖將《西洋記》歸於「講史小說」，魯迅《中

國小說史略》則認定其為「神魔小說」，顯示了《西洋記》在敘事元素上講史與

神魔兼備的特性。講史小說充滿嘲謔色彩與情感滲透，善用奇譎乖謬的誇張語言

來引人發笑64，《西洋記》保留了講史小說的風格，利用對《三國演義》的仿擬

和重構來製造戲耍的遊戲效果。《三國演義》在《西洋記》中彷彿成為兵書一般

被小說人物予以引述活用，將《三國演義》中蜀軍連環計予以拆解重構： 

 

  天師沉吟了一會，說道：「昔日赤壁之事可乎？」眾將官道：「赤壁之事，

  末將俱有成議。只是赤壁裡面，還有一件吃緊的沒奈何。」天師笑一笑，

  說道：「敢是個七星壇麼？」眾將官齊齊的打一躬，說道：「是。」天師

  道：「七星之壇，貧道一例包管。是誰做個黃蓋痛傷嗟？」眾將官道：「痛

  傷嗟今番在賊船上。」天師道：「是誰做個鳳雛先進連環策？」眾將官 

  道：「連環策今番在我們船上。」天師道：「諸公高見。苦肉計原本在我，

  今反在彼；連環策原本在彼，今番反在我。」眾將官道：「豈不聞顛之 

  倒之，無不宜之。」大家取笑了一會。天師道：「今日怎麼左右先鋒不 

  曾下顧？」唐狀元道：「又在華容道上坐著。」天師大笑而散。（第三十

  三回，頁 435） 

 

天師在小說中扮演諸葛亮，「黃蓋痛傷」者是西洋番兵，「連環策」為鄭和艦隊所

用，左右先鋒則成為「坐在華容道」上的周倉，任意翻轉的遊戲性質將眾將官所

                                                 
62 羅貫中著，毛宗崗評，饒彬校訂：《三國演義》，台北市：三民書局，1971，頁 312 
63 關於脫冕的說明，參見註 35 
64 羅書華：〈史傳、講史、章回小說創作目的之演進〉，《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8 卷

第 1 期，頁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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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的「豈不聞顛之倒之，無不宜之」成為這段對三國戰役進行再言說的註腳。《西

洋記》彷彿是作者的遊戲場，在市面上已然流行的故事成為戲耍的元素，被冠以

忠義之冕的可以被脫冕，在原小說中嚴肅深刻的故事在《西洋記》裡成為戰術的

靈感來源，亦成為被比附的對象。第三十四回裡天師以「就是諸葛赤壁之捷，不

過如此」讚譽金碧峰，第七十一回以《三國演義》或三國故事中著名的火攻來比

擬雙方的爭鬥，羅懋登有意識地以《三國演義》作為小說書寫的借鑑範本，在這

個基礎上又要與原作保持距離，是以在拆解重構、援引比擬之後，這些原故事便

帶有新的意義和詮釋。《三國演義》中以蜀漢為正統，《西洋記》中以曹軍比擬西

洋軍士，以曹操比擬飛鈸禪師，原有的政治正統意義藉著重新詮釋被引渡入小說

中，使得在讀者在閱讀新作時，又必須回溯至被援引的小說閱讀記憶，在這樣來

回思索、雙重閱讀的過程中，原小說與新作的意義層次都被豐富化。由此，《三

國演義》不僅是歷史演義，更可能是一部兵法大全，而《西洋記》也透過引用的

過程，將華夷雙方的神魔鬥法賦予了更深入的政治意涵，第六十六回即因吹東風

不利明朝軍隊而請天師開壇祭風： 

 

天師笑了一笑，說道：「昔日赤壁鏖兵之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今

日二位元帥又欠了西風。」王爺道：「華夷不同地，故此一東一西，全

仗天師道力斡旋一番。」（第六十六回，頁 852） 

 

這段開壇祭風的過程效法孔明借東風的意圖明顯，小說不僅請天師開壇祭風，以

「華夷不同地」為由解釋為何欠了西風，刻意扭轉「東—西」的差異，不僅是在

徵引時的翻玩戲耍，原先《三國演義》中僅為描述風向的方位名稱在《西洋記》

中被冠上華夷的意義之外，將明朝人士的大勝與在《三國演義》中被視為正統的

蜀漢勝利相提並論，亦隱含了認定大明方為政治正統的意涵。 
 
 第二十一回金碧峰聽龍王訴說魏徵斬涇河龍、唐太宗遊地府、江流兒和唐僧

取經故事，是對《西遊記》有意識地追溯和引用，而第三十八回王神姑七十二變

亦使人聯想到《西遊記》中孫悟空的法術七十二變，《西遊記》第二回首次提到

七十二變：「有一般天罡數，該三十六般變化；有一般地煞數，該七十二般變化」
65，羅懋登將此引入《西洋記》，改成了同時分身七十二的分身術。在《西遊記》

裡的道教金丹學的地煞數字雖被引至釋道相爭的框架下66，但在小說的脈絡裡卻

變成了分身變化，七十二個王神姑能言善道、有情有感，惹得鄭和軍隊人心騷動

                                                 
65 吳承恩：《西遊記》，台北：三民書局，1990，頁 19 
66 誰的論文有說到金丹學？《西洋記》第三十八回寫王神姑七十二變，第四十回、四十三回寫

金碧峰輕恕王神姑，王神姑求助火母、道教祖師驪山老母和太華陳摶，以及第四十四回驪山老母

向金碧峰求情講和，而金碧峰為燃燈古佛下凡，可知此段主要敘述釋道相爭，王神姑一方所代表

的為道教的勢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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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原來「七十二」的地煞數概念在《西洋記》中成為單純的計數數字，「七十

二變」的意義經過徵引、織入小說後，產生了新的意義，而孫悟空「七十二變」

的相關故事在此處的敘事中也隨著王神姑分身七十二而與之共鳴。王神姑與孫悟

空雖都受教於玄門，亦均被佛教神祇收服，兩人在特質上有某些相似的部份，《西

洋記》對此處有意識地引用，讓《西遊記》中孫悟空的桀傲難馴的形象隨著小說

的引述而勾勒出王神姑的性格。可見《西洋記》的引用不僅是有意識的引用，而

且是一種引鑑前人著作以合己用的態度，猶如民間說話徵引許多材料以合野語村

談的情形。 
 
 一般認為民間文學的三個特徵為口傳性、變異性和集體性，記憶常只能記重

點，而不易記細節，是以相對之下民間文學則是流動變異的68，而這些被引述刪

改的故事也都是原小說中重要且為人熟知的部分，對於當時人來說都是可使用的

素材，而這裡對原素材恣意刪添改寫似乎也顯示了其帶有民間文學多變性的特

質。這些旁溢敘事的置入除了增加作品奇幻色彩之外69，亦使得在情節推衍時藉

著既解讀又書寫的雙重創作讓小說內容更為豐富，這些旁溢敘事不只是援引情節

或引用故事名稱以合於說話之用，亦將被徵用的故事情節中的角色與計謀在小說

中重新演繹以符合需要，反映了《西洋記》的俚俗特質。而引用其他小說的情形

使得原小說的情節藉著重述、改寫、嵌入《西洋記》的敘事脈絡中而被重寫並產

生了新的意義與風貌，使得讀者在閱讀的過程中不僅進行了雙重閱讀，是以《三

國演義》可以成為兵書，具有道教金丹意義的數字意義經由引用後而被銷解，記

憶的回溯與反芻亦經由《西洋記》的重構而被再度詮釋。 

 

第三節   《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成對的敘事設計 

 

 若以《西洋記》角色的某個特質為基準，識者或可發現小說中不少角色都有

另一個特質足以相對應的角色，他們彼此之間呈現或相似或相反的特質，形成一

種特殊的現象。此外，在情節與動作、對話與敘事的部分亦均表現出成對的樣式，

                                                 
67噥了這三首情詩兒不至緊，只見那七十二個王神姑，一個個一轂碌爬將起來，舒開笑口，展起

花容，大嗄嗄，小嗄嗄，都說道：「長官，長官！遇飲酒時須飲酒，得高歌處且高歌。你們南朝

帶得來的還有好情詞兒，再舍福唱一個與我聽著，我們一時三刻死也甘心。」回回說道：「你看

他稱人心花心動，兀的不是副活心腸也！」只因這一副活心腸，引得這些大小軍士吆吆喝喝，鬧

鬧哄哄。你說道：「王神姑身死心不死。」我說道：「王神姑死也做個鬼風流。」（第三十八回，

頁 498） 
68 胡萬川：〈論民間文學集體性之質變與發展〉，收錄於：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第二屆通

俗文學與雅正文學全國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台北市：新文豐出版社，2001，頁 1-23 
69 鄧百意：〈晚明神魔小說創作”幻”易”真”難的困境與陌生化敘事〉，《蘭州學刊》2006 年 03 期，

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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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或呈現一左一右的平面對稱，或呈現完全相同的鏡相對映，亦或是如浦安迪

在《中國敘事學》裡以《紅樓夢》為例的互補對舉，三種形式交織出一片成對的

敘事圖式。 

 

一、角色的對立並舉 

 

 下西洋的領隊中除了官方的代表鄭和與王景弘外，尚有釋家代表金碧峰和道

教代表張天師，其中金碧峰的兩名徒兒非幻和雲谷則均為佛教神祇摩訶薩和迦摩

阿轉世。從小說中人物的族群為分類基準來看，在漢人陣營有張天師、金碧峰，

於非漢陣營則有金毛道長和飛鈸禪師。以協助明朝陣營的天神而言，第十七回亦

有魯班和胡釘角兩位仙人協助鑄造寶船，在造船成功、初出江口所遇的攔路妖精

亦以成雙對稱的姿態出現，即白鱔精和白龍精，其後艦隊所過的關卡則為一軟一

硬的軟水洋和吸鐵嶺。此外鄭和等人在下西洋的途中遇到敵對的西洋將領與奇人

也多呈現相似或相反的對稱性質，比如金蓮寶象國的姜金定與爪哇國的王神姑均

為代家中男性出征、善用分身術的的西洋女將，姜金定代父兄出征，王神姑則是

代夫迎戰，兩人同時也是大明艦隊在西洋諸國中遇到最難纏的敵人。甚至在小說

中較不佔情節份量的僑民角色亦呈現對稱的形式，陳祖義與謝文彬，一為浡淋國

的小官，「豪橫不可言。專一劫掠客商財物，國王也禁他不得」70，一為羅斛國

元帥71，兩人均是從中國移居西洋，在當地為官，並大明為敵的漢人；陳祖義被

「押出轅門外，梟首示眾」72，而謝文彬則被擊敗後向鄰國誑言大明艦隊「沿途

上貪人財貨，利人妻女」73，下落不明。 
 
 在角色與難關的安排上呈現對稱的情形之外，在國度的名稱與小將的字號部

分也呈現對稱性的書寫。金眼國、銀眼國為小說家創造的國度，金眼國百姓的眼

珠為金色，而銀眼國的百姓則眼珠全是白色，鄭和對此「有眼無珠」的反應，一

方面說明銀眼國百姓的特徵，另一方面也明指其不識好歹，不知迎接遠來的天朝

軍隊。而在金蓮寶象國中與羊角道德真君的戰役中，無底洞與有底洞的名號不僅

對稱，作者也在「洞」這個意象上大作文章。在第二十六回真君的徒弟無底洞先

行應戰，以藍面鬼的變形形象唬倒不少大明軍士，其後在第二十九回另一個徒

弟、任務為看守吸魂瓶的有底洞則在名號與真實身份上與無底洞相對應。第三十

回羊角大仙魂歸天曹，無底洞、有底洞的謫仙身份揭曉，無底洞為漏神，而有底

                                                 
70 第四十五回。雖然此處向鄭和告密的施進卿亦是在浡淋國為官的中國移民，與陳祖義恰為一

個對比，但在小說敘事所佔的篇幅與重要性則不如陳祖義、謝文彬。 
71 謝文彬領羅斛國軍隊和明朝對戰的情節詳參第三十三回到三十四回。（頁 424-449） 
72 第四十六回，頁 589。 
73 第三十四回，頁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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洞為看財童子，兩人一個決心「改行從善」，一個則是「醒悟過來」，均拜羊角道

德真君為師。在第二十六回到第三十回金碧峰與羊角道德真君的漫長戰爭中，有

底洞與無底洞均非主要的角色，但在戰役與戰役之間，作者兩次玩弄了「洞」的

概念卻形成了小說中插科打諢的旁溢對話，增添其遊戲性的風貌。第二十七回姜

金定與無底洞大啖行刑前最後一餐的情節中，以「洞有無底」將飲食與性主題的

戲謔性發揮得淋漓盡致： 

 

  左右道：「你怎麼吃得這等快哩？」藍面鬼道：「你豈不曉得我是個無底

  洞？」左右道：「這一位怎麼不吃？」藍面鬼道：「他是個女將軍，洞有

  底。」左右道：「既是有底，怎麼會陷人哩？」藍面鬼道：「正叫做個有

  底陷人坑。」（第二十八回，頁 357） 

 

以「無底洞」的名稱意義雙關其飲食無盡的特質，並以「洞有底」和「有底陷人

坑」雙關女性的性別身份和女將的潑辣個性。接著在第三十回裡則以羊角道德真

君徒弟的身份使無底洞和同門師兄弟有底洞成為對比，此時「洞」成為財富穿越

空間的象徵，洞有底標誌著能留住財富，而洞無底則顯示錢財投入後便散溢流

失，故有底洞的真身為看財童子而無底洞則為漏神。在「洞」這個性質上，作者

將其正反兩面盡情書寫，對稱性的角色使得敘事增添了不少遊戲性質。亦只有名

號對稱的情形，如第三十三回的刺麻兒和刺失兒，以及第三十五回哈刺密和哈刺

婆等，這些角色在小說中無足輕重，但兩人的名字與行動的對稱則增添了小說閱

讀的趣味。74 
 
 《西洋記》除了有單一的角色彼此對稱之外，亦有其他的形式，在女兒國時，

有金、銀、銅頭宮主，在金眼國有金角、銀角和鹿皮大仙。金頭、銀頭和銅頭宮

主因嫉妒而互相殘殺，而金角、銀角和鹿皮大仙則分別為黃鳳仙、金碧峰收服，

雖然在其後情節推演上兩者大不相同，但在雙方不僅在金銀為號的部分極為相

似，而其他部分卻又呈現男—女、妖—人對立、對稱的性質。類似的情況亦見於

女兒國，黃鳳仙與王蓮英俱看中唐英，兩人同樣使計要與唐英匹配： 

 

  王蓮英又賠個笑臉，說道：「有緣千里來相會，千里姻緣似線牽。賤妾 

  不才，願奉將軍枕席，將軍意下何如？」……黃鳳仙雖是女流之輩，文

  武兼全，才識俱足。他看見唐狀元人物齊整，語言秀爽，心裡想道：「此

  人器宇不凡，終有大位。俺不免設一小計，救他出來，這段姻緣在我身

  上，也不見得。」（頁 610-611） 

                                                 
74 關於名號與情節均對稱行文的探究詳參本章第三節的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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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蓮英與黃鳳仙俱為女狀元，亦同樣看上唐英，在一捉一放之間，兩人自媒、爭

奪夫婿的方式也形成了強烈對比。王蓮英雖捉得唐英，但直言表白遭到對方嚴詞

拒絕，而黃鳳仙則釋放唐英，並宣稱「我總兵官之法，立地可破」，使得鄭和因

「公私兩利」而為兩人主婚。對照王蓮英的直率，黃鳳仙顯得計高一籌，這不僅

呼應了前面對兩人俱為女狀元的身份的說明75，也使得兩人在之後的對陣廝殺顯

得意蘊複雜： 

 

  王蓮英高叫道：「你那敗壞我夷邦風俗，辱國的賤人，早早下馬受我一 

  刀，免得費我手腳。」黃鳳仙道：「你還不羞哩！你把你父母生來兩塊 

  皮，哀求了一日還沒有人要，還說是你拿的人我受用。」……王蓮英看

  見唐狀元幫殺，心上越發碾酸，提起口刀，單戰唐狀元。（第四十八回 
  ，頁 615） 

 

黃鳳仙原是狀元，只因犯了錯被摘去封號，在小說中對於此段姻緣便有「量材求

配」的斷語76，而王蓮英自媒失敗，黃鳳仙一句既犀利又諷刺的「哀求了一日還

沒有人要」正中她的痛處，是以王蓮英「恨不得一口涼水把個黃鳳仙一口吞在肚

子裡」，雙方廝殺不同小說中的其他戰役，由王蓮英先是對唐英表示願奉枕席，

在唐英與黃鳳仙成親後又斥其「敗壞夷邦風俗」可知此役表面雖出於維護國族榮

辱，其實是為個人尊嚴而戰。小說走筆至此，藉由兩個相對稱的女性角色從同謀

到反目的經過，回歸華夷交戰的敘事主線。 
 
 而在小說人物的形象上亦有對稱的呈現，第四回金碧峰經滕和尚點化剃度出

家卻留了一嘴落腮鬍，此舉亦引來一些質疑77，對於他剃髮留鬚的舉動，敘事者

認為這是「留鬚以表丈夫」，並且引關羽的美髯意象而大加讚賞78。將其與鄭和

                                                 
75 第四十七回：早又有一女將，原日也曾中過狀元，只因御酒三杯，掉了金鐘兒在地上。女王

大怒，說他慢君，把探花王蓮英升做狀元，把他貶做司獄司－個大獄官，姓黃名鳳仙。（頁 610） 
76 第四十七回：張狼牙道：「尊處也曾中狀元，就配我唐狀元這個，豈不是量材求配？」從敘述

脈絡中並沒有辦法確認張狼牙是如何得知這位夷女中過狀元，此斷語似為作者代言，以張狼牙口

吻代之，實為作者斷語。（頁 611-612） 
77 卻說碧峰長老一嘴連鬢落腮鬍子，人人都說道：「長老何事削髮留鬚？」毗沙門子也說道：「長

老何事削髮留鬚？」三藐三佛陀也說道：「長老何事削髮留鬚？」弗把提也說道：「長老何事削髮

留鬚？」泥犁陀也說道：「長老何事削髮留鬚？」優婆塞也說道：「長老何事削髮留鬚？」優婆夷

也說道：「長老何事削髮留鬚？」陀羅尼也說道：「長老何事削髮留鬚？」諸檀越也說道：「長老

何事削髮留鬚？」就是僧綱、僧紀、僧錄也說道：「長老何事削髮留鬚？」就是茶頭、飯頭、菜

頭、火頭、淨頭也都說道：「長老何事削髮留鬚？」（第四回，頁 53） 
78 一個光頭，一嘴鬍子。這個鬍子不是小可的，有詩為證。詩曰：堂堂六尺屬仙郎，更喜豐髭

品字傍。風急柳絲飛渡口，雨餘苔跡上宮牆。龍歸古洞螯先醉，鳳出丹山尾帶狂。惟有美髯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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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宦官形象「肌膚白如雪，潤如玉」相對比79，一個是蓄鬍強調其陽性形象，而

一個是典型的去陽性身份。在西洋旅途中，鄭和幾番大興殺念，一次是欲用生人

祭祀，一次是煮食番俘，殘忍形象之餘又有人性中對於未知旅途的無奈與恐懼的

軟弱無助；相較之下，金碧峰始終顯得慈悲為懷、氣定神閒80，這樣的對稱安排

也使得在西洋旅程中幾次鄭和意欲大開殺戒都遭金碧峰阻止。雖然在角色設定上

金碧峰與鄭和呈現一種陽性—出世與去陽性—入世的對比，但進入女兒國與在國

中的一連串戰役中，卻不見金碧峰的影子，變成了鄭和、馬公公等人和唐英的對

比。 
 
 小說中的人物對稱除了幾個主要角色金碧峰、鄭和、張天師等人的設定有對

稱的情形外，其餘對稱的人物多非屬漢族，且在文本中所佔的份量短少，在一串

對話、行動後便從小說舞台上消失，宛若戲劇展演中折與折、出與出之間的插科

打諢者。即便是主角之間以性質為標準的對稱設定，也未在小說情節中得到發

揮，於是這些性質相對的的人物設定對於敘事主線並沒有實質的影響，而名字相

似的人物做相似的動作、說相似的話在一場場華夷對峙的緊張場面之間便顯得科

諢意味十足。此外角色們使用的寶物也呈現了對稱的型態，第八十四回取得隱身

草的王明與取得隱身毫的地裡鬼相見並結為兄弟，這裡除了戲謔王明這個在小說

中頗受鄭和等人青睞的角色外，從其後進入酆都鬼國的情節對稱現象來看，此處

與地裡鬼結成八拜之交似也在暗示他日後會率先進入酆都鬼國，成為地面上的

「地上鬼」。 
 
 《西洋記》於角色的設計採取對立的手法，將人物的名號、形象予以對舉成

形，以此互相隱喻指涉，亦在同中有異的形式中製造戲耍嬉鬧的風格。浦安迪在

《中國小說敘事學》中提到了「奇書體」的小說人物對稱特性，他認為「奇書文

體」將傳統的對偶美學表現得更清楚，小說結構上的對稱，運用在塑造對比人物

上最得心應手81。然而在《西洋記》中的小說人物雖亦有對稱的情形，但卻不如

「奇書體」一般的對稱工整、明顯，反倒是呈現名號、外型的單一對稱，對於個

性、思想的相應描寫卻付之闕如。僅名稱或某種特質上的對稱雖在表面文字上形

成閱讀的諧趣，但卻對小說故事的展演無直接的助益，亦未與小說的敘事結構相

結合。識者若將人物的名字予以抽換，即可發現這樣的表面的對稱在情節推進部

分並無特別的影響。即便在單一特質的部分進行對立並舉的書寫，在小說中也沒

有得到應有的發揮。在第四十六回到五十回的女兒國敘事中，代表陰性身份的是

鄭和，代表陽性身份的反倒是武狀元唐英，金碧峰「留鬚以表丈夫」的陽性意象

                                                                                                                                            
一，滿腔忠義越加長。（第四回，頁 52-53） 
79 第四十六回，頁 598 
80 雖然下西洋的領隊中尚有道士張天師，但在小說的敘述中卻未強調其男性、陽性的身份，反

倒是金碧峰一角在其相貌的描寫上曾多次強調其「剃髮留鬚」、「剃髮以除煩惱，留鬚以表丈夫」

的特徵，故其與鄭和在陽性—去陽性的性質對稱上是很明顯的。 
81 浦安迪：《中國敘事學》，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6，頁 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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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說裡並沒有後續的書寫。雖然相較於「奇書體」的對稱工巧，《西洋記》在

角色的對稱設定部分顯得粗糙扁平，但在大量的形式對稱並反而增添了更多藝術

形式美的解讀空間，在三疊的小說敘事結構中，交織成複雜的書寫形式。 

 

二、情節與動作的對稱書寫 

 

  在章回小說的對偶書寫中，常呈現一個自足整體中互補的兩面82，然而

《西洋記》了在角色設定部分予以成對設計，在情節、動作書寫的部分亦有類似

的情況，有的以相同句構、抽換詞面手法書寫，有的則採左右、前後的對稱形式，

亦有呈現鏡相對映的現象。如果說全景對偶的「奇風對插，錦屏對峙」中隱含著

異與同的交流滲透，《水滸傳》的「正犯法」與「略犯法」是刻意規避重覆相對83，

那麼在《西洋記》中的情節、動作對稱的現象便是呈現一種既對稱又複沓的形式。

第五回金碧峰講經後，眾生歌頌佛號一處的情節便與第四回書寫眾生對他剃髮留

鬚質疑如出一轍，第四回： 

 

  卻說碧峰長老一嘴連鬢絡腮鬍子，人人都說道：「長老何事削髮留須？」

  毗沙門子也說道：「長老何事削髮留須？」三藐三佛陀也說道：「長老何

  事削髮留須？」弗把提也說道：「長老何事削髮留須？」泥犁陀也說道：

  「長老何事削髮留須？」優婆塞也說道：「長老何事削髮留須？」優婆 

  夷也說道：「長老何事削髮留須？」陀羅尼也說道：「長老何事削髮留 

  須？」諸檀越也說道：「長老何事削髮留須？」就是僧綱、僧紀、僧錄 

  也說道：「長老何事削髮留須？」就是茶頭、飯頭、菜頭、火頭、淨頭 

  也都說道：「長老何事削髮留須？」（第四回，頁 52） 

 

第五回： 

 

  卻說碧峰長老剖破了這個留鬚表丈夫的啞謎兒，莫說是四眾人等念聲阿

  彌陀佛，就是毗沙門子、三藐三佛陀，也念聲阿彌陀佛；就是弗把提、

  泥犁陀，也念聲阿彌陀佛；就是優婆塞、優婆夷，也念聲阿彌陀佛；就

  是陀羅尼、諸檀越，也念聲阿彌陀佛；就是僧綱、僧紀、茶頭、飯頭、

                                                 
82 詳參：浦安迪：《中國敘事學》，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 48-54 
83 浦安迪：《中國敘事學》，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6，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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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頭、火頭、淨頭，一個個的念聲阿彌陀佛。（第五回，頁 57） 

 

這兩段齊聲同問的段落包夾了金碧峰剃髮留鬚的啞謎，兩處結構雖然不盡相同，

但均在敘事停頓處以列舉的方式細述各色人物異口同聲的場景。以複沓的排比句

呈現釋家的各層神祇均同聲念佛的手法亦和《西遊記》、《封神演義》等小說中使

用韻文對情景進行細部描摩的方式相似。而《西洋記》排比相同結構的對話，將

第四回對剃髮留鬚的疑問與第五回明瞭此舉意義後給予的肯定、頌讚形成對比，

也造成了兩處情節的對稱。 
 
 除了情節凝滯的對稱書寫外，尚有將情節向前推演的動態對稱書寫，在第三

十三回羅斛國中，番官刺麻兒和刺失兒不僅名號相對，在敘事上也以「左右對比」

的方式呈現： 

 

  左班閃出一個番官來，名字叫做刺麻兒，說道：「我國水兵天下無敵， 

  怕甚麼南朝元帥，怕甚麼和尚道士！」道猶未了，右班閃出一個番官來，

  名字叫做個刺失兒，說道：「古語有云：『來者不善，答之有餘。』既是

  南朝無故加兵於我，我國豈可束手待斃！伏乞我王作速傳令總兵官，令

  其練兵集眾，水陸嚴守，免致疏虞。」（第三十三回，頁 428） 

 

「刺麻兒」和「刺失兒」僅一字之差，左右各自閃出說話，對稱的畫面和接續性

的語句，使得這段敘述宛若戲劇展演時角色人物各自從舞台兩旁出場一般。在中

國古典的戲劇表演中，對稱的肢體動作是常見的舞台表現藝術，而小說中以左、

右分述對稱的場景和人物的動作表現亦不在少數。第一回敘述天地生成即有「左

有日鐘，右有月鼓」，第二回敘述杭州福地的空間亦有「左側有個南高峰，右傍

有個北高峰」，第五回金碧峰判斷孰為真非幻時，「左右對稱」的敘述方式又再度

出現： 

 

  碧峰道：「是真非幻過左。」兩個人齊齊的過左。碧峰道：「是真非幻的

  過右。」兩個人齊齊的過右。（第六回，頁 79） 

 

以簡單的左右移動辨識真假非幻，「兩人齊齊的過左」與「兩人齊齊的過右」使

得小說文本以一種彷彿戲劇腳本的形式呈現，而重覆、對稱的動作也帶有一種滑

稽的趣味。事實上在元代雜劇中便有重覆的科諢表演，如《勘頭巾》便有三次「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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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科」，這也反映了雜劇劇本對於科諢動作予以細部的描述84。而《西洋記》亦

如雜劇劇本一般，對於角色人物的出場、移動予以細膩的書寫，除了以左右對稱

的方式敘述外，尚有前後對稱的型態，第三十一回馬公公砍殺滿地亂滾的婦人頭

顱的段落便是一例： 

 

  馬公公拿起一口刀，砍過左，右邊的又來了，砍向前，後邊的頭又來了。

  （第三十一回，頁 407） 

 

左—右的書寫使得小說場景以可想像的平面型態呈現，再加上了前與後的敘述，

則使其成為一個可被想像的立體空間。而細膩敘述人、物的移動方位使得小說敘

事帶有濃厚的說唱口吻。而《西洋記》中的對稱書寫多帶有強烈的畫面感，相同

句構的句子堆疊亦帶來閱讀上的韻律感，這些對稱敘述雖然造成情節進展的遲緩

化，但卻造成了宛如變文的駢偶書寫所造成的圖像感85。 
  
 《西洋記》中與變文相近似的話語集中出現在前五十回，主要表現在變經文

為通俗文，第二回菩薩與古佛問答，引《金剛經》為燃燈古佛語86，小說中亦出

現許多神魔鬥法的情節。民間說話的源頭之一是唐代的變文，變文為韻散相間，

詩文結合，逐段鋪敘，說說唱唱，並與圖畫相配合87，此外亦使用駢儷筆法描繪

環境，同時在內容又充斥口語、俗語88，這些特點恰與《西洋記》的書寫相似。

追溯小說、話本的源頭，兩者實與變文有不可分割的密切關係，不僅在入話、韻

散交錯散場語和套語的使用上影響了小說、話本的體制，亦在對歷史題材的採用

與改寫上對這兩種文學體制起了示範的作用89。在第七回金碧峰與非幻的鬥法，

便以韻文、駢儷語來描繪畫面，反映當下情節推演的景況： 

 
                                                 
84 郭偉廷：《元雜劇的插科打諢藝術》，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 152-155 
85 陸永豐在《敦煌變文研究》中談到了變文的駢偶書寫多用於描述畫面場景。（詳參：陸永豐：

《敦煌變文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0，頁 134） 
86 第二回「觀音菩薩說道：「……故此這個石鐘，左有日月文，右有星辰象，燥則天朗氣清，潤

則晦明風雨。其聲上，上通於三十三天。適來鐘響，驚動天曹，為此天花墜落……其聲下，下通

於七十二地。適來鼓響，驚動海神，為此龍王聽講。」摩訶薩、迦摩訶合掌齊聲道：「善哉，善

哉！無量功德。」……（燃燈古佛）於是向眾生而說偈曰：若以色見我，以音聲求我；是人行邪

道，不能見如來。……一切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露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頁 17）即引自

《金剛經》：「爾時，世尊而說偈言：若以色見我，以音聲求我；是人行邪道，不能見如來。」與

「一切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露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徐興無註釋、侯迺慧校閱：《新譯金

剛經》台北：三民書局，1997，頁 121、133） 
87 胡士瑩：《話本小說概論》，台北：丹青圖書有限公司，1983，頁 28-30  
88 陸永豐：《敦煌變文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0，頁 120、266-267 
89 變文按照民間的觀點、角度對歷史題材進行改動，使歷史成為作者的「歷史」，變文在這裡，

無疑對中國戲曲與小說起著重要的示範作用。（詳參：陸永豐：《敦煌變文研究》，成都：巴蜀書

社，2000，頁 330-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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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天」字才念得出聲，猛省得半空裡火光一閃，颼地裡一陣的響將

  來，只見：視之無影，聽之有聲。噫！大塊之怒號，傳萬竅之跳叫。穴

  在宜都，頃刻間弄威靈於萬里；獸行法獄，平白地見鞠陵於三門。一任

  他乓乓乒乒，慄慄烈烈，撼天關，搖地軸，九仙天子也愁眉；那管他青

  青紅紅，皂皂白白，翻大海，攪長江，四海龍王同縮頸。……真好一陣

  怪風也。非幻見了，只是縮了個頸；雲谷見了，他只是伸出個舌頭來；

  長老坐在齊雲亭上，只把他當一個耳邊風。這一陣風方才息了，又只見

  黑沉沉的世界，滿地裡傾盆倒缽的下將來。只見：渰然淒淒，霈焉祁祁，

  納於大麓而弗迷，自我公田而及私。王政無差，十日為期，未能破塊，

  才堪濯枝。……考於羲易，悵西郊之未零；玩彼麟經，眷北陵而可避。

  正是：茅屋人家煙火冷，梨花庭院夢魂驚。渠添濁水通魚入，地秀蒼苔

  滯鶴行。卻又好一陣驟雨也。（第七回，頁 84-85） 

 

在兩則篇幅近五百字的駢儷寫景文字中不僅出現排比句，亦雜有散句以敘述情

節，雖然「只見」二字套語在《西遊記》、《封神演義》等章回小說中頗常出現，

但在《西洋記》中「只見」二字所引的文句卻佔有十分龐大的篇幅，這些動輒數

百字至上千字的長篇巨製並不見得以押韻、堆砌字詞的賦體方式成文，卻幾乎都

採用對偶的方式呈現，如第三十五回哈刺密、哈刺婆與大明將領金天雷作戰： 

 

  番陣上慌了，左邊閃出一個哈刺密來，高叫道：「南朝好土地，怎麼走 

  到我們西番來也？」右邊閃出一個哈刺婆來，高叫道：「南朝好土地， 

  怎麼走到我們西番來也？」……哈刺婆一時支架不住，頂陽骨上吃了一

  钂，即時間送卻了殘生命。哈刺密看見不好風頭，抽身便走，脊梁心裡

  吃了一銳，即時間送卻了命殘生。（第三十五回，頁 455） 

 

哈刺密、哈刺婆分別從左右閃出，相同的台詞使得左、右對稱的效果遭到懸置，

他們兩人究竟是從何處出現已經沒有意義，而後半段雖然使用了近乎抽換詞面的

修辭手法，但「一時支架不住」和「看見風頭不好，抽身便走」的敘述卻在此時

提示了小說敘事情節推進的景況。此處的情節推進幅度甚小，使用大量詞彙描摩

場面的手法卻也增添了小說敘事的趣味性。同時在小說中對於動作的對稱描寫也

會帶動情節中小說人物的戰鬥動線，第七回敘述長老打妖精： 

 

  他兩個就走到玉鵝峰上去，長老就打到玉鵝峰上去……他兩個走到金沙

  洞裡去，長老也打到金沙洞裡去；……他兩個走到大石樓上去，長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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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大石樓上去；……他兩個走到鐵柱上去，長老也打到鐵柱上去。他

  兩個妖精愈加慌了，又走到跳魚石上去，長老又打到跳魚石上去……他

  兩個妖精也無計奈何，雙雙的鑽在那阿耨池裡面去，碧峰長老也打到阿

  耨池裡面去……他兩個一鑽又鑽在卓錫泉裡去，好個碧峰長老，把那九

  環錫杖望地上略略的響一聲，只見他兩個妖精和那泉水兒，同時朝著面

  上一瀑起來。兩個妖精心生一計，逕走到御花園裡柑樹上，搖身一變，

  閃在那柑子裡面去了。（第七回，頁 88） 

 

地點從玉鵝峰、麻姑峰、仙女峰、會真峰、會仙峰、錦繡峰、玳瑁峰、金沙洞、

石臼洞、朱明洞、黃龍洞、朱陵洞、黃猿洞、水簾洞、蝴蝶洞、大石樓、小石樓、

鐵橋、鐵柱、跳魚石、伏虎石、阿耨池、夜樂泉、卓錫泉到御花園，這些地方不

僅形勢各異，且以成組、呈對的情形出現，相同結構的句子堆疊並將地名抽換，

使得這段敘事異於他處對空間的細緻描述而呈現了一片既廣闊又粗筆塗抹的地

景圖像。這些地名中如麻姑峰、黃龍洞等部分屬於傳說中的道教聖地，部分則不

明其確切位置和涵義。作者將這一浩瀚空間藉由小說人物的打鬥動線將其與帝京

象徵的御花園串起，似乎隱含了對王朝疆土的想像，而堆砌地名、重覆相同追逐

動作的結果，也造成了此段敘事停滯，成為平板的皇輿展示。然而以抽換詞面的

方式書寫而成的是粗疏的圖像，不僅使其顯得既空泛又模糊，亦使得這一段落在

金碧峰與妖精的鬥法情節裡顯得可有可無。 
 
 從小說的敘事情節安排與戲劇敘事的雷同處來看，在小說的敘事主軸中予以

穿插單一、對稱的語句所呈現的通俗性與詼諧趣味與中國傳統戲劇中的科諢概念

相似。戲劇的敘事概念與小說敘事雷同，然而在表現方式上則有所不同，中國古

代戲曲受傳統文學藝術尤其是民間說唱藝術的深刻影響，使其代言與扮演更多地

依靠演員的敘述台詞來完成。90在戲曲中唱詞和念白為兩項必備的元素，戲曲中

的唱詞敘述和念白敘述並非截然分開，而是唱詞中夾帶著念白、唱白的結合，形

成了曲白綜合敘述的特殊的戲劇敘事手段，這樣的手法在南戲以及明清傳奇中表

現得最為突出91。明代中後期戲劇的觀念開始重視對於戲劇情節、結構和劇場表

現，這時期的評論家亦有將小說與戲曲合併評論的情形，張世君〈明清小說評點

中的戲曲概念〉一文便指出謝肇淛《五雜俎》「凡為小說及雜劇戲文，須是虛實

相半，方為遊戲三昧之筆」與王圻將《水滸傳》與《西廂記》併評為「惟虛故活」

等處，顯示了在明代中晚期的文評家已經注意到小說與戲曲在敘事情形上的相似

處92。在這個相似點之下，名號雷同、動作相似的人物與前後呼應、構句相似的

情節在某種程度上都句有「博人哄堂」與「善驅睡魔」的效果。然而中國傳統戲

                                                 
90 詳參：蘇永旭主編：《戲劇敘事學研究》，北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4，頁 82-83 
91 轉引自蘇永旭主編：戲劇敘事學研究，北京：中國戲劇出版社，頁 93 
92 明末清初的小說評點者多將戲曲概念用在小說評點上，關於這方面的探討詳參：張世君：〈明

清小說評點中的戲曲概念〉，《學術研究》，2005 年 10 期，頁 135-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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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中的過門過場與小說的情節、故事概念並不相同，儘管不可隨意強加比附，但

從《西洋記》以大量對話與動作的描寫93，和敘述、對話的覆疊駢儷情形來看，

將無關情節的故事放入小說敘事主軸中與小說中的複疊句式段落實和戲曲的插

科打諢有相似效果。韻文穿插則為當時小說的慣用套式，部分亦有濃厚的庶民性

格。第八十二回的《瞌睡蟲賦》和第八十三回的《蒼蠅賦》、《蚊蟲賦》的書寫便

為一例，作者這段《瞌睡蟲賦》置於王明的回話中，賦文本身以王明、靈蟲兒的

對話為主，兼雜戲謔調笑： 

 

  「靈蟲兒說道：「維我之來，……伊誰之失！』是小的說道：『依你所言，

  你卻不是個瞌睡蟲兒麼？』蟲兒道：『是也，是也。』他又問小的是個 

  甚麼人，小的道：『我是個枕頭。』蟲兒道：『你怎麼是個枕頭？』小的

  道：『你撞著我，卻不是個瞌睡撞著枕頭。』那蟲兒笑起來，一把扯住 

  小的說道：『我正要個枕頭。』小的心上用得它，就將計就計，許下它 

  一個枕頭，帶著它找到百夫人宅上。」（第八十二回，頁 1052） 

 

此段王明遇到瞌睡蟲的故事描述使人瞌睡難醒的景況，對稱特徵明顯94，繁縟駢

儷的文字透過瞌睡蟲的自述彷彿成為戲曲場上的角色自白，然而透過王明之口轉

述，卻又帶了說書的意味。接著在第八十三回，王明先後遇到蒼蠅、蚊蟲，遭其

以《蒼蠅賦》、《蚊蟲賦》作答冒認，並兩次壞了迷昏引蟾仙師的計謀。這段的敘

述以第五十二回公冶長識鳥音為這段王明與瞌睡蟲、蒼蠅和蚊蟲的對話埋下伏

筆，並以第三人稱全知視角敘述瞌睡蟲、蒼蠅、蚊蟲先後戲弄王明，以反嘲他「不

學書，文理苦不深」95。《蒼蠅賦》與《蚊蟲賦》以四、六言組成，前者多四言，

後者多六言，以駢儷形式寫成96，在小說情節的結構安排上兩篇賦文亦以前後對

                                                 
93 「在藝術表現方面，《西洋記》也有明顯的缺點，全書幾乎是由人物的對話堆砌成的。」《三

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 17 
94原文：維我之來，嘿嘿冥冥，非虺非螫，元狀元聲。不寢而夢，不醉而醒；不疾而疲，不歎而

呻。若浮雲而未墜，若負重而莫勝。入人之首，倏焉如兀；欲仰又俯，求昂反屈；若南郭子俯幾

而坐，北宮子喪亡而出。入人之目，若炫五色；注睫欲逃，回瞬成黑。如昌黎之昏花，步兵之眼

白。入人之手，如摯如維。將掉臂而徒倚，欲撫掌而離披；墜何郎之筆，落司馬之杯。入人之足，

如糾如纏；欲舉武如超乘，比寸步於昇天。李白安能脫靴於內陛？謝安何以曳履於東山，至若青

緗浩牘，玉簡陳編，誦不能句，讀未終篇。惟我一至，令人茫然。如右軍之坦腹，靖節之高眠；

又若汪洋奧義，佶屈微言，凝思佇想，欲彩其玄。自我一至，忽然汗漫。如尹文之坐玄，達摩之

逃禪。凡此之類，倦態不一，實我之故，伊誰之失！（第八十二回，頁 1052） 
95 第八十三回，頁 1065 
96 《蒼蠅賦》的全文：「嗟我之為人也，逐氣尋香，無處不到。頃刻而集，誰相告報？在物雖微，

為害至要。若乃炎風之燠，夏日之長，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或沿眼眶；目欲瞑而或

警，臂已痹而猶攘；或頭垂而腕脫，每立寐而顛狂。又如峻宇高堂，法賓上客。或集器皿，或屯

幾格，或醉醇醪，因之沉溺；或投熱羹，遂喪其魂。尤忌赤頭，號為景跡。引類呼朋，搖頭鼓翼。

至於腯豕肥牲，嘉肴美味，稍或怠於防閒，已輒遺其種類。養息蕃滋，淋漓敗壞。親朋索爾無歡，

臧獲因之得罪。餘悉難名，凡此為最。」《蚊蟲賦》的全文：「我之為人也，方天明之當天，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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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姿態出現。在王明被蒼蠅所騙而弄巧成拙後，尋瞌睡蟲不遇，又遇蚊蟲，便又

得一《蚊蟲賦》，計謀再度失敗。兩次王明誤讀的對稱情節不僅增添戲謔笑耍的

情節以緩和自第八十回開始、連三回戰爭書寫的緊張氣氛，亦為其後王明與地裡

鬼結為兄弟的情節埋下伏筆。 
 
 雖然情節與動作在小說中重覆出現，但透過如出一轍的對話動作、左右對稱

的出場方式，使得小說敘事的畫面感以一種近似舞台表演的方式呈現。《西洋記》

多以左右、前後對稱描寫與方位的展開來處理畫面，這樣的書寫方式除了帶有民

間敘事的素樸風采外，前、後、左、右與四方這些彼此之間呈現對稱型態的方位

指示也同時標誌出畫面的的中心。而在動態空間描述書寫的部分，《西洋記》第

七回、第七十六回等不僅以相同動作銜接不同地名的方式處理空間的轉換，地名

亦均同類相聚且多成偶數，形成一片空間廣漠的地理景象，在這塊帝國「天下」

的想像圖景中，方向是不存在的，只有小說人物的打鬥動線有跡可尋。不定向的

移動加上地名性質的對稱羅列，峰之後是洞，大小石樓樓之後是鐵橋鐵柱，石之

後是池，泉之後是御花園。同類並置的類書趣味之外，缺乏細部描述與詞句變化

的書寫則表明了對帝國疆域圖景的空泛想像。 
 
 而從情節推進的角度來看，若將《西洋記》中將情節向前推進的敘事與書寫

情節停滯的對稱散句予以離析，識者或可發現，若將小說中每場的戰事視為一

折，那麼這些情節停滯的對稱散句與韻文便宛如北雜劇裡在折與折間穿插的科諢

一般97，在「折與折之間，插演諸般技藝、小品。當觀眾被間場的節目吸引，舞

台上的『空』便被『補』回來了」98。在元代雜劇中，這些「說諢話」、「弄喬」

等滑稽表演目的是提供娛樂，未必與劇情有關，可能是以某個情節為框架而串演

各樣的技藝，是為其「雜」的審美特徵，但這樣穿插科諢在戲曲中的調節效果並

非僅存在元雜劇裡，明代王驥德《曲律‧論插科》便有「大略曲冷不鬧場處，得

淨、丑間插一科，可博人哄堂，亦是劇戲眼目」99，而清代李漁亦有「作傳奇者，

全要善驅睡魔」、「則科諢非科諢，乃看戲之人蔘湯也」等說法100，由此可見戲曲

                                                                                                                                            
避於幽深。翅斂緝兮凝癡，口箝結兮吞喑。雖智者之莫覺，亦安能眇視而追尋。及斜陽之西薄，

天冉冉以就昏，遂拉類而鼓勢，巧排闥而尋門。或投抵於間隙，潛深透乎重閽，窺燈光之晰晰，

仍倚壁而逡巡；伺其人之夢覺，為吾道之屈伸。方其猶覺也，則闃靜無語，坐帷立裳。心搖搖而

圖食，意欲舉而畏擒。及其既夢也，則洋洋而得志，飛高下以紛紜；親肌膚而利嘴，吮膏血於吻

唇。既飽而起，饑而復集。已貪婪之無厭，揮之則去，止之復來，何恥畏之足云。聲喧騰兮連雷，

刺深入兮刺針。夢既就而屢覺，心欲忍而莫禁。既冥擊之莫得，徒束手兮嗔心。」（第八十三回，

頁 1066-1067） 
97 臧晉叔：「北劇四折，只旦末供唱，故臨川於生旦皆接踵登場。不知北劇每折間以爨弄、隊舞、

吹打，故旦末當有餘力。」（臧晉叔改訂：《臨川四夢‧還魂記‧第二十五折》，明末吳郡書業堂

翻刊六十種曲本，台北：國立中央圖書館，1989，頁二十四） 
98 黃天驥：〈元劇的「雜」及其審美特徵〉，《文學遺產》，1998 年 03 期，頁 40-48 
99 王驥德：《曲律》，收錄於《歷代詩史長編二輯》第四冊，台北：中國學典館復館籌備處，1974，

頁 141 
100 李漁：《閒情偶寄》，台北：廣文書局，1977，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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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插科諢的傳統從元代持續到明、清，其目的都是要調節劇場氣氛與戲劇節奏。

在戲劇中是如此，在明清的小說評點中也注意到這些觀點101，若以敘事的推進與

停滯來看《西洋記》中的這些對稱出現、與小說敘事主線無直接關連的停滯情節，

似乎這也和戲劇中的科諢一樣具有調節敘事節奏與閱讀氣氛的效果。雖然這些段

落不見得全如科諢一般引人發噱，但在下西洋主題敘事中接連不斷的叫陣、打鬥

中，這些描繪風情、戲謔嘲弄的段落都能舒緩緊張的氣氛，增添了小說的可讀性。 

 

三、對話與敘事的駢偶書寫 

 

 駢句書寫的由來已久，《文心雕龍》雖未將駢文視為文體的一種，但在〈麗

辭〉篇便對駢偶辭句有所探討，認為其書寫出於自然，所謂「心生文辭，運裁百

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102。就小說而言，無論是話本、擬話本、章回體，或

以文言、白話書寫，都會在散文的敘事中穿插詩詞以描摩情狀、抒發情感103，然

而在小說中扮演描摩情狀的除了詩詞韻文之外，駢句亦有此功能。在《西洋記》

出版之前，即有以駢句敘述為其特色的小說，唐代張鷟的《遊仙窟》不僅韻散夾

雜，亦以駢句形式書寫小說情節104，即有學者認為這樣駢句書寫、韻散夾雜的形

式源於變文、辭賦和民間說唱文學的影響105。宋代小說亦有以駢文描述場景的例

子106，雖然在《西遊記》、《水滸傳》等章回小說中亦有以駢文描述場景的情形，

但細查其書寫方式，均以「但見」、「你看那」、「怎見得」的套語引入駢文，而《西

洋記》不僅如同這些章回小說一般穿插韻文、以套語引入駢文，第四十八回在描

述紅蓮宮主與張狼牙打鬥的畫面以及宮主的容貌姿態時便採用了駢散交雜的形

式： 

 

  到了明日，紅蓮宮主又來。南陣上三通鼓響，擁出兩員大將：左邊是征

  西遊擊大將軍黃彪，右邊是征西前營大都督公子王良。高叫道：「……」

  兩員將，兩騎馬，兩般兵器，殺得天花亂落如紅雨，海水翻騰作雲飛。

                                                 
101 毛宗崗、金聖嘆的評論中都以戲曲概念來看小說的結構，諸如「吾觀元人集劇，每一篇為四

折，每折止用一人獨唱。而同場諸人僅以科白從旁挑動承接……夫一人有一人之傳，一傳有一篇

之文，一文有一端之指，一指有一定之歸。世人不察，乃又搖筆洒墨，紛紛來作稗官」等，亦以

「關目」等概念來看小說的情節安排，詳參：張世君：〈明清小說評點中的戲曲概念〉，《學術研

究》，2005 年 10 期，頁 135-138 
102 劉勰著，王更生註釋：《文心雕龍讀本》，台北：文史哲出版社，1999，頁 132 
103 陸永豐：《敦煌變文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0，頁 334 
104 于偉娜：〈張鷟小說的審美特徵〉，《社會科學論壇》，2006，頁 176-179 
105 李鵬飛：〈《遊仙窟》的創作背景與文體成因新探〉，《山西師大學報》，2001 年 01 期，頁 43-48 
106 莫山洪以《碾玉觀音》為例，說明宋代話本小說中即有以駢句描述場景的例子。詳參：莫山

洪：〈駢文與中國古典小說〉，《廣西師範大學學報》，2003 年 03 期，頁 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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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見紅蓮宮主白白嫩嫩，面如出水荷花；裊裊婷婷，身似風中細柳。坐

  在那馬上，雖然有一種風情，肚子裡包藏的都是些殺人的肝膽。（第四 
  十九回，頁 627） 

 

不以「只見」等套語引出駢句，直接在人物對話後書寫雙方大戰場景，「天花亂

落如紅雨，海水翻騰作雲飛」和「白白嫩嫩，面如出水荷花；裊裊婷婷，身似風

中細柳」兩處夾雜在散句之中的駢句分別描述戰況激烈與女子的美貌。引文中前

三句以「兩」為開頭的部分雖然在語法結構上並不符合駢句的對偶要素，亦能在

閱讀時體會複疊的語言趣味。若從小說的源頭之一變文的駢儷成分多用於情景、

場面的描繪來看，《西洋記》裡部分駢句的確具有同樣的功能。 
 
 除了傳統的以套語引入駢文的手法之外，亦有在小說散句敘述中，不加套

語，直接雜入使用對稱的散句以細部描繪情節停滯的情形。而將相同構句的概念

加以延伸則形成了完全一樣的句子不斷重覆，使得小說中出現了同一情節裡眾人

先後異口同聲說出相同台詞的情況，在這個敘事段落裡，敘事者彷彿成為一個客

觀的紀錄者一般，將各角色的台詞一五一十記下，第四回： 

 

  卻說碧峰長老一嘴連鬢絡腮鬍子，人人都說道：「長老何事削髮留鬚？」

  毗沙門子也說道：「長老何事削髮留鬚？」三藐三佛陀也說道：「長老何

  事削髮留鬚？」弗把提也說道：「長老何事削髮留鬚？」泥犁陀也說道：

  「長老何事削髮留鬚？」優婆塞也說道：「長老何事削髮留鬚？」優婆 

  夷也說道：「長老何事削髮留鬚？」陀羅尼也說道：「長老何事削髮留 

  鬚？」諸檀越也說道：「長老何事削髮留鬚？」就是僧綱、僧紀、僧錄 

  也說道：「長老何事削髮留鬚？」就是茶頭、飯頭、菜頭、火頭、淨頭 

  也都說道：「長老何事削髮留鬚？」（第四回，頁 53） 

 

不若第五回以敘述事件的方式記敘佛門子弟齊聲頌讚，此處以相同結構的句子重

覆堆砌表達眾弟子對金碧峰剃髮留鬚的疑問，雖然不以形容、比擬的手法描摩場

景，但眾人輪流發問、名號紛陳的形式，上至佛陀下至茶頭都對金碧峰的舉動感

到好奇，顯示了他的一舉一動都受到佛教界神祇們的關注，也予人有佛門弟子眾

多繁雜的感受。同句堆疊複述強化了「長老何事削髮留鬚」的疑問，卻也擱置了

情節往前推演的動力，由「卻說」二字引入，可見此處實含有以駢文書寫靜態畫

面的概念。 
 
 一般駢文的書寫必須注意對仗、用典、藻飾甚至聲韻，其中以用典的部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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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彰顯出個人的才學107，《西洋記》裡的駢句書寫裡，部份並列同類名詞，宛若

類書，第一回敘述天地人的生成： 

 

  粵自天開於子，便就有個金羊、玉馬、金蛇、玉龍、金虎、玉虎、金鴉、

  鐵騎、蒼狗、鹽螭、龍纏、象緯、羊角、鶉精，漉漉虺虺、瀼瀼稜稜。

  無限的經緯中間，卻有兩位大神通：一個是秉太陽之真精，行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一日一周；一個是秉太陰之真精，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盈

  虧圓缺。正所謂「日行南陸生微暖，月到中天分外明」也。地辟於丑，

  分柔分剛，便就有個三社、三內、三界、四履、四裔、四表、五字、五

  服、五遂、六詔、六狄、六幕、七墠、七壤、七陘、八塹、八紘、八埏、

  九京、九圍、九垓、十鎮、十望、十緊、大千億萬，閻浮嵕雉，膴膴莽

  莽，峨峨嶪嶪，無限的町疃中間，也有兩位大頭目：一個是形勢蜿蜒磅

  且礴，奇奇怪怪色蒼蒼，靜而有常，與那仁者同壽；一個是列名通地紀，

  疏派合天津，動而不括，與那智者同樂。正所謂「山色經年青未改，水

  流竟日聽無聲」。（第一回，頁 5） 

 

類書是輯錄文獻，以錄為主或稍加撮述，按類編次的圖書，不僅反映文人自身的

學術層次，亦使同類資料得以集中強化108，具有僅編排整理資料而不陳述觀點的

特質109。《西洋記》此段文字敘述天地開闢之理，散句中夾有駢句，如「漉漉虺

虺、瀼瀼稜稜」、「一個是秉太陽之真精，行周天三百六十五度，一日一周；一個

是秉太陰之真精，行周天三百六十五度，盈虧圓缺」與「閻浮嵕雉，膴膴莽莽，

峨峨嶪嶪嶪嶪，無限的町疃中間，也有兩位大頭目：一個是形勢蜿蜒磅且礴，奇

奇怪怪色蒼蒼，靜而有常，與那仁者同壽；一個是列名通地紀，疏派合天津，動

而不括，與那智者同樂」，並大量羅列相關名物，而這些名物雖然部分以成三的

形式出現，但總數依然是偶數，亦可以看做對偶。這些詞句放在散句之間，充實

了散句所要表達的內容，同時兩個分述天地生成的段落又彼此形成對偶的關係，

「無限的經緯中間，卻有兩位大神通，一個是……」與「無限的町疃中間，也有

兩位大頭目，一個是……」兩段的結構、詞性相同，雖然沒有形成工整的對仗句

子，但對偶的型態十分明顯。此段的書寫使用較為艱澀的字詞，先舉類別，再羅

列三社、三界等各有其來歷的事物。在八股科舉取士的風潮下，明清的文人多受

過一定程度的寫作訓練，具備基本書寫駢文的能力，而駢句的用典特質也常使人

聯想到「炫學」的意味110。《西洋記》的用典手法不見得高明，但以類書般陳列

                                                 
107 莫山洪：〈駢文與中國古典小說〉，《廣西師範大學學報》，2003 年 03 期，頁 39-45 
108 慈波：〈宋四六與類書〉，《濟南大學學報》，第 16 卷 01 期，頁 38-42 
109 焦亞東：〈互文性視野下的類書與中國詩歌——兼及錢鍾書古典詩歌批評話語〉，《文藝研究》，

2007 年 01 期，頁 66-71 
110 以吳承恩為例，明清的小說家應多少受過寫作等相關訓練。（詳參：莫山洪：〈駢文與中國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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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物、用典藻飾亦似顯示作者的知識積累。 
 
 然而並非《西洋記》中所有的駢句均以辭藻典故為其形式，亦有較為質樸粗

略的駢偶書寫，這些素樸的句子不用典，字詞較為平易，有的將方位對稱的概念

用得淋漓盡致，有的則是並用回文、類疊修辭，在語句迴還反覆中表達小說角色

的反應。《西洋記》在較傳統的駢文寫作中堆砌典故與辭藻，除了有類書羅列事

物的意味，亦是作者寫作能力的展示；而小說中特殊的簡約駢句雖然相較之下顯

得平淺，但迴還類疊的反覆句式則使得這類描述宛若繞口令一般，顯露其遊戲的

性質。第八十一回即是一例： 

 

  這邊兩員大將，一個是左先鋒威武大將軍張計，一匹銀鬃馬，一口豹頭

  刀；一個是右先鋒威武副將軍劉蔭，一匹五明馬，一口雁翎刀。兩騎馬，

  兩口刀，殺向前去。你一上，我一下，你一往，我一來，殺做一坨，扭

  做一塊。（第八十一回，頁 1043） 

 

小說以上、下、左、右為基礎的對偶分述，將雙方戰鬥場景描寫出來，「一」與

「兩」的重覆強調，配合著相同句構對偶，使得這場戰役打得節奏迅捷。儘管此

處缺乏典故與藻飾，然而從其構句的對偶特性，又不可不視之為駢偶句。將其與

《遊仙窟》、《西遊記》相較，《遊仙窟》其中一段做比較，相較於《遊仙窟》、《西

遊記》等，《西洋記》的駢句顯得較缺乏文采修飾： 

 

  迴面則日照蓮花，翻身則風吹弱柳。斜眉盜盼，異種 姑；緩步急 

  行，窮奇造鑿。羅衣熠燿，似翠鳳之翔雲；錦袖紛披，若青鸞之映水。

  千嬌眼子，天上失其流星；一搦腰支，洛浦媿其迴雪。111 

 

與《西遊記》第一回： 

 

  他也不怕狼蟲，不懼虎豹，登山頂上觀看。果是好山：千峰開戟，萬仞

  開屏。日映嵐光輕鎖翠，雨收黛色冷含青。枯藤纏老樹，古渡界幽程。

  奇花瑞草，修竹喬松。修竹喬松，萬載常青欺福地；奇花瑞草，四時不

                                                                                                                                            
典小說〉，《廣西師範大學學報》，2003 年 03 期，頁 39-45） 
111 張鷟、徐亞枕著，黃瑚、黃坤校註：《遊仙窟、玉梨魂（合刊）》，台北：三民書局，2007，頁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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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賽蓬瀛。幽鳥啼聲近，源泉響溜清。重重谷壑芝蘭繞，處處巉崖苔蘚

  生。起伏巒頭龍脈好，必有高人隱姓名。112 

 

的敘述文字都顯得較為細緻齊整。《遊仙窟》隸屬文言小說，固然在性質與語言

風格上本與《西洋記》迥異，但在駢句文詞方面卻仍遠比《西洋記》縟麗，張鷟

以「迴面則日照蓮花，翻身則風吹弱柳」描寫女子面容體態，用「翠鳳翔雲」、「青

鸞映水」比喻女性衣著美麗飄逸，滿有文人作品儒雅風格。即使是被認為充滿喜

劇風格的《西遊記》113，其於駢偶句的書寫也較《西洋記》來得精緻，「千峰開

戟，萬仞開屏。日映嵐光輕鎖翠，雨收黛色冷含青。枯藤纏老樹，古渡界幽程」

均是工對，詞性相同、對仗齊整。相較之下《西洋記》中沒有用典的駢句便顯得

粗疏許多。然而這些駢句雖然字詞簡約，但類字疊詞的使用亦帶來語言的節奏

感，甚至如精緻駢文一般有描寫畫面的效果。第七十回書寫金角大仙中計，尋找

身體的畫面便顯得十分生動： 

 

  金角大仙看見黃鳳仙跑下陣，只說他心中懼怕，連忙的跌下頭來，卻尋

  身子鬥著，哪裡有個身子？沒奈何，頭只在半天之上，旋旋轉轉，慌慌

  張張，左找右找，左找不見，右找不見。找了一會，不見個身子，叫將

  起來。左叫右叫，左叫不見，右叫不見。叫了一會，又不見個身子，越

  發激得沒奈何，哭將起來。左哭右哭，左哭不見，右哭不見。沒奈何，

  哭了一會又叫，叫了一會又哭。（第七十回，頁 901-902） 

 

這一段與其說是駢句書寫，亦可說將回文、類疊修辭發揮得淋漓盡致。「旋旋轉

轉」對上「慌慌張張」，引出了「左找右找，左找不見，右找不見。找了一會，

不見個身子」與「叫將起來」引出的「左叫右叫，左叫不見，右叫不見。叫了一

會，又不見個身子」相對稱，接連地使用左、右的形式做對偶書寫，同時又使用

了回文的形式，恰將金角大仙四處旋繞找尋身體的驚恐反應寫得十分細膩逼真。

這一段書寫僅反覆使用左、右、哭、叫、不見等字詞，將其排列組合的可能發揮

殆盡，相同句構一再回返重述，沒有深奧的典故與精緻的藻飾，相較於鋪采摛文

的雅化駢文，這段素樸的駢句則宛如民間說話般淺顯而直接。 
 
 細察《西洋記》的駢句書寫，部分如傳統章回小說以較為精緻的駢句的方式

描述人物形體、場面，亦有在使用典故與艱深辭藻的部分以類別為前提，再分別

細述呈現近似類書的風貌。前者顯示了《西洋記》與章回小說相似之處，後者除

                                                 
112 吳承恩：《西遊記》，台北：三民書局，2000，頁 3 
113 詳參：鄭明俐：《西遊記探源》下冊，台北：里仁書局，2003，頁 176-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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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歷數事物以顯示作者的知識積累之外，以堆疊相同對話呈現佛門頌讚的方式亦

呈現了浩瀚廣大的宇宙空間感。小說將這樣的空間感與三寶太監下西洋的歷史事

件相契合，使得原本國際之間的戰爭被擴大到天地、釋道之間。而小說在平淺粗

略的駢句段落雖然偶有使用一些如「銀鬃馬」、「豹頭刀」等名詞，但整體而言並

沒有精緻的文采修飾，而是以相同字詞、句構堆疊和迴文使得製造句子同中有異

且駢偶的效果，口語化的淺白文詞結合了說書的敘事口吻，則又使得這些被浩瀚

的空間敘述成為了民間里巷的茶餘閒話。 

 

第四節  小結 

 

 魯迅在《中國小說史略》中認定《西洋記》對《西遊記》和《封神演義》多

所襲用114，而浦安迪在《中國敘事學》中將《西遊記》等明清長篇章回體小說稱

之為「奇書體」，認為其不僅其特殊的百回結構，亦有對稱性的情形，並對《西

洋記》產生了影響115。然而從《西洋記》的整體結構與對稱特性來看，《西洋記》

雖然亦是單線進行、綴段的敘事結構，但在回目的安排與敘事段落的次結構組合

上則與「奇書體」不同，呈現前半各段長度較為齊整如奇書體，後半則碎亂好似

說書話本的情形。 
 
 《西洋記》全名為《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既為通俗演義，便以歷史

中三寶太監下西洋為題材，但小說內容也融合了神魔鬥法、釋道相爭的元素，以

將釋道爭鬥的層級拉高的方式將釋道之爭和華夷衝突融為一體，並將第二十回之

前的釋道框架與二十回之後下西洋框架相連結，使得《西洋記》的敘事成為一體，

並將釋道、華夷議題合而為一。而在小說中神魔鬥爭與華夷衝突的書寫比重也顯

得輕重有別，即便整本《西洋記》瀰漫了濃厚的神魔色彩，但在敘事結構的安排

上卻是將其收於以探討華夷議題為主的下西洋框架中，作者在書寫這些奇幻法術

與能人異士的同時也多次藉鄭和等人表示「夷人多異術」，顯示了這些神魔敘述

的背後目的都是為了凸顯華夷議題。而在通俗演義的框架下，《西洋記》雖融合

了歷史的素材，無論是所經國度、所收貢品和小說人物大多有據有本，然而在敘

事語言的部分或直接描寫女性私處，或嘲謔鄭和的性無能，相較《西遊記》、《封

神演義》與《三國演義》等小說顯得更為俚俗。 
 
 在《西洋記》敘事脈絡的部分，小說鄭和船隊撫夷取寶的過程中又夾纏了許

                                                 
114 「所述戰事，雜竊《西遊記》、《封神傳》，而文詞不工，更增枝蔓」（詳參：魯迅：《中國小說

史略》，收錄於《魯迅小說史論文集》，台北：里仁書局，1992，頁 155） 
115 中國傳統小說敘事中的對偶常屬一個自足整體中互補的兩面。詳參：浦安迪：《中國敘事學》，，

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 197-198 



 53

多旁溢敘事，這些故事多是當時民間的傳說，部分甚至源於其他小說的故事，這

些故事有些與敘事主線毫無關係，並以小說人物之口穿插於取寶與戰役之間。大

篇幅地書寫使得這段敘事宛若成為敘事的焦點，真正的敘事主題在此處反而被隱

匿。從旁溢敘事與小說主題相關程度來看，相關程度大者，其剪貼痕跡顯著，甚

至明引將其故事標題，並加以重組，而呈現稚拙的拼貼型態。至於其他與主題無

直接關聯的故事，雖然在「撫夷尋寶」的框架下增添了小說內容，但在逐句閱讀

的過程中，這些被過份強調的旁溢敘事反倒使得敘事主線被模糊掉。而在韻文的

使用的部分，《西洋記》不只與其章回小說同樣地穿插韻文，在俗賦與敘述上亦

採用大量宛如鏡相對映的方式，除了如其他小說一樣將俗賦放在描述畫面場景的

位置外，亦如同旁溢敘事的置入機制一般，配合著對稱的人物、情節、語句與說

書套語，不僅呈現一種近似劇場表演的畫面感，同時亦有說書中的說書的意味。

而旁溢敘事口吻的俚俗化，通俗韻文的穿插與方位的對稱書寫亦在在反映小說中

的庶民特質，使得小說敘事呈現如同戲曲中正文與科諢交錯的效果。《西洋記》

的情節具備歷史、俗講、華夷與神魔等元素，在情節的處理上無論是旁溢敘事、

同結構堆砌的整齊語句或是前半部書綴段整齊，後半部則長短參差的情形都呈現

齊整與碎亂並置的風貌。齊整的概念發揮極致，表現在小說對人物、情節的描述

上便帶有濃厚的通俗趣味，而與主題關聯不大、或毫無關係的故事的摻雜也使得

《西洋記》的敘事偶有失焦，情節亦顯得碎亂。 
 
 在敘述語句方面，《西洋記》既承繼了章回小說韻散夾雜的書寫傳統，亦如

《西遊記》等小說一樣使用縟麗的駢偶語句來描摩場景，除此之外，羅懋登也將

駢偶的概念推展到在散句敘述中。這些夾在散句敘述中的駢偶句子不以套語作為

引言，而是將其不留痕跡地與散句銜接，這些語句相對引入套語的縟麗駢句而言

顯得較為粗疏，不僅鮮少用典，亦無其他的藻飾，而是以回文、類疊的方式創造

語言遊戲的趣味，不僅生動地表現出場景畫面，亦顯出其敘述的通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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