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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家將小說對於「家」的書寫已經「登堂」，卻未及「入室」，

正因如此，其在家／國連繫之間、在家門之外、國界之際的

徘徊姿態，更有機會讓我們看到一番「由國而家」的小說書

寫趨勢的動態移轉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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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明清時期，一系列以「家將」為主題的小說以「文意並拙」之姿「盛行里巷

間」1，薛家將、楊家將的稱號至今聞名，大批家將後代如薛丁山、楊文廣等，

或不盡符合史實，或純屬虛構，卻一個個躍然紙上。家將故事於史有載，民間取

材官方記錄進行加工創寫，歷經文人筆記、說唱戲曲、小說出版等等階段成為民

間廣為流傳的作品。歐陽健指出「歷史小說」的特殊之處在於其書寫素材(史書

記載)本身已是一個「話語形態」，反映了史家對歷史的多種理解與表述，其書寫

「既是對史書的傳播與接受，又是對史書的改造和創新，進而是對史書的挑戰與

超越」2，歷史小說有別於其他小說取材自作者自身生活或想像，其書

寫題材本身已是經由前人理解、詮釋而成的史料記載，題材本身即是

經過言說的材料，歷史小說的書寫者不只與史實本身對話，亦與史書

話語對話，是以小說文本可視為民間對主流價值採納、改造與顛覆的遊戲，蘊

藏民間情感認同與各種價值體系判斷的思維線索，家將故事的詮解與想

像因而也成為由官方至民間各階層群體交互影響而眾聲喧嘩的豐富題材。 

就歷史再敘述的視角觀察家將小說，其著力形塑的核心人物由「君王」移轉

至「武將」，尤其納入「家族思維」，武將進一步被形塑成為「名門家將」──以

一「家」之成員而為一「國」之將才──以家庭史規格記錄國族互動，家族榮辱

與朝廷興衰緊密扣合，甚至凌駕其上，成為讀者的關懷重點。諸多陣前招親、陣

前認親的事件，足見家的認同力量對於國族界限的消解；而當家族關係被拋置於

「國」之戰場，家庭倫理關係變得緊繃，從而演出多起子弒父、父斬子等的親情

衝突。家將故事由史實進入民間階段之後，「家族思維」屢經增強添補，其間家、

國思維多所混融、並置，所呈現的家／國想像充滿諸多游移、曖昧的不穩定狀態，

實有多處相對而又矛盾的詮解空隙。 

 

                                                 
1 魯迅將此一主題的小說歸入「元明傳來之講史」一類，並給予「文意並拙，然盛行於里巷間」

的評價。魯迅，《中國小說史略》（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 年），頁 124。 
2 歐陽健，《歷史小說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 年），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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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家將小說對於橫跨在「家族歸屬」與「家國捍衛」之間的「戰場」大

力書寫，故而亦有學者將之歸於「戰爭小說」3。觀其間所述之「戰爭」，不再如

《三國演義》赤壁之戰那般風起雲湧、嚴肅正經，反而張羅了結婚、產子等等家

族盛事；原本不出家門的一批女性先後以「將領」身分走出閨閣，成為男性戰場

的救援力量；不僅如此，即便本該在家頤養天年的老年與正當學習成長的少年也

紛紛在戰場上找到發揮的舞臺。國家、歷史的敘事主題看來既大又遠，細觀之卻

非歷史、國家規格。夏志清認為這些小說未能把戰爭寫得有真實感，反而「寫家

庭瑣事、男女愛情，甚或非在戰陣上的打架格鬥場面──小說家經驗範圍內的事

──則愈來愈真」4其間國、家議題在文本之中形成多重層次的疊合與衝撞。 

就文本內部而觀，何以男女老少在原本造成離別的國家戰場上聚合馳騁？本

該團圓的家庭卻陷在忠奸對立的爭戰氛圍而顯得晦暗荒涼？家／國空間的弔詭

錯置牽涉了一個如何內涵複雜的家／國想像？再就小說創作、流傳的大時代背景

思之，如此文本呈現和中國「家國同構」的傳統文化積澱結果有無必然關係？其

間所展現的家、國意識如實彰顯、抑或解構了「家國同構」傳統？中國「齊家、

治國、平天下」的家國思維放置在這個亦虛亦實的歷史小說文本之中，經歷了如

何被創造與想像的過程？虛、實之間的家／國認同的激盪又產生了如何的精彩對

話？ 

學界歷來對家將小說的歸類見解不一，張清發所著《明清家將小說研究》是

首部以「家將小說」進行類型論述的專著，書中指出： 

家將小說和講史小說最大的區隔特徵──藉由敘寫英雄及其後代的功

業，以強調家族延續與榮譽的主題──卻反而是目前研究成果中最為缺乏

之處。5 

張氏論著正視家將小說的獨特體質，對之進行系統性歸類與內涵建構，分別對家

將小說之「忠奸對立」、「戰場」以及「家族」各層面展開考察，強調了小說裡「移

孝作忠」、「家族至上」意識與傳統文化觀念的呼應。本論文希冀在前人的論述基

礎之上繼續叩問，觀察系列小說中家／國想像所展演的更多猶待探掘的對話姿

態，進一步探究假若以「家／國想像」為思考線索，諸多看似各自獨立的小說情

節特色有否彼此連繫的關係與可能？從而尋索闡發「家將小說」有別於其他講史

小說的文本體質。 

                                                 
3 如夏志清，〈戰爭小說初論〉，《愛情．社會．小說》（臺北：純文學出版社，1970 年） ，頁 107-141。 
4 夏志清，〈戰爭小說初論〉，《愛情．社會．小說》，頁 112。 
5 張清發，《明清家將小說研究》（高雄：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論文，2004 年），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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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定「家將小說」進一步觀察，其下又可分出「說唐」與「說宋」二大系統。

依據張清發《明清家將小說研究》之歸納，「家將小說」包括薛、楊、狄、岳、

呼、羅六家，說唐者為薛、羅二家；說宋者則有楊、呼、狄、岳四家。清人俞樾

《小浮梅閒話》云： 

演義家所稱名將，在唐曰薛家，皆薛仁貴子孫也；在宋曰楊家，皆楊業子

孫也。6 

唐、宋名將各以「家將」的姿態馳騁想像戰場，因其敘述時代、成書來源有所差

異，造成說唐、說宋二大家將小說體系呈現同中有異的風格特色7，又有分別細

究之必要，以俾更確切掌握明清家將小說之家／國想像特色。 

就文學發展脈絡而言，較諸說宋系列，說唐家將小說明顯承續「說唐系列小

說」而來(相關書目整理請見第二章)，其書寫重心如何明顯由「國」偏移至「家」8，

書寫格局如何從一朝一代之開國大事轉為「敘一時故事而特置重於一人或數人」
9，核心人物又如何由「君王」移轉至「家將」10，乃至其世代家將前仆後繼，

共赴國家戰場所突出的「親子倫」構成鏈結家與國的重要脈絡，都可從說唐家將

小說與前承之「說唐系列小說」獲得值得思考的線索，實是探索家將小說與其他

講史小說異同與承衍關係的絕佳觀察平臺。本論文為使論述更為聚焦細緻，擬專

就「說唐家將小說」進行研究，透過實際的文本梳理與解讀，嘗試尋索家將小說

中別具一格的家／國想像風景。 

                                                

 

 

 

 
6 ［清］俞樾，《小浮梅閒話》（附於《春在堂隨筆》之後），收入《筆記小說大觀》第 26 冊（揚

州：江蘇廣陵古籍刻印社，1983 年），頁 12。 
7 如馬幼垣將說唐家將小說歸入「開國建朝主題」，將說宋系列歸入「國家安危主題」，說明二者

風格確有歧異。馬幼垣，〈中國講史小說的主題內容〉，《中國小說史集稿》（臺北：時報文化出

版社，1987 年）。 
8 黃清泉等著《明清小說的藝術世界》指出家將小說是在《三國演義》與《水滸傳》交互影響下

產生的，其特色在於由寫國家大事偏移至世代家將。韓秋白、顧青著之《中國小說史》亦在介

紹明清「隋唐歷史小說」時二度提及其「從歷史演義向英雄傳奇發展」的小說發展趨勢。黃清

泉、蔣松源、譚邦和，《明清小說的藝術世界》（臺北：洪葉文化，1995 年），頁 205。韓秋白、

顧青，《中國小說史》（下編）（臺北：文津出版社，1995 年），頁 167、248。 
9 魯迅，《中國小說史略》，頁 124。 
10 說唐系列之《隋唐演義》猶有半數以上比例書寫隋煬帝、唐太宗、唐玄宗的帝王事蹟，至《說

唐演義全傳》則多演瓦崗寨英雄結義之事，至說唐家將小說系列之《說唐後傳》，乃全以「家

將」為敘事主軸，演出「羅家將」、「薛家將」故事，帝王退居為任忠奸二造陣營擺弄的傀儡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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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探討 

 

一、說唐家將小說相關研究 

家將小說之歸類向來眾說紛紜，大抵魯迅將之歸於「講史小說」一類11，其

後有學者依據「講史」特質而有更明確的子類命名，如孫楷第指出「通俗小說中

講史一流，流品至雜」，家將小說屬其中所云「有以一人一家事為主而近於外傳、

別傳及家人傳者」12；夏志清則就其「戰爭」特質，將之稱為「戰爭小說」13；

馬幼垣關注講史小說「述國家興亡之事」的特點，進一步將之細分為「開國建朝

主題」與「國家安危主題」，並將說唐家將小說歸入前者，說宋家將小說歸入後

者14；韓秋白、顧青編著之《中國小說史》混用歷史小說、講史小說概念，並將

之分為「歷史演義」與「英雄傳奇」二類，家將小說約略歸於後者15；也有學者

直接將之稱為「英雄系列」16、「名門家將」17者，更接近本論文之探討內涵。 

在名稱選用上，本論文採張清發「家將小說」之界定進行研究，又由於家將

小說與整體講史小說傳統的發展密切關連，屬於講史小說之下的子分類，故將在

第二章展開一連串的溯源、爬梳工作。講史小說另也有稱「歷史小說」18、「歷

史演義小說」19者，大抵意涵相近。相較來說，「講史」二字出於宋元說話舊目，

又本論文研究之系列小說「說書」的成分濃重，稱為「講史」更為符合。至於歷

史演義一詞，或有將之視為講史小說子類者(如上述之韓秋白、顧青《中國小說史》)意

涵廣狹不一，定義有所出入，故本論文以「講史小說」統稱家將小說所隸屬之大

類別。 

 

                                                 
11 魯迅，《中國小說史略》，頁 118-130。 
12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說書目．分類說明》（臺北：木鐸出版社，1983 年），頁 4-6。 
13 夏志清，〈戰爭小說初論〉，《愛情．社會．小說》，頁 107-141。 
14 馬幼垣，〈中國講史小說的主題內容〉，《中國小說史集稿》，頁 77-103。 
15 本書第 8 章〈清代講史小說〉將《說岳全傳》與「楊家將」小說列於「清代英雄傳奇小說」

一節；《說唐後傳》等說唐家將小說則另於「隋唐系列小說」一節中介紹，配合其所述系列小

說「從歷史演義向英雄傳奇發展」（頁 248）的觀察，推知作者認為說唐家將小說更接近「英

雄傳奇」一類。韓秋白、顧青，《中國小說史》，頁 247-259。 
16 陳穎，《中國英雄俠義小說通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年）。 
17 如黃清泉等著《明清小說的藝術世界》稱「家將小說」（頁 205-223）；徐君慧《中國小說史》

則稱「世代將門諸將書」。徐君慧，《中國小說史》（南寧：廣西教育出版社，1991 年），頁 234-237。 
18 如歐陽建《歷史小說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 年）。 
19 如陳遼，〈歷史演義小說：中國小說家的一大發明〉，《鹽城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

年第 1 期，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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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系列小說的歸類與名稱之後，接著整理說唐家將小說的學界研究成果： 

（一）期刊或單篇論文 

家將小說之相關議題早年即有知名學者關注，如夏志清先後發表，〈戰爭小

說初論〉20、〈軍事演義──中國小說的一種類型〉21，論及中國有一脈以「軍事

戰爭」為主的小說，它們充分發揮文學創作的虛構想像原則，和以「演史」為主

的通俗史話有所不同，不應以史家標準評斷之；羅宗濤〈章回小說中的小將和女

將〉22從「說書聽眾多小兒、女性」角度思考系列小說小將、女將的成因。 

目前「說唐家將小說」的單篇論述，以「薛家將」一脈較為豐富，略可分為

「史實考據」、「承衍脈絡考察」與「文本意涵闡釋」三個方向。 

「史實考據」主要研究薛仁貴是否真有其人，及小說與史傳記載、史傳記載

與考古真實之間的虛實關係，《歷史月刊》針對到底「薛仁貴是不是征遼英雄」

一題還曾引發小規模筆戰23。「承衍脈絡考察」則是薛家將的另一研究重點，祁

慶富與韓國學者申敬燮合撰〈俗文學中薛仁貴、蓋蘇文故事的由來及流變〉系統

性整理史傳至現代地方戲曲演出的史料及文本，分析其中的演變脈絡。24汪詩珮

〈文人化與折衷化的改編──從「元刊本」與《元曲選》的《薛仁貴》說起〉25、

李文彬〈明代傳奇中的薛仁貴故事〉26探討薛仁貴故事在戲曲階段的情節增刪衍

異，指出與前代作品相較，明代相關雜劇、傳奇的戲文收錄或編寫有文人化傾向。

「文本意涵闡釋」的研究，有高桂惠從《水滸傳》「英雄譜」的概念出發，運用

巴赫汀的「狂歡思維」，討論《說唐三傳》如何透過「村言俗語」解構官方「江

山永固」的思維，其中多有論及弒親逆倫等家族倫理對國家戰場的遊戲與顛覆。
27張清發〈明清家將小說中的文化意涵──以「家族文化」為考察中心〉28分就

                                                 
20 夏志清，〈戰爭小說初論〉，《愛情．社會．小說》，頁 107-141。 
21 夏志清，〈軍事演義──中國小說的一種類型〉，《成都大學學報》（1990 年第 4 期），頁 83-90。 
22 羅宗濤，〈章回小說中的小將和女將〉，《逢甲中文學報》（1991 年 11 月），頁 1-16。 
23 紀景和，〈誰是唐代征遼戰爭中的真正英雄〉，《歷史月刊》（1988 年 3 月），頁 49-53。王立青，

〈薛仁貴是征遼英雄〉，《歷史月刊》（1988 年 4 月），頁 90-91；齊東野，〈也替薛仁貴說幾句

話〉，《歷史月刊》（1988 年 6 月），頁 149-150。  
24 祁慶富、申敬燮，〈俗文學中薛仁貴／蓋蘇文故的由來及流變〉，《社會科學戰線》（1998 年 02

月），頁 114-124。 
25 汪詩珮，〈文人化與折衷化的改編──從「元刊本」與《元曲選》的《薛仁貴》說起〉，《漢學

研究》第 26 卷第 1 期（2008 年 3 月），頁 137-164。 
26 李文彬，〈明代傳奇中的薛仁貴故事〉，《漢學研究》第 6 卷第 1 期（1988 年 6 月），頁 581-594。 
27 高桂惠，〈盛世泛音，亂世基調：《說唐》系列的身體、理體及法體──以《說唐三傳》為主

的討論〉，《追蹤躡跡──中國小說的文化闡釋》（第七章）（臺北：大安出版社，2006 年），

頁 215-232。 
28 張清發，〈明清家將小說中的文化意涵－－以「家族文化」為考察中心〉，《漢學研究集刊〉第

4 期（2007 年 6 月），頁 8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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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制度」、「家族政治」與「家族至上的價值取向」三方面檢視小說中所展現

的文化意涵。 

至於羅家將部分，目前僅見黃漢坤〈章福記本《羅通掃北》小議〉一篇對於

版本問題概略介紹。29無論薛、羅二家，目前皆無學術性專著問世，張清發〈「明

清家將小說」的界定與研究──一種小說研究課題的思考與處理方式〉30以「學

術研究」觀點明確界定家將小說範疇，同時整理學界目前研究概況，文末指出「未

見有專就明清時期之『薛家將小說』進行整體研究者」31的學界研究空闕。 

 

（二）學位論文 

學位論文方面，以家將小說為題的學位論文多在八○年代以後寫成。「薛家」

故事研究有張忠良《薛仁貴故事研究》32與李文彬《薛仁貴故事的演化》33。再

者，中國近年對於此一議題亦有相當重視，2005 年以後相關學位論文計有三部。
34張清發《明清家將小說研究》首先將之視為「一個整體」進行專門論著，「家

將小說」總體面貌始見清晰，相關資料收羅完整，對「天命因果」、「遊歷仙境」、

「破陣布陣」，及各種人物類型塑造有所思索與分析，成為本書進一步探問的借

重參考文獻。 

相關研究持續獲得重視，至今已累積相當豐富的史實考辨、版本整理，乃至

基本情節探討的學術成果，足以在此之上進一步以特定的情節內涵進行主題式研

究。目前以家將小說題材為考察對象的「主題式」論述的學位論文， 早乃 2004

年曾馨慧《巾幗英雄之研究──從樊梨花出發》35以「女將」為題，探討女將從

唐傳奇女俠而來的形象轉變，女將與家庭倫理之女、妻、母之角色衝突與馴化過

程，及其以「雌雄同體」形象追尋自我實現的歷程等；隔年郭宛芬《屈服與顛覆

──中國章回小說的「漢族」「男性」「父權」的弔詭關係：以「薛丁山征西」為

                                                 
29 黃漢坤，〈章福記本《羅通掃北》小議〉，《文獻》（2006 年 7 月第 3 期），頁 96。 
30 張清發，〈「明清家將小說」的界定與研究分析──一種小說研究課題的思考與處理〉，《中國

文化月刊》第 315 期（2007 年 3 月），頁 26-51。 
31 張清發，〈「明清家將小說」的界定與研究分析──一種小說研究課題的思考與處理〉，頁 39。 
32 張忠良，《薛仁貴故事研究》（臺北：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論文，1981 年）。 
33 李文彬，《薛仁貴故事的演化》（臺北：國立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博士論文，1985 年）。 
34 徐正飛，《「說唐演義後傳」研究》（揚州：揚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所碩士論文，2005 年）；胡

樂飛，《「薛家將」故事的歷史演變》（上海：上海師範大學中國人文與傳播學院碩士論文，2005
年）；柳楊，《薛家將故事的演變及其文化解讀》（太原：山西大學中國古代文學所碩士論文，

2006 年）。 
35 曾馨慧，《巾幗英雄之研究──從樊梨花出發》（臺中：國立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論文，

200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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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6關注薛家父子的危險父子關係，及樊梨花角色對之進行屈服或顛覆的弔詭

意涵，從而對當前社會猶未脫漢族、男性、父權中心宰制的文化氛圍進行反思。

此類「主題式」學位論文研究有助於說唐家將小說更細膩的文本闡釋，目前仍有

待開發的空間。 

 

二、家／國想像相關研究 

家國相關議題近來備受關注，學界論述頗豐，有關中國家國想像的研究對象

是以「晚清」為破口。當時的知識分子面對前所未有的時局世變，「救國」的焦

慮感促成對自身處境認同的思索，而有一系列與國族、國民性相關的論述，由此

延伸出各種面向的研究視角。沈松僑透過晚清積極形塑「民族英雄」的現象探討

國族想像37；梅家玲結合性別概念，思考身體／國體的隱喻關係，更挪用「少年

中國」的思維，延伸到八、九○年代「少年臺灣」的小說創作研究38，啟發其後

臺灣小說中家國想像的研究39；胡曉真則嘗試將其長年研究的晚清彈詞小說置入

家國的大時代背景，探討晚清時期家國論述下個人私密空間的經營情形40。 

此外，由於中國特殊「家國同構」的文化傳統，「家」是家國想像之中不可

或缺的元素，除了以較為宏闊的「國族」思考之外，一系列家庭／家族小說的研

究也在 20 世紀後期受到重視。民初時期，巴金、張恨水、曹禺、張愛玲、賽珍

珠、趙淑敏等的傾力耕耘，眾多家庭小說構成世紀之交中國文學呼應世界文學的

特殊景觀，較早引發學界關注，至今已累積一定的研究成果41。其後學者針對此

                                                 
36 郭宛芬，《屈服與顛覆──中國章回小說的「漢族」「男性」「父權」的弔詭關係：以《薛丁山

征西》為例》（臺北：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班碩士論文，2005 年）。 
37 沈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第 33 期（2000 年 6 月），頁 81-158。 
38 梅家玲指出，自晚清以來，原來在古典文本中罕見的「青少年」角色激增，知識分子屢因世

變而興「救國」、「新民」之思，並藉由「欲新一國之民，不可不新一國之小說」等理念，在

文學小說中以「青少年」的成長歷程投射其家國憂思。如此青少年形象亦見於臺灣八、九○

年代的家國主題小說。梅家玲，〈少年臺灣：八、九○年代臺灣小說中青少年的自我追尋與家

國想像〉，《漢學研究》第 16 卷第 2 期（1998 年 12 月），頁 115-140。 
39 如陳國偉分從閩南、客家、省外及原住民四大族群展開探討。陳國偉，《想像臺灣：當代小說

中的族群書寫》（臺北：五南，2007 年）。 
40 如胡曉真，《才女徹夜未眠──近代中國女性敘事文學的興趣》（臺北：麥田出版社，2003 年）

一書之第二部分，共有三章探討「世代、變局與超越」的主題。 
41 截至 2009 年 6 月 13 日為止，以「家庭小說」、「家族小說」為篇名搜尋，國家圖書館「期刊

文獻資訊網」之「中文期刊篇目索引」分別只得 1 篇，皆為現代文學研究。「中國期刊網」以

「家庭小說」為篇名搜尋共得 28 篇，其中現代文學領域共 17 篇，佔 60%，以巴金、張愛玲

的作品討論為主；古典文學領域 11 篇，且其中 7 篇發表於 2004 年以後的 5 年之間；以「家

族小說」為篇名搜尋共 110 篇，現代文學領域佔 102 篇，比例為 93%，除民初名家之外，葉

廣苓系列家族小說以及日據時代東北家族小說也是討論重點。另有 5 篇乃「溯源」之作，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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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象向上溯源，乃又開發了「明清時期」的研究。 

學界定義之明清「家庭／家族小說」範圍未有明確界定，主要包括《金瓶梅》、

《醒世姻緣傳》、《林蘭香》、《紅樓夢》和《歧路燈》等書，即魯迅將之歸於「世

情小說」、「世情書」的系統。20 世紀初雖已有學者以「家庭小說」或「家庭生

活類」稱之42，卻未引發關注與討論；遲至 21 世紀，杜貴晨與魯迅「世情小說」

概念進行對話，指出《金瓶梅》的特點在將「人情、世情」直接作為描寫對象，

且在「國」慣常的講述傳統之外，另尋得「家」作為切入點，認為魯迅《中國小

說史》所稱「人情小說」或「世情書」的系列小說以「家庭小說」命名則定位更

為明確，重提「家庭小說」概念，乃確立以「家庭」角度出發看古典小說的研究

視角。43後又有梁曉萍指出，中國傳統的「家族」概念「上可擴延至國家(社會)，

下能簡縮為家庭」，較諸「家庭」更能準確界定研究對象，因以「家族小說」替

代「家庭小說」44，至今二個名詞仍然混用，沒有定論。成海霞〈明清時期長篇

家庭小說研究述評〉梳理《金瓶梅》以來一系列明清家庭小說在 2004 年以前的

研究概況，整理「家庭小說」的研究發展階段有三，先是《金瓶梅》、《紅樓夢》

二者關係的討論；接著引發兩座相隔近二個世紀藝術高峰間的「鏈環」問題的思

考； 後才逐步勾勒出「家庭小說」的概念。此外，成氏統計發現，1994-2003

相關論文達 70 篇，但主要集中在現當代文學範圍，指出古典家庭小說的整體觀

照與系統梳理不足，尤其「家國同構」之文化蘊含為家庭小說在題材上提供了怎

樣的文化積澱，是值得追問的線索。45韓石 2005 年至 2007 年連續發表三篇論文，

為家庭小說研究注入「生活幻象」46、「日常生活時空體」47、「史傳運用」48等

新的思考策略。 

                                                                                                                                            
連民初以來與明清時期家族小說的關係，僅 3 篇專論古典小說作品。 

42 如 20 世紀初黃人《中國文學史》第 4 編〈明人章回小說：家庭小說〉論及《金瓶梅》、《醒世

姻緣傳》已用「家庭小說」名稱。  
43 杜貴晨，〈《金瓶梅》為「家庭小說」簡論──一個關於明清小說分類的個案分析〉，《河北大

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 年第 4 期），頁 23-27。 
44 梁曉萍，〈明清家族小說界說及其類型特徵〉，《浙江社會科學》（2004 年 5 月），頁 201。 
45 成海霞，〈明清時期長篇家庭小說研究述評〉，《寶雞文理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4 年第

3 期，頁 50-53、61。 
46 本文強調小說中的家庭並非「社會組織」而是一種「審美組織」，進而提出「生活幻象」、「家

庭的集合性格審美」與「家庭時空體」等概念，開展小說中家庭形象闡釋更富創造性想像的

可能。韓石，〈家庭小說之家庭：幻象．性格集合．時空體〉，《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5 年第 5 期，頁 113-117。 

47 本文由「編年、傳紀、循環」三個時間序列切入，闡釋家庭小說特有之「日常生活時空體」

的特色與意義，諸如製造時間停滯感、充實基本時間序列等。韓石，〈中國古典家庭小說中的

日常生活及其時間形式〉，《明清小說研究》2006 年第 3 期，頁 11-18。 
48 本文指出家庭小說中單傳、合傳交融的書寫特色，以及史傳「書志形式」在家庭小說的應用。  

韓石，〈略論中國古代家庭小說的紀傳形式〉，《南京師大學報》2007 年第 4 期，頁 11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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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專著在近年也陸續出版，先後有王建科《元明家庭家族叙事文學硏究》

以敘事學的角度梳理宋元家庭戲與明清家庭小說的淵源，取材廣泛49；段江麗《禮

法與人情──明清家庭小說的家庭主題研究》採專書評論的方式全面探究「明清

家庭小說」內部的家庭倫理秩序，統整「家庭小說」的研究成果50；梁曉萍《明

清家族小說的文化與敘事》在學界「家庭小說」的基礎上，擴大討論「家族小說」

的相關文化現象，論述範圍橫跨明清之文言、白話小說51；楚愛華《明清至現代

家族小說流變研究》更細膩聚焦家庭倫常關係與房屋建築、花園等等家庭空間意

象的闡釋， 後論及現代家庭小說對於明清家庭小說的歷時性承繼關係52。 

上述相關研究共同突出一項重要訊息，即小說文本中「家／國」之間的想像

重心挪移，實是中國小說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而《金瓶梅》為「家」這個

轉折點的關鍵。齊裕焜也透過《三國》、《水滸》／《金瓶梅》／《紅樓夢》等經

典觀察，指出中國小說題材從「國家」到「家庭」到「個人」的大趨勢。53由此

不禁引人思索，既然稱之為「一大趨勢」，除了目前學界逐步正視的、由《金瓶

梅》到《紅樓夢》之間系列小說對於「家」題材有所開拓以外，與此同時，是否

另有其他脈絡的小說文本，也正以相關卻不盡類同的姿態，共同見證了如此由

「國」而「家」的題材重心轉移趨勢呢？ 

本論文所關注之家將小說與上述研究關係曖昧。以上述專書為例，王氏的討

論偶爾涉及家將小說相關題材，並無特別切割排除的意識54；段氏完全不列入探

討脈絡；梁曉萍則明確界定家將相關小說雖以家族世系為描寫對象，但作者的寫

作重心不在家庭本身，而在「家族與國家、政治的直接聯繫上」，故而「幾乎沒

有出現家庭生活場景的具體描寫和家族命運的刻畫」，是以不列入討論55；楚愛

華更明示「講史系列等雖有家族型小說，但家族不是其觀照中心，故不包括在內」
56。事實上，家將小說對於「家族」的書寫姿態確實不甚同於此處所論之「家族

小說」，但「家族」是否真的不是其觀照中心卻猶有探討空間。又在梁氏提出之

家族小說的五項特徵中，除以生活瑣事書寫呈現「時空交錯的網狀敘事結構」一

                                                 
49 王建科，《元明家庭家族叙事文學硏究》（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年）。 
50 段江麗，《禮法與人情──明清家庭小說的家庭主題研究》（北京：中華書局，2006 年）。 
51 梁曉萍，《明清家族說的文化與敘事》（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8 年）。 
52 楚愛華，《明清至現代家族小說流變研究》（濟南：齊魯書社，2008 年）。 
53 齊裕焜，〈國家──家庭──個人──中國古代長篇小說發展的趨勢〉，《明清小說研究》第 86

期（2007 年第 4 期），頁 6-8。 
54 如王氏將〈薛仁貴榮歸故里〉、〈小尉遲將鬥將認父歸朝〉列入元雜劇中家庭家族劇第二類「反

映子女教育、家業傳承和親人之間情感的作品」之討論；並舉《楊家府演義》為例，說明「宏

大敘事採取了個人家庭化的敘事視角」。王建科，《元明家庭家族叙事文學硏究》，頁 49、380。 
55 梁曉萍，《明清家族說的文化與敘事》，頁 19。 
56 楚愛華，《明清至現代家族小說流變研究》，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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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有重大差異之外，其他「以倫理親緣關係為描述重點」、「家國同構的延展性社

會透視」、「濃郁的歷史感」、「情理衝突的敘事心態」四項，家將小說中都同樣有

可堪論述的空間。可以說，家將小說對於「家」的書寫已經「登堂」，卻未及「入

室」，進入具體的生活實景描述，正因如此，其在家／國連繫之間、在家門之外、

國界之際的徘徊姿態，或許更有機會讓我們看到一番「由國而家」的小說書寫趨

勢的動態移轉過程。 

整理目前學界研究，可見「家／國想像」議題向上溯源，在中國有其淵遠流

長的文化積澱；向下開拓，則碰觸到中國由傳統步入現代的轉型關鍵，甚與現今

時代處境息息相關；而小說中家／國想像的相關研究更涉及中國小說發展史上的

重大轉型趨勢的脈絡印證，著實值得研究深思。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綜觀前人文獻，各家將小說的版本流變、史實考據乃至個別的人物類型、情

節模式之意涵探討，均有一定論述成果，惜各項成果之間未有較系統性或有機性

的鏈結與綰合。 

本論文擬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從「家將小說」整體門類概念著眼，聚焦「說

唐家將小說」之「家／國想像」進行「主題式」研究，同時針對系列小說由史書

以至現代改編作品文本齊備的歷時性特質，加入「承衍」概念，完足古今考察。

試圖突顯「家將小說」的門類特色，並且尋索其在不同世代之間源源不絕的文化

創產能力。相關之具體研究範圍及研究方法，試分述如下： 

 

一、研究範圍 

說唐家將小說主要書目包括《說唐後傳》、《說唐三傳》、《反唐演義》、《粉妝

樓》四部。其中《說唐後傳》前 15 回為「羅通掃北」、後 40 回為「薛仁貴征東」，

上承「說唐系列」，下啟薛、羅二家之說唐家將小說故事，《說唐三傳》、《反唐演

義》分別敘述薛丁山征西以及薛剛反唐故事，《粉妝樓》則演羅家後代故事，但

情節已與羅通及其先人的功勛事蹟不甚關連。是以本論文之研究以薛家將故事為

主軸，兼論羅家與小說中亦提及的程、秦、尉遲等開唐功勛之後的相關情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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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參照與輔證。57 

由於說唐家將故事民間性格濃烈，自正史以後，說唱、戲曲、小說盛行不輟，

至今更有影視、網路等媒介參與傳播。不同時代裡的不同文類持續講述著相近的

情節故事，情節或有傳承、或有變異，在傳播歷程中構成一個整體而難以斷然畫

分的承衍系統，故而在文類選擇上以「明清小說」為主，乃考量「小說階段」有

寫定之文本與正式的出版管道，是發展較為定型的樣貌，在故事流播過程中具承

先啟後之關鍵作用58；至於戲曲及現代影視的展演則使「家將故事」在民間不斷

創發新的生命力，形貌多元而紛雜，亦不容小覷。本論文擬以「小說」為主要題

材，使論題聚焦，同時兼採其他文類文本互為參照，論及古今承、衍情形，使論

述更為具體而全面。 

    此外，說唐家將小說既承「說唐系列」小說而來，「說唐」體系之中，家將

故事元素的追本溯源便不可省略，因此，以《隋唐演義》、《說唐演義全傳》為主

之「說唐系列小說」於本論文中亦多有參酌，以明說唐家將小說家／國想像之來

龍去脈。 

  

二、研究方法 

本論文在主題探討上，擬將家、國並置而觀，更著重家／國之間的對話及交

涉、影響情形，除參酌上述家國論述的研究成果之外，主要以費孝通提出之「差

序格局」概念做為參照觀念，據以思考小說中的家／國想像內涵。費孝通以「石

投入水」為喻，指出「差序格局」是中國人根深柢固的「家國同構」情感思維模

式： 

以「己」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別人所聯繫成的社會關係像水

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每個人都是他社會

影響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關係。59 

《大學》所昭示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將家、國放置在一貫的修養

進程之中，加之中國長久「家天下」的封建體制，使「家國同構」成為中國的傳

                                                 
57 本論文引用之小說原文以《古本小說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年）版本為據，引

文出處只標明回數，不再另行加注。 
58 山東大學王平教授指導一系列以「傳播研究」為題之學位論文亦以此一觀點出發，研究各知

名小說故事的傳播歷程，同樣以較為定型，在傳播過程中具承先啟後的「小說」階段為闡釋

主體。如黨巍，《「隋唐演義」傳播研究》（濟南：山東大學碩士論文，2007 年）；楊秀苗，《「說

岳全傳」傳播研究》（濟南：山東大學碩士論文，2007 年）。 
59 費孝通，《鄉土中國與鄉土重建》（臺北：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93 年），頁 24。 



 第一章 緒論∣13 
 

統倫理文化特色，由「家」發展而來的倫理概念溢出家庭／家族之外，家庭中父

子、夫妻、兄弟的倫理關係外擴而為君臣、朋友等家庭／家族以外的互動模式，

也成為小說文本中家／國想像發揮或顛覆的基礎。本論文期望透過文本與中國固

有文化觀念的參照，更全面掌握小說想像中的虛構、創發姿態。 

此外，18 世紀以降，民族主義興起，帶動相關討論，班納迪克．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突破舊有「血緣論」和「環境論」的思維，提出「想像的

共同體」概念亦對本論文多有啟發。此概念指出民族認同乃經由人們「想像」而

來，強調了人心想像在自我情感與關係確認當中的重要作用，開拓更多元的家國

詮解空間；書中更特別提及小說、報紙的文學媒介乃促成民族認同的關鍵，連繫

起家國議題與文學研究的關係60，由此回顧古典小說在民間「里巷盛行」的傳播

狀態，雖與現代的報章、小說不同，但其廣泛而持久的傳播樣態必然也對民間的

家／國認同想像產生影響而值得探究。由小說文本所挾帶與承載的「想像意涵」，

正是本論文深感興趣而欲追尋探討之處。 

至於家將小說的「承衍」情形，則擬借重高桂惠「續書研究」上，蹤跡(trace)

之在場哲學概念，借由大批「殘餘、繁殖、變體」的非經典敘事狀態重塑文學記

憶之可能「在場」。其《追蹤躡跡──中國小說的文化闡釋》一書提及： 

續書基本上是文學傳統與重述語境共同建構出視野融合的紛雜現象，隨著

對「文學記憶」的確認，二度創作文本的意義突顯了溝通文學意義傳播與

接受的關鍵環節，以及某種跨時代、跨文本的文化特質。61 

是以細究各部經典小說的續書如何在既有的架構之下翻出另一番更屬於民間的

詮釋意涵，是「對(經典)前進的破壞力量展開抵消與沈澱工作」，續書與經典的

「對話」姿態乃值得觀察的重點。62相較而觀，家將小說的創作過程未出現明顯

「高峰／先鋒」的經典小說，較少經典標籤的影響焦慮，其「參照對象」直接上

溯官方史書，言說姿態不那麼「刻意」63，反而更增添了自掌詮釋權的「恣意」，

是以本論文不採「接續經典」之「續衍」，改而用「承衍」一詞64，以「明清小

說」為主，兼及「前之所承」與「後之所衍」的討論。而「後之所衍」部分因時

                                                 
60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

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y──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臺北：

時報出版公司，1999 年）。 
61 高桂惠，《追蹤躡跡──中國小說的文化闡釋》，頁 5。 
62 高桂惠，《追蹤躡跡──中國小說的文化闡釋》，頁 12。 
63 高桂惠指出，續書有意識以經典小說元素作為操作策略，對經典的解讀是一種經常出現的「刻

意行為」。高桂惠，《追蹤躡跡──中國小說的文化闡釋》，頁 7。 
64 康韻梅嘗用「承衍」一詞，從敘事學角度探討唐代小說對「六朝志怪」的繼承與後世「明清

話本、筆記」的繁衍關係。康韻梅，《唐代小說承衍的敘事研究》（臺北：里仁書局，200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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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現代，牽涉電視等影音媒體的傳播，是以也引用可關現代傳播理論做為論析方

法。 

本論文將融合「強調想像建構的家國論述思考」與中國文化既有之「家國同

構」思維展開闡釋，並結合古典文學研究之承衍概念與現代媒體傳播現象進行考

察，由此建構論文章節： 

首章緒論之後，第二章先從「傳播、接受」的角度切入，梳理說唐家將小說

內容的種種來源，釐析官方、民間及出版市場等不同階層面對家將故事的不同詮

解與家／國想像圖景。其中包括作者與讀者的立場問題：在民間創作者的思考上

擬由褚人穫於《隋唐演義》自序中所提「大帳簿、小帳簿」出發65，著眼觀察上、

下階層文化對於家將故事文本的解讀與交互影響；至於讀者的思考，則參照何谷

理所提出之「讀者層」概念66，思考明清家將小說的可能讀者對於出版傳播狀況

的影響，以做為其後文本論述的基礎。 

論文第三、四章進入小說文本分析，從建構家／國想像的「血緣」與「地緣」

等二個關鍵概念出發，分為「情感網絡」與「空間塑形」二大主題進行探討，實

際剖析文本。學界已充分累積個別人物類型特色的論述67，然未及人物之間情感

關係的闡釋；至於說唐家將小說中的「空間」議題則甚少受到關注，論述有待開

展。本論文擬以「家／國想像」為線索，將諸多小說中的模式化類型特色進行繫

連與統合，尤其著重人物互動與空間配置之間的「動態關係」研究68。 

第五章則持續關懷說唐家將小說作為「民間文本」的特質，將時空拉至現代

臺灣，觀察家將小說在歷經「家天下」制度崩解以及新傳播媒界誕生的新時代處

境，其「民間文本」的定位受到如何衝擊與轉型？思考今人又透過「戲曲改編」
69及「影視文本」70的形式，為家將小說形塑了如何的家／國想像新風貌？ 

                                                 
65 褚人穫於《隋唐演義》序中提及「大帳簿、小帳簿」概念，認為「昔人以《通鑑》為古今大

賬簿，斯固然矣。第既有總記之大帳簿，又當有雜記之小賬簿，此歷朝傳志演義諸書，所以

不廢於世也。」強調民間自成史觀的現象與正當性，並特別強調「安知冥冥之中不亦有賬簿，

登記此類以待銷算也？」的民間因果論概念。 
66 何谷理嘗以「讀者層」的觀點思考說唐李密故事不同版本的不同詮解及呈現方式。（美）何谷

理，〈明清白話文學的讀者層辨識──個案研究〉，收入樂黛雲、陳玨編選，《北美中國古典文

學研究名家十年文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年），頁 439-476。 
67 如張清發《明清家將小說研究》「人物類型與塑造」一節個別討論「主要英雄」、「滑英雄」、「巾

英雄」、「英雄後代」、「奸臣」、「昏君」、「敵將」，但未強調類型人物之間互動關係的意涵闡釋。 
68 如第三章不單純論述老將與少將的人物特色，而聚焦思索由此引發的代際張力及世代傳承的

家族榮譽與國族效忠之間的衝突與張力。 
69 「前有所本」是中國戲曲一大特色，類似情節故事在各朝各代持續搬演，步入現代之後，傳

統戲曲注入更多元的藝術型態與理念，開創出更多改編、詮解空間，傳統故事的「民間生命

力」由是得以延續。相關研究成果如王安祈，《傳統戲曲的現代表現》（臺北：里仁書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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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章為結論，總結全文，統整、提出論文研究成果，重新思考明清家將小說

在小說發展史上的可能定位。 

 

 

 

 

 

 

 

 

 

 

 

 

 

 

 

 

 

 

                                                                                                                                            
年）；沈惠如，《從原創到改編──戲曲編劇的多重對話》（臺北：國家出版社，2006 年）。 

70 隨著影視媒體的發達，古典小說題材被大量改編成為電視劇，其間敘事手法及藝術型態受到

一定程度的調整改變，影視與小說的主從關係亦多有變動。相關研究如易取遠，〈影視作品對

小說內容改編的特點〉，《湖南大眾傳播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 4 卷第 3 期（2004 年 7 月），頁

59。張兆利，〈當代影視敘事學中的「敘事」概念新論──從影視文本主題結構的共時層面看

當代「敘事」概念的理論缺陷〉，《電影文學》（2007 年 11 月），頁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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