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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思思

論唐傳奇中夢的功能性一一以《唐宋傳奇集》為讀本

一、前言

1. 研究動機與選題

在中國文化中 ，夢一直是很神秘的存在。從商周時期開始 ，便出現不少

有關夢的卜筮 ，甲骨文中亦有不少對夢卜的記載。1
人們亦關注夢的作用 ，

同時 ，對夢亦充滿疑惑 ，連《說文解字》對夢的註解 ：「夢 ，不明也。
」

2
也

充滿未知之感 ，認為夢是不明不白的 ，可見 ，夢是很神秘的存在。後來 ，

不少文學作品 ，都出現了有關夢的記述 ，如 ：《詩.小雅》中的《斯干》、《神

女賦》等 。文學作品中有關夢的運用越來越多 ，敘事方式亦隨著小說發展有

所改變。魯迅（1881-1936) 對唐傳奇的評價 ：「小說亦如詩 ，至唐代而一

變 ，雖尚不离于搜奇記逸 ，然敘述宛轉 ，文辭華艷 ，与六朝之粗陳梗概者

較 ，演進之跡甚明 ，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說」
3 ，可見 ，唐傳奇

的文辭和記敘模式與過往不同 ，故本文選擇唐傳奇作為研究範圍 ，在於有意

為之這點 ，從中研究唐傳奇內夢情節在人物塑造 、情節安排和現實對照上的

作用。

2. 研究範圍

從中晚唐到北宋 ，4專奇」這一名稱 ，是專指短篇文言小說這種文學體

裁 ，到後來卻有了變化 ，南宋和金以諸宮調為傳奇 ，元人也把雜劇稱為傳

奇 ，明 、清時代則稱南戲為傳奇。可見 ，同一名稱 ，在不同時代 ，就有了不

同的含義 。4
本文研究的對象為唐傳奇 ，即由初唐到晚唐時期的傳奇小說 ，

選題為唐傳奇中的夢情節 。唐傳奇作品十分多 ，在縮小研究範圍方面 ，本文

傅正谷 ：《中國夢文化》，頁 3 。

許慎撰 ，段玉裁注 ：《說文解字注》，315 頁。

魯迅 ：《中國小說史略》，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3 年 ，頁 54 。

吳志達 ：《唐人傳奇》，頁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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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魯迅先生的《唐宋傳奇集》作為研究書籍 ，《唐宋傳奇集》有別於其他

選本 ，其特色在於只收單篇作品 、黜偽求真 、擇體較寬 、重小說的實質 、用

心校勘。5
可見魯迅先生對作品經過精心挑選成集 ，因此本文亦以此作為研

究對象。

此外 ，唐傳奇中若涉及對描述任何角色所發夢的劇情或轉告他者有關夢

的内容均包含在研究範圍之内 ，不論篇幅長短 ，至於作為舉例一句帶過的

夢 ，則不包含在内 ，例如 ：《編次鄭欽悅辨大同古銘論》中「傅說夢達於岩

野 。
」

6
此為各種例子中的唯一關於夢的例子 ，因此不計算在内。經過筆者

整理所得 ，《唐宋傳奇集》中 ，一共有 11篇唐傳奇涉及夢情節 ，本文亦會針

對這 11篇小說作分析 ，分別是《古镜记》、《枕中記》、《霍小玉傳》、《南柯

太守傳》、《謝小娥傳》、《三夢記》、《異夢錄》、《秦夢記》、《冥音錄》、《飛煙

傳》和《靈應傳》。

3. 文獻回顧

有關唐傳奇中夢研究的專書並不多 ，雖然不少著作略有提及 ，但並未有

作深入的文本細讀分析 ，多數只是概括了唐傳奇中存在寫夢現象 ，但對夢作

為其中一環的情節並未深入分析其功能性。前人在研究唐傳奇中的夢情節

時 ，前人主要集中研究《枕中記》和《南柯太守傳》這兩篇以夢為基調的傳

奇小說 。

3.1 書籍

吳志達的《唐人傳奇》
7
與普遍分析唐傳奇的學者相若 ，多數著重

5
魯迅著 ，蔡義江 、蔡宛若譯 ：《白話版唐宋傳奇集》，頁 3 »

6 《編次鄭欽悅辨大同古銘論》引文。
7
吳志達 ：《唐人傳奇》，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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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傳奇中士族與愛情的分析。該書籍歸納了唐傳奇對不同現象的描寫 ，

然後以作品作為例子， 未有分析情節中夢的作用， 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

唐傳奇在「藝術手法分析上 ，作夢魂境界的恣意描繪是對現實人生中各

種關係的曲折反映。
」

8
這一點是值得在閱讀唐傳奇夢境時 ，可分析的

地方 。

劉瑛的《唐代傳奇研究》
Q

分為總論和各論 ，總論是總括地對唐傳

奇作出分析 ，涉及範圍廣 ，因為作者有系統地分析傳奇的發展 、體裁演

變 、取材 、哲學思想 、文學價值和與唐代生活面貌之關係。各論則是針

對每篇唐傳奇文本作深入分析。該著作在總論中細心地分出「夢」這一

項 ，但卻仍屬概括說明 ，只是簡介了以夢為題材的傳奇 ，並未有深入探

討夢在作品中的功能性和意義 ，當中最為值得思考的是書中提出：「這

些傳奇 ，不但有夢 ，而且都有解夢的說法 。
」這便說明解夢情節對故事

的發展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性。

姜宗妊的《談夢一一以中國古代夢觀念評析唐代小說》
W
是少有的

一本分析唐傳奇中夢現象的專書 ，該書全面地概括了夢在古代的情

況 ，如 : 古代占夢術 、夢與人意慾的關係 、夢的預示模式等。值得留

意的是作者將唐代寫夢小說分為三類 ：以占夢為主 、以記夢為主和以

寫夢為主要劇情的小說 。此分類既有條理 ，且明確地帶出了夢的作

用。在占夢小說部分 ，作者主要配合作品分析占夢敘事模式 ，概括出

「夢象一一占夢一一夢驗」
11
的敘事模式 ，有助後期學者分析占夢時 ，

從敘事模式方面著手看作品的特色 ；記夢小說部分 ，作者從劇情和結

8
吳志達 ：《唐人傳奇》，頁 124 。

M

劉瑛 ：《唐代傳奇硏究》，台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94 年。
10
姜宗妊 ：《談夢一一以中國古代夢觀念評析唐代小說》，天津 ：南開大學出版社 ，2006 年。

11
談夢一一以中國古代夢觀念評析唐代小說》，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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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上分析夢的作用 ，但只著重分析《三夢記》，雖然見解獨到 ，但仍未

夠全面 。在夢為主要線索部分 ，作者以《謝小娥傳》為例 ，分析夢對

故事情節的推動作用 ，從作品中可見解夢活動在小說中的應用。

3.2 期刊

不少研究唐傳奇寫夢小說的期刊著眼點都在於分析夢的分類和主

題 。賈名黨的<唐傳奇「夢」意象芻議>12
將夢分為科舉仕官夢 、姻緣風

流夢 、訴冤伸屈夢和達思述志夢。李軍的<精神分析視域下古典小說中

夢的闡釋一一以唐傳奇為中心>
13
以佛洛伊德《釋夢》理論 ，結合唐傳

奇的情節 ，把夢分為以滿足人的願望為目的晝夢 、性情境的春夢 、猜

謎形式出現的迷夢和情節奇異的異夢這四類。葛成飛 、楊忠慧和郭雪

峰的<唐傳奇寫夢小說的觀念和成因>14
亦是將夢進行分類 ，然後分析

夢的特點和夢的觀念 。這篇文章將夢分為占夢小說 、有夢遇和遊歷情

節的夢遊小說和存在離魂和夢到鬼魂的夢幻小說 ，從中作者歸納出夢

的特點是適意和逍遙的 ，其當中觀念在於補償現實 、作意好奇和受道

教思想影響。

以上期刊主要關注夢的分類 ，從宏觀角度分析夢的類型和模

式 ，未有進一步分析夢當中的細節 ，未能全面分析夢情節的安排

及唐傳奇加入夢元素的作用。

12
賈名党 、李海洋 ：<唐傳奇「夢」意象萄議> ，《閩西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九卷 ，第 1期

( 2007 ) ，頁 12-15 。

李軍 ：<精神分析視域下古典小說中夢的闡釋一一以唐傳奇為中心> ，《西華大學學報（哲學

社會科學版）》，第 33 卷 ，第 2 期（ 2014) ，頁 51-54 。
11
葛成飛 、楊忠慧和郭雪峰 ：<唐傳奇寫夢小說的觀念和成因> ，《宿州學院學報》，第 30 卷 ，第

12 期 ( 2015 ) ，頁 67-72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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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敏的<道教與唐傳奇中夢的意象>
15
則進一步分析夢的作用 ，

並指出 ：「唐傳奇小說中夢的内容還有夢中時空，即借助夢的方

式 ，穿越現實的時間空間 ，縱橫古今 ，以夢的方式超越時間的限

制 。
」

16
這一點有利分析小說中加入夢元素後的特別之處。

3.3 學術論文

學術論文中 ，對唐傳奇寫夢小說的研究則較為深入 ，以下均

為文學碩士論文。

吳丹的<唐代五代夢類小說研究>17
比較唐代寫夢小說和魏晉南

北朝的志怪小說 ，分析當中敘夢方法及夢情節之不同 ，這種比較

能深入分析出唐傳奇夢的特色 。當中歸納了三項唐代夢類小說超

越前朝之處 ，分別為創作意識加強 、構思新穎奇特以及夢的詩意

體驗。該篇論文的分析甚為全面 、並能以文本對讀模式進行深入

分析 。在人物刻畫上並未有深入分析 ，故本研究可以加以發揮。

葛藤宛的<唐傳奇的夢境研究>
18
分析了夢在唐傳奇中的價值 ，

當中歸納出夢的作用在於 ：撫慰失意的心靈 、夢以載道和預知未

來。此外 ，還分析了唐傳奇夢境所折射出的士人情態 ，包括反映

人生觀 、社會觀和宗教觀。當中分析出唐傳奇「利用夢境來傳達

人與天之間的感應與反省 ，正是唐代文人寫作的重點。
」

19
此見解

指出唐傳奇中的宗教意義 ，夢如何回應宗教問題 ，但在分析中主

15
劉敏 ：<道教與唐傳奇中夢的意象> ，《北京化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 4 期（ 2007 ) ，

頁 38-42。
ln
劉敏（2007 ) 的<道教與唐傳奇中夢的意象> ，頁 41 。

17
吳丹 ：<唐代五代夢類小說研究> ，碩士論文 ，湘潭大學 ，2007 年 。

18
葛藤宛 ：<唐傳奇的夢境研究> ，碩士論文 ，遼寧師範大學 ，2015 年。

19
葛藤宛 ：<唐傳奇的夢境研究> ，頁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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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小說整體而言 ，並未就夢境進行深入分析 ，對宗教與夢之關

係闡述得可以更全面和詳細 ，該部分亦尚有值得發揮的地方。

魏艷艷的<唐傳奇涉夢作品研究>2°則對唐傳奇涉夢小說中的夢

進行分類與劃分出作品的主題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其研究夢對文

章的功用共有四項 ：以《謝小娥》為例分析推動情節發展的功

用 、以《三夢記》為例分析構造奇異之境的功用 、以《霍小玉

傳》為例看文章如何表現人物性格及以《秦夢記》和《異夢錄》

為例看小說詩化得意境。作者以文本細讀進行深入分析最後更分

析唐寫夢小說對後世的影響。這篇論文包含不同的唐傳奇文本例

子 ，進行深入分析 ，可作日後參考 ，但當中未有從作者角度和寫

作構思上分析夢的作用和夢境描述的詳略安排 ，這部分是多數文

獻未有分析的 ，故在是次研究中 ，可多加思考。

4. 研究方法與探討問題

雖然前人在唐寫夢小說上分析了敘事方式和情節的分類 ，但只是集中在

個別的文本當中分析所得 ，本文亦會就前人成果來分析不同文本 ，探究當中

的夢的功能性 。在是次研究中 ，主要有以下幾道問題需要思考的 ：

1. 唐傳奇中包含了甚麼類型的夢？

2. 唐傳奇中的夢如何塑造人物及鬼神的心理和形象？

3. 唐傳奇中作者如何以夢推動情節？

4. 唐傳奇中的夢如何製造夢如現實的交錯感？

本論文將整理前人所研究之成果 ，以文本細讀的方法 ，分析《唐宋傳

魏艷艷 ：<唐傳奇涉夢作品研究> ，碩士論文 ，北方民俗大學 ，2016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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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集》中 11篇唐傳奇
21
的寫夢情節 。在研究方法上 ，分析夢的類型和作用

時 ，以文本細讀方式著力分析和對比各文本 ，從中將各文本中對夢的刻畫

進行分類 ，研究當中的遣詞用字 、詳略書寫 ，從而歸納出夢的類型和夢的

功能性 。接著 ，在分析情節部分 ，則從整體到局部再到整體的模式閱讀文

本 ，留意當中作者是在起承轉合什麼部分加入夢境 ，對夢境的安排和結

構 、是否有時間標示等 。整個研究過程中 ，亦會因應研究所得 ，以表格形

式分析和整理出各文本中夢情節的特色 、作用和敘事方法 ，讓分析過程或

研究成果呈現得更為有條理 。

二、唐傳奇中夢的類型

本文整理前人對唐傳奇的分類 ，根據夢情節的主要内容和詳略比例 ，將夢

情節分類 ，分別為 ：進仕達志夢 、姻緣風流夢 、訴冤伸屈夢和搜奇記逸夢等四

類。22
《唐宋傳奇集》中的 11篇涉夢小說 ，分類都較平均。

1. 進仕達志夢

這類夢境主要記敘做夢者在夢中成功進仕或達成志向。《唐宋傳奇集》

中的《枕中記》、《南柯太守傳》和《冥音錄》則屬於該類夢。前兩篇作品

的主角為男性 ，情節相若 ，兩篇的主角盧生和淳於棼均在夢中度過漫長的

一生 ，娶名門望族之女 ，歷盡榮華富貴 ，並在夢中體會官場的勾心鬥角 ，

繼而有所頓悟 。

21
《古镜记》、《枕中記》'《霍小玉傳》、《南柯太守傳》、《謝小娥傳》、《三夢記》、《周秦行記》'

《異夢錄》、《秦夢記》、《冥音錄》和《靈應傳》
22
本文參考前人的分類 ，並從中參考合理的分類方法 ，根據賈名黨的<唐傳奇「夢」意象芻議>

和李軍的<精神分析視域下古典小說中夢的闡釋一一以唐傳奇為中心>整理所得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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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中記》中的盧生認為「士之生世 ，当建功树名 ，出将入相……」
23

當他人夢後 ，如願以償 ，在夢中娶清河崔氏女 ，進士及第後不斷升官 ，從

监察御史一路升為宰相 。因遭同僚陷害而被眨官 ，最終雖被皇上重新重

用 ，但也盡知「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 。
」

24
《南柯太

守傳》中的淳於棼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因使酒忤帥，斥逐落魄，縱誕飲

酒為事 。
」

25—次醉酒做夢 ，夢中娶大槐國公主為妻 ，並得皇帝賞識擔任南

柯太守一職 ，及後聲望越來越高 ，被皇帝猜疑 ，公主病逝 ，最終被遣回

鄉 ，醒後「感南柯之浮虛，悟人世之倏忽，遂棲心道門，絕棄酒色 。
」

26
可見

《枕中記》和《南柯太守傳》中的夢境相若。

由於女性在古代不能出將入仕 ，然她們亦有其志向 ，這種情況反映在

《冥音錄》這篇傳奇中 。該篇傳奇中的做夢者為崔氏長女 ，崔氏長女並不

聪慧 ，長女盼能善古箏 ，從其思念姨時所想可見 ：「姨之生乃聰明，死何蔑

然，而不能以力祐助，使我心開目明，粗及流輩哉？」
27
後來崔氏長女夢見其

姨托夢 ，授其樂曲 ，更說她入夢時為了「成汝（崔氏長女）之願」
28 ，而崔

氏長女得到指點後進步神速 ，得償所願。

從上可見 ，該類夢的情節主要為做夢者懷有志向 ，做夢後得償所願 ，

並從夢中得到啟發。

2. 姻緣風流夢

這類夢境主要與愛情有關 ，配合主線情節 ，展現主角情深一面。《霍小

《枕中記》引文。
《枕中記》引文。
《南柯太守傳》引文。
《南柯太守傳》引文。
《冥音錄》引文。

《冥音錄》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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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傳》和《秦夢記》中的夢便是如此 。

《霍小玉傳》記敘了書生李益與霍小玉的愛情故事 ，李益與霍小玉相

戀 ，當李益歸家後 ，父母安排他另娶 ，李益辜負了小玉 ，小玉因思念成

疾 ，偶遇黃衫客挾持李益到小玉面前。作者先寫黃衫客帶李益見小玉一

事 ，再寫小玉於前一天預知未來 ，以一句交代夢境 ：「先此一夕，玉夢黃衫

丈夫抱生來，至席，使玉脫鞋 。
」

M
可見小玉對李益念念不忘 ，此夢後小玉自

行解夢 ，亦為小玉和李益之間的愛情悲劇埋下伏筆。

相較《霍小玉傳》，《秦夢記》在夢境描寫上則更為詳細。主角沈亞之

於橐泉邸舍夢見自己進入秦國 ，深受秦穆公器重 ，娶得秦穆公之女弄玉 ，

後來弄玉「忽无疾卒」
3° ，沈亞之在夢中為她作挽歌与墓志铭以抒發思念之

情。整篇作品對夢境著筆甚多 ，進士達志之內容為略寫 ，主要情節乃對愛

情的記敘。如魯迅評作者沈亞之的作品一般 ：「皆以華豔之筆，敘恍忽之情，

而好言仙鬼復死，尤與同時文人異趣。
」

—M沈亞之醒來後翻看皇覽與秦時地

誌 ，發現秦穆公葬於橐泉 ，並慨歎弄玉已成仙 ，又怎會再死。作者從佈局

上突顯了「夢中穿越」之事的奇異 ，加深主角沈亞之對弄玉的思念和關

心。

3. 訴冤伸屈夢

這類夢的內容主要為夢中角色因有冤屈對外求助 ，最後得以訴冤伸

屈 ，如 ：《謝小娥傳》和《靈應傳》。

《霍小玉傳》引文。
《秦夢記》引文。
魯迅 ：《中國小說史略》，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3 年 ，頁 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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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小娥傳》一開頭便交代背景 ，並強調「時小蛾年十四，始及笄，

父與夫倶為盜所殺，盡掠金帛 。段之弟兄，謝之生侄，與童僕輩數十悉沉

於江。
」

32
這種情況下只能成為無頭冤案 ，作者於是加入夢告情節 ：「初

父之死也 ，小蛾夢父謂曰 ：『殺我者 ，車中猴 ，門東草 。
』又數日 ，複

夢其夫謂曰 ：『殺我者 ，禾中走 ，一日夫 。
』」

33 ，具承上啟下之效 ，突

破生死限制 ，使謝小娥透過夢境掌握線索 ，從而制裁兇手 ，並帶出冥冥

之中自有神明制裁惡人的因果之報。

《靈應傳》中的夢亦是作為故事一部分存在 ，但内容篇幅較《謝小

娥傳》長 ，主要記敘九娘子托夢給主角周寶 ，交代自己被迫改嫁之委

屈 ，並展現寧死不屈的情操 ，說服周寶幫助自己 。可見夢境目的在於求

助主角 ，作者亦從中讚美九娘子忠貞不二的高尚品德 。

4. 搜奇記逸夢

魯迅（1881-1936 ) 曾評價唐傳奇 ：「小說亦如詩 ，至唐代而一變 ，雖尚

不离于搜奇記逸 ，然敘述宛轉 ，文辭華艷……
」

34
唐傳奇中的夢存在不少

「捜奇記逸」的情節 ，如 ：《古鏡記》、《三夢記》、《飛煙傳》和《異夢

錄》。

《古鏡記》主要情節記敘不少與鏡相關的怪事 ，主角王度所得之鏡能

辟邪镇妖和消除疫病 ，作者以王度手下所夢 ，解釋鏡之所以有此能力皆因

鏡精所致 ，當鏡消失前 ，更以王度弟弟王績所夢預示鏡將會消失。這兩處

夢中奇事與主線情節所寫鏡之怪事互相配合 ，將古鏡的奇生動地寫出。

《謝小娥傳》引文。
《謝小娥傳》引文。
魯迅 ：《中國小說史略》，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3 年 ，頁 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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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夢記》主要內容為夢之感應 ，整個故事突顯了夢具有相通的特殊

能力。作者將三個有關夢的奇事結合為一篇故事 ，分別為：「彼夢有所往而

此遇之者 ；或此有所為而彼夢之者 ；或兩相通夢者 。
」

％
作者先寫劉幽求所

遇情境與妻子所夢相符， 然後寫元稹夢見白居易所做之事 ，這兩則故事均

屬於熟人間的感應 ，及後以竇質與女巫夢見相同的夢 ，並於現實相遇時得

到驗證 ，且有旁人作證來突顯陌生人之間存在通夢的神奇性。作者最後以

寫道 ：「《春秋》及子史一 ，言夢者多 ，然未有載此三夢者也。世人之夢亦

眾矣 ，亦未有此三夢。豈偶然也 ，抑亦必前定也？予不能知。今備記其

事 ，以存錄焉 。
」

％
可見内容主要為搜奇記逸之作。

《飛煙傳》主要寫出飛煙在封建制度下 ，得不到愛情自由的悲劇。該

篇的夢境有別以上的作品 ，該夢出現的地方為故事結尾部分 ，為作品添加

不少神怪之感 ，作者寫兩名書生對飛煙之事作評論 ，及後相繼夢見飛煙 ，

崔氏書生下詩句 ：「恰似傳花人飲散 ，空床拋下最繁枝。
」”於是夢見飛煙

道謝 ，而李氏書生寫 ：「豔魄香魂如有在 ，還應羞見墜樓人。
」

％
故夢飛煙

罵他 ，數日後便死了。這處的夢情節不單間接寫出作者對婦女追求愛情的

評價， 更突顯出鬼神之事的奇異， 為作品添加不少神秘的色彩。

《異夢錄》寫了文人聚會時分享與夢有關的奇事， 該作品展現出文人

對夢的好奇與關注， 該作品寫了兩則夢故事， 第一則故事由隴西公分享，

他一開始便道明：「余少從邢鳳遊 ，得記其異 ，請語之。
」

39
可見故事著重

點在奇異之事， 該夢寫邢鳳在夢中與一美貌女子相遇， 閱讀女子之詩集，

35 《三夢記》引文。
36 《三夢記》引文。
37 《飛煙傳》引文。
38 《飛煙傳》引文。
39 《異夢錄》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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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下了《春陽曲》曲詞， 醒來後發現抄有詩詞的紙， 吃驚下回想起夢中之

事。後來聽故事的人均說「可記 。
」

4°可見他們對捜奇記逸之事有所關注。

第二則夢故事是由姚合分享王炎所夢， 王炎夢遊吳國， 侍奉吳王， 於西施

出葬時， 奉命作詩， 醒來後仍記得夢中之事， 由此可見，《異夢錄》所關注

的為奇異之夢， 為作者捜奇記逸之作， 作者更是把文人搜奇記逸的生活片

段呈現給讀者看。

三 、唐傳奇中夢與人物塑造

1. 反映人物性格和心理

所謂日有所思 ，夜有所夢。西方學者佛洛伊德認為「夢是完全有效的

精神現象一一是慾望的滿足 。
」

41
唐傳奇作品以夢境配合故事人物心理 ，將

人物的慾望呈現出來 ，並善用夢境為做夢者提供滿足慾望的空間 ，當夢使

人物慾望得到滿足後 ，作者還會繼續刻畫獲得滿足後的人物心理 ，呈現出

人物複雜的心理精神面貌 。

《謝小娥傳》中的夢反映出謝小娥對找出殺父殺夫兇手的渴望 ，作者

安排占卜夢讓主角解迷並找出兇手 ，使其大仇得報。再者 ，《霍小玉傳》中

的夢亦是因小玉思念而成 ，夢見淡黃色麻衣男把李益帶到她面前 ，令她的

思念得以抒發 ，甚至成為現實。《冥音錄》亦以夢作為橋樑 ，使崔氏大女兒

得到崔氏妹妹的指點 ，滿足崔氏大女兒琴技提升的心願。此外 ，《枕中

記》、《秦夢記》和《南柯太守傳》中 ，主角因官場不如意及對人生抱有疑

惑 ，故在夢中體驗了進入官場後一生的經歷 ，在夢中滿足仕途心願 ，娶得

美嬌妻 ，體驗夢寐以求的生活 。

40 《異夢錄》引文。
41

佛洛伊德著 ，孫名之譯 ，《釋夢》，北京 ：商務印書局 ，1996 年 ，第 122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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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唐傳奇作品中 ，當做夢者的慾望得到滿足後 ，故事

仍會持續 ，作者會進一步刻畫出人物複雜的性格和心理 ，甚至從中勘破執

念。

《枕中記》和《南柯太守傳》的主角盧生和淳於棼本想進仕 ，一展抱

負 ，但在夢後反而對原本的執著有所頓悟。盧生在夢中看破功名利祿 ，被

陷害後曾對妻子說 ：「吾家山東 ，有良田五頃 ，足以禦寒餒 ，何苦求祿？而

今及此 ，思短褐 、乘青駒 ，行邯鄲道中 ，不可得也！」
42
醒後更是明白「夫

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 。
」“不再執著於「士之生世 ，当

建功树名 ，出将入相……
」

44 。而淳於棼在醒後「感南柯之浮虛 ，悟人世之

倏忽 ，遂棲心道門 ，絕棄酒色 。
」

45
可見他在夢中得到啟發 ，並明白榮華富

貴虛幻如夢。可見夢中的體驗對於使主角心境開闊有著正面的作用。主角

均能在夢中看破自己原有的執念， 同時亦展現出人物對慾望的堅持與釋懷

時的心理變化。

《謝小娥傳》從夢中得知有關兇手的線索後 ，「小蛾不自解悟，常書此

語，廣求智者辨之，歷年不能得 。
」

4&
小娥從行動上展現了她想找出兇手的決

心 ，後來得知兇手名字後 ，更是女扮男裝 ，潛伏在申府約兩年 ，最後親手

報仇 ，可見小娥的果斷 、勇敢和堅毅 。夢告情節間接描寫了小娥意志堅定

的一面 ，以夢作為延伸 ，寫小娥受夢啟發後的行動。最後 ，作者寫小娥大

仇得報後誓心不嫁並剪髮披褐 ，呈現出小娥忠貞的一面。

42
《枕中記》弓丨文 。

43 《枕中記》弓丨文 。
44 《枕中記》弓丨文 。

45
《南柯太守傳》引文

46 《謝小娥傳》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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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小玉傳》中的夢則是預示著小玉對李益的感情由愛轉恨的轉變，

夢境和解夢部分呈現出小玉對愛情的心理變化。小玉做夢之後 ，並未沉迷

在思念李益的情緒中， 反而理智地自行解夢：「鞋者，諧也。夫婦再合。脫

者，解也。既合而解，亦當永訣 。由此徵之，必遂相見，相見之後，當死矣 。
」

47
該夢為後面情節進行鋪墊 ，解夢內容間接呈現出小玉對李益由愛到恨的轉

變 ，内容亦預示小玉對李益不再存有盼望 ，她已作好與李益決絕的心理準

備 ，小玉在這刻是理智的 ，她了解自己的身體情況 ，同時也知道李益不值

得她愛。而小玉有預感自己會與李益相見 ，於是梳妝打扮 ，不將病態展現

出來 ，可見她是愛李益 ，更是有自尊的女子 ，因此在小玉見到李益時 ，主

動與李益永訣：「我為女子 ，薄命如斯 ！君是丈夫 ，負心若此！……李君李

君 ，今當永訣 ！我死之後 ，必為厲鬼 ，使君妻妾 ，終日不安！」
48
夢境的加

入使小玉對李益由愛轉恨的情緒顯得合理 ，同時也展現出小玉對愛情決絕

的一面 ，塑造出小玉敢愛敢恨的一面 ，作者以夢為切入點塑造了小玉對李

益愛恨交加的複雜心理 。

2. 定型男女形象

在唐傳奇故事中的加入夢情節能有助建立故事男女主角的性別形象 ，

故事男女人物所做的夢與他們的性別定型有所連結。

從夢的分類與情節可見 ，男性角色所發之夢多與官場有關 ，在夢中得

到夢寐以求的東西 ，如 ：進入官場 、娶得賢妻 、有權有勢等 ，如《枕中

記》、《南柯太守傳》和《秦夢記》筆下的男主角 ，均在夢中進仕為官 ，並

娶得權貴之女 ，於夢中一展抱負 ，展現出剛強有為人物形象。而《靈應

傳》中的周寶一出場邊是官員 ，並且作者透過夢境塑造周寶高尚正義的男

《霍小玉傳》引文。
《霍小玉傳》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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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形象 ，在周寶夢中 ，九娘子的下屬直接表明 ：「貴主以君之高義，可申誠

信之託，故將冤抑之懷，訴諸明公。 明公忍不救其急難乎？」
49
作者以九娘

子托夢之事間接塑造周寶高潔正義的形象， 展現男性英雄威武的一面。

相反 ，女性所發之夢多為訴冤伸屈夢 ，作者藉夢刻畫女性柔弱 、忠貞

的一面 ，並盼得到幫助。《謝小娥傳》中的小娥希望找尋殺父仇人 ，於是借

助夢境得到線索 ，並在夢外尋找協助。而《靈應傳》夢中的九娘子為了守

著貞潔 ，不惜進入周寶的夢中尋找援救 ，以解決被逼婚的困境。此外 ，姻

緣風流夢中的女性角色以愛情為重心 ，如《霍小玉傳》中的小玉 ，因愛而

思念成疾 ，一直渴望與李益相見 ，故所夢與愛情相關 ，與小玉相關的故事

情節亦離不開思念情郎和為愛所困的內容。相反 ，男性即使是姻緣風流夢

的主角 ，但在夢中仍會存在進仕達志的情節 ，雖然比例不多 ，但仍能凸顯

男性有為上進的一面 ，並非為愛而生。

雖然作者透過夢塑造女性角色柔弱或忠貞的一面 ，但女性的陰柔美與

男性的陽剛之氣的結合才是女性的理想人格體現 ，唐傳奇的作家們就是按

照這一模式塑造他們筆下的女性形象 。5°因此 ，當夢情節中的女性角色被塑

造成具有男性特質時 ，並不出奇。如《霍小玉傳》中的小玉 ，從做夢到自

行解夢 ，再到與李益決絕的過程中 ，夢境作為小玉因愛轉恨的過渡 ，並合

理解釋了小玉為何展現出剛強決絕的一面 ，可見小玉有面對愛情時的嬌

柔 ，亦有決斷的性格 。《謝小娥傳》中的夢作為塑造小娥形象的開始 ，作

者寫小娥對解夢的執著 ，並從夢中的伏筆過渡到塑造小娥為父為夫報仇的

堅毅和勇武 ，文中寫：「小蛾潛鎖春於内，抽佩刀，先斷蘭首，呼號鄰人並

49 《靈應傳》引文。
5" 趙靜 ：<唐傳奇女性形象研究> ，碩士論文 ，內蒙古師範大學 ，頁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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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
」

51
展現出女性除忠貞外的另一面男性特質 ，寫出小娥報仇時殺伐果斷

的一面 ，塑造小娥形象時均是圍繞夢而展開的。作者透過寫夢作為鋪墊 ，

成功塑造出個性飽滿而豐富的女性形象。

3. 塑造鬼神形象

在夢境的世界裡各種各樣怪異的事情 、意象和物體都能出現，這類涉夢

小說不論是在内容上還是在藝術上因其不同尋常的特點盡可能地滿足了讀

者獵奇的心理 。 52
唐傳奇作家在夢境中能盡情發揮想象力 ，塑造鬼神形

象 ，並為小說中的人物與鬼神相遇的情節增添合理性。

《飛煙傳》、《謝小娥傳》、《冥音錄》、《靈應傳》和《古鏡記》中的鬼

神角色均是在夢境中出現的 ，當中的鬼神透過夢境與主角溝通 ，突破生死

限制 ，這些鬼神亦在夢中展現出超凡的能力。

《飛煙傳》中的飛煙死後出現在崔生和李生夢中 ，因崔生詩云 ：「恰似

傳花人飲散 ，空床拋下最繁枝。
」

53
故在夢中對李生道謝 ，並展現謙虛一

面 。飛煙面對李生冒犯和揶揄自己的詩句甚是憤怒 ，於是在夢中指著他

罵 ，更預示李生會得到報應 ，數日後 ，李生卒。作者加入飛煙成鬼魂後的

情節 ，起到畫龍點睛的效果 ，夢中的飛煙有別於她生前在封建禮教下的身

不由己 ，作者透過夢境將鬼魂愛恨分明 ，隨心所欲的形象刻畫出來 ，更以

鬼與人相遇 ，夢境成真一事帶出作者對女性追求愛情自由的讚美和勸喻士

人慎言的主題 ，飛煙在現實生活中以一己之力反抗禮教的機會是微乎其

微 ，故作者只能安排飛煙在夢中以鬼魂身份抒發己見。

《謝小娥傳》引文。
魏艷艷 ：<唐傳奇涉夢作品研究> ，碩士論文 ，北方民俗大學 ，頁 31。

《飛煙傳》引文。
18



陳思思

《謝小娥傳》中的夢塑造出謝父和小娥丈夫死後尋仇的鬼魂形象 ，鬼

魂對謀害自己的兇手是存有記憶 ，並會尋找機會報仇 ，並不會因先人已

逝 ，冤案就被掩埋 。作者透過塑造鬼魂對找出兇手的執著 ，並以托夢來突

顯出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善惡到頭終有報的哲學思想。

《冥音錄》崔氏大女兒「每至節朔，辄舉觞酹地, 哀咽流涕，如此者八

歲 。
」

M
其姨菹奴因感受到她的孝心和懇切的期盼 ，因此透過夢中相遇的方

式給予其幫助 ，可見在作者筆下的鬼魂是能感受在世人之情 ，此外 ，作者

亦透過夢境來描繪陰間的面貌 ，從菹奴描述中得知陰間與人間相若 ，均有

君臣官職之分 ，菹奴在阴司簿属教坊 ，授曲于博士李元凭 ，因襄阳公主以

她为女 ，故得以與崔氏大女兒相見 ，菹奴所透露 ：「唐氏諸帝宮中互選妓

樂，以進神堯 、太宗二宮，我復得侍憲宗 。
」

55
可見人死後會在陰間繼續生

活 ，而各皇帝死後亦能於陰間相聚 ，化為鬼魂 ，整個陰間的政權亦於人間

相差無幾 ，由權勢之人決定其他鬼魂可否以夢跟在世之人溝通 ，並滿足其

願望。最後結局長女死了 ，亦有可能是進入了陰間 ，並得到陰間皇帝的賞

識。該結局使夢境更為真實 ，並為故事增添神秘感 ，讀者無從考據 ，滿足

讀者獵奇心理。

《靈應傳》中九娘子神的外貌形象與人類相同：「見祥雲細雨，異香襲

人。俄有一婦人，年可十七八，衣裙素淡，容質窈窕，憑空而下，立庭廡之間 。

容儀綽約，有絕世之貌。
」

％
可見在該篇作品中神的形象是建基於人而創

的。同時 ，作者用了很長的篇幅寫九娘子與周寶在夢中的對話 ，從而刻畫

出九娘子神充滿人性的一面 。從夢境中九娘子的自述中可見 ，該神的形象

《冥音錄》引文。
《冥音錄》引文。
《靈應傳》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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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遇到的困境與人間女性無異 ，即使身為神 ，仍會面對被父母逼婚的困

境：「父母抑遣再行，妾終違命。王侯致聘,接轸交轅,誠願既堅，遂欲自劓。

父母怒其剛烈，遂遣屏居於茲土之別邑，音問不通，於今三紀。
」

57
同時作者

以此刻畫出女神對愛情忠貞不二的高尚情操 ，這亦是人間女子應效仿的。

從上述作品可見 ，唐傳奇作者透過夢境刻畫出的鬼魂形象往往具有人

的外貌和個性 ，並且愛恨分別 ，這些鬼魂往往會關注人間所發生的事 ，包

括回應在世親人的心願 。但仍有些作品能突破鬼神形象的「人形」限制 ，

《古鏡記》則為其中一例 ，《古鏡記》中的鏡精亦是透過夢的形式顯露真

身。該篇作者的想像力較其他作品豐富 ，其筆下神的形象能脫離「人形」

的限制 ，對鏡精形象的描述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
58
可見作者在鬼神形

象塑造上有所突破 ，使鬼神形象更為多變。

四、唐傳奇中夢與情節推動

1. 預知情節 ：̂ 夢象 夢驗
5;
」情節結構

一般占夢小說具有「夢象一一占夢一一夢驗」等三階段的敘事結構。6°

情節上的推動往往靠夢象的產生來埋下伏筆或預知未來 ，從而進展到占夢或夢

驗等情節 ，不少作者為使故事情節的推進順其自然 ，會在故事中加入夢境 ，以

突破空間 、生死和邏輯限制。而「夢象一一占夢一一夢驗」這種形成情節的起

承轉合部分 。以下為筆者所整理有關唐傳奇作品夢情節中的「夢象一一占夢一

一夢驗」三部分 ，整體而言 ，包含夢情節的唐傳奇作者主要含「夢象一一夢

驗」這兩個階段的敘事結構 ，詳細見下表 ：

57 《靈應傳》引文。
58 《古鏡記》引文。
筆者整理所得的情節結構 ，多數含有夢情節的傳奇小說均包含夢象和夢驗的情節。夢驗是指

夢境成真 ，所做之夢或夢中的期盼在現實中得到應驗。
nn
姜宗妊 ：《談夢一一以中國古代夢觀念評析唐代小說》，天津 ：南開大學出版社 ，頁 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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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象 占夢 夢驗

《霍小玉傳》 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至席，使玉脫鞋。 因自解曰 ：『鞋者 ，諧也。夫婦再

合。脫者 ，解也。既合而解，亦當

永訣。

最後小玉與李益永訣

《謝小娥傳》 「初父之死也 ，小娥夢父謂曰 ：『殺我者 ，車中

猴 ，門東草 。
』又數日 ，複夢其夫謂曰 ：『殺我

者 ，禾中走 ' 一日夫。
』」

r 若然者，吾審詳矣，殺汝父是申蘭，殺

汝夫是申春。 且『車中猴』，車字去

上下各一畫，是『申』字，又申屬猴，故

曰『車中猴』；『草』下有 T1!』，

中有東，乃蘭字也:又『禾中

走』， 是穿田過.亦是『申』字也。『
_

一曰夫』者，
『夫』上更一畫，下有曰，

是『春』字也。
」

先是謝氏之金寶錦繡，衣物器具，悉掠

在蘭家 。

「李君精悟玄鑒,皆符夢言，此乃天啟

其心，志將就矣 。
」

《古鏡記》 夢象一 ：

明早，龍駒來謂度曰 ：『龍駒昨忽夢一人。龍

頭蛇身 ，朱冠紫服……百姓有罪 ，天與之疾 ，

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後月 ，當見愈 ，無

為我苦。
』

夢象二 ：
「便遊河北 ，夜夢鏡謂曰 ：『我蒙卿兄厚禮 ，今

當舍人間遠去，欲得一別 ，卿請早歸長安

也。
」

/ 夢驗一：
至后月，病果渐愈 ，如其言也。

夢驗二：
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其

聲纖遠。俄而漸大，若龍咆虎吼，良信

乃定。開匣視之，即失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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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夢記》 夢象一 ：

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也

(劉幽求所遇情境與妻子所夢相符）

/ 夢驗一：
劉幽求與其妻傾談間發現所遇夢境

與妻子所夢相符

夢象二：
此有所為而彼夢之者矣

(元稹夢見白居易所做之事）

夢驗二：
遊寺題詩日月率同，蓋所謂此有所為

而彼夢之者矣。

夢象三 ：

兩相通夢者

竇夢至華岳祠，見一女巫，黑而長。青裙素襦，迎

路拜揖，請為之祝神。竇不獲已，遂聽之。問其

姓，自稱趙氏。

巫對曰：「昨夢二人從東來，一髯而短者祝醑一，

獲錢二小時焉。及旦，乃遍述於同輩。今則驗

矣。
」

夢驗三：
竇質所夢與女巫所夢相同並於現實

相遇時應驗 ，女巫為趙氏。

《異夢錄》 夢象一 ：

隴西公分享邢鳳發夢之故事 ：夢中邢鳳與一美

貌女子相遇 ，閱讀女子之詩集，記下了《春陽

曲》曲詞。

/ 夢驗一 ：
醒來後發現抄有詩詞的紙 ，吃驚下

回想起夢中之事。

夢象二 ：

姚合分享王炎發夢之故事 ：王炎夢遊吳國 ，侍

奉吳王 ，於西施出葬時 ，奉命作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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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煙傳》 李生詩末句云 ：『豔魄香魂如有在 ，還應羞見墜

樓人。
』其夕 ，夢飛煙戟手而詈曰 ：『士有百

行，君得全乎？何至務矜片言 ，苦相詆斥。

當屈君于地下面證之。
』

/ 數曰 ，李生卒 。

《冥音錄》 我自辭人世，在陰司簿屬教坊...... 私許我歸，成

汝之願，汝早圖之。陰中法嚴，帝或聞之，當獲大

譴，亦上累於主。
」

/ 因執箏就坐，閉目彈之，隨指有得。61

筆者根據 11篇唐傳奇故事内容整理所得 ，當中引文為相關故事的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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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可見， 以上唐傳奇作品的情節均包含夢象和夢驗兩部分， 只有《謝

小娥傳》和《霍小玉傳》含有占夢情節。

《謝小娥傳》中 ，作者在故事開首以夢告作為伏筆 ，推動整個情節的發

展 ，並合理地解釋謝小娥如何尋找仇人 。《謝小娥傳》開頭便以「夢象」
：「初父

之死也 ，小蛾夢父謂曰 ：『殺我者 ，車中猴 ，門東草 。
』又數曰 ，複夢其夫謂

曰 ：『殺我者 ，禾中走 ，一日夫 。
』」

®
暗示兇手身份， 繼而推動故事發展至「占

夢」階段 ，當夢境中的謎底解開後 ，謝小娥憑著蛛絲馬跡使夢得到驗證：「先是

謝氏之金寶錦繡，衣物器具，悉掠在蘭家 。
」

W
整個情節佈局層層推進 ，故事一開

始邊吸引讀者注意和好奇心 。在現實中 ，若父親與丈夫已死 ，照常會成為冤

案 ，但作者為了推動情節 ，讓謝小娥得以找尋真兇 ，藉夢告來打破生死局限 ，

提供線索 ，讓寫作更為順利。

《霍小玉傳》中夢境亦是使情節的過渡更為流暢自然 ，當中夢象 、占夢和

夢驗部分環環相扣 ，塑造出小玉心理變化 ，從而使情節發展有跡可循 ，作者在

夢象和占夢部分已為結尾進行鋪墊 ，預示小玉和李益的愛情悲劇 ，繼而夢驗營

造整個故事的高潮部分 ，使故事尤其精彩。

只包含「夢象一一夢驗」的小說有《古鏡記》、《三夢記》、《異夢錄》、《飛

煙傳》、《冥音錄》。這些小說透過「夢象一一夢驗」兩階段敘事模式使情節更具

奇幻感 ，展現唐傳奇捜奇記逸的特點。

《古鏡記》加入鏡精進夢 ，增強了故事的奇幻之感外 ，也使疫病的消失和

鏡的消失變得順理成章 ，仿佛真有其事。夢象一的添加解釋了古鏡為何有特異

《謝小娥傳》引文。
《謝小娥傳》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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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和疫病的來源 ，夢象二則解釋預示鏡子將會消失 ，使讀者在閱讀時能預測

情節內容 ，並從全知角度享受閱讀的樂趣。

《三夢記》和《異夢錄》均為「框架結構」
64
的敘事模式 ，當中的情節以夢

驗來深化夢象的神秘感 。在《三夢記》中 ，作者先寫夢象 ，吸引讀者猜測夢境

故事 ，再再透過同夢之人敘述所夢 ，驗證夢境 ，這種情節安排能讓讀者得知一

個完整的夢境故事 ，將原本單一的夢結合為更全面的夢 ，大大增加故事的懸疑

效果和趣味 ，再者 ，作者在三個獨立的感應之夢後加入小結以及總結 ，把三個

同夢集結為成一篇完整的文章 ，故事情節從相熟之人同夢發展到陌生之人的同

夢 ，逐步推進 ，使閱讀之人嘖嘖稱奇。《異夢錄》中的夢境分享有助主情節的推

動， 在第一個夢象分享後， 當中的夢驗吸引了在座文人， 使「監軍使與賓府郡

佐及宴客隴西獨孤鉉 、范陽盧簡辭 、常山張又新 、武功蘇滌皆歎息曰 ：『可

記！』」
65
可見文人認為奇異的夢故事是值得記錄的 ，於是出現姚合分享王炎之

夢的情節 ，使姚合分享夢的事情發生得恰到好處。而《飛煙傳》中 ，作者在結

尾安排崔生 、李生做夢 ，以間接帶出自己對婦女愛情的評價和看法 ，雖沒達到

推動劇情進展之效 ，卻能為故事主題達到畫龍點睛之功能。

2. 夢為情節創造空間

至於沒有包含夢驗成分的唐傳奇小說其主要內容以刻畫夢境為主 ，夢中情

節已包含起承傳合 ，對夢外情節並未起明顯的推動作用 ，但卻能深化主題。當

中包含《枕中記》、《南柯太守傳》、《秦夢記》和《靈應傳》。前兩篇作品為前人

著重分析的寫夢小說 ，當中夢為人物頓悟人生這一情節進行鋪墊 ，夢作為人物

64 1匡架結構」的特點是將各不相干的短篇故事納入到一個統一的框架中 ，避免出現散亂無序

之感 。參考姜宗妊 ：《談夢一一以中國古代夢觀念評析唐代小說》，天津 ：南開大學出版社 ，

2006 年 ，頁 73 。

65 《異夢錄》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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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夢中體驗一生的虛擬空間 ，因有夢的存在 ，故能解釋為何人物能在短時間內

看破榮華富貴 ，感慨人生如夢。《秦夢記》的作者亦是主要刻畫夢的情節 ，該夢

的内容包含起承轉合的部份 ，從作者做夢到夢醒的情節可見作者並非如《枕中

記》和《南柯太守傳》的主角般感歎人生如夢 ，更多的是對弄玉之情的刻畫。

《靈應傳》中的夢有別前三篇 ，其寫夢情節篇幅多 ，但只是在故事的開頭部分

出現 ，最後作者還詳細地敘述夢外的故事 ，該夢作為介紹九娘子的生平而存在

的 ，使讀者得知九娘子神的故事 ，滿足讀者對神的好奇心 ，該夢亦推動周寶後

來幫助九娘子的情節發生 ，從而營造出九娘子為守貞操的高尚形象。

從上述分析可見 ，夢情節在唐傳奇作品中起到情節推動的作用 ，多數作品

存有夢象和夢驗這兩類情節 ，作者透過夢象推動劇情 ，想方設法使夢象得到應

驗 ，繼而創作出精彩並具奇幻性質的故事。若作品主要寫夢 ，則以夢作為主要

情節 ，夢只是作為情節的敘事空間而存在 ，往往在夢情節完結後 ，故事人物對

人生或情感會得到啟發或頓悟 。

五、唐傳奇中夢與現實對照

夢幻主義作品的夢象無論怎樣怪誕 ，總能找出某些來源和現實的 、非現實

的原因
66
可見中國古代有關夢的文學作品能找出與現實相關的事件 ，突出人生如

夢的虛幻感並帶領讀者思考夢中情節 。

唐傳奇中不少作品都會營造出夢與現實的交錯感 ，使夢境與現實不能完全

脫離。作者為了突出人生如夢的主題 ，會把夢事的時間和現實時間進行對照和

融合67 。在夢中會出現時間詞 ，夢中的事情間隔可以是幾十年。但作者描述入

傅正谷 ：《中國夢文學史》，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頁 33 。

楊金國 ：<唐代寫夢小說敘事時間的個性研究> ，《河南教育學院學報》，2003 年 ，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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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和夢醒的現實間隔幾乎是「零距離」。68例如 ：《枕中記》中作者描述盧生入

夢和夢醒是 ：「少年盧生經邯鄲道上邸舍中， 與呂翁接席， 曰昏思寐，是時主人

蒸黃粱為撰 。
」

®
和「盧生欠伸而悟 ，見方僵于邸中，呂翁在傍， 主人蒸黃粱未

熟， 觸類如故 。
」

，為當中的人事物有所感傷時 ，醒來發覺黃

梁依然未熟 ，就好像那一生其實很短暫 ，但短暫的夢卻出現了很多真實的人 、

事和景 ，這正是作者利用虛實相合的手法 ，製造夢即是人生 、現實又比夢短暫

的錯覺 ，從而突出了人生如夢的主題。《南柯太守傳》亦如是 ，入夢與夢醒亦幾

乎是「零距離」
，文中提及「生解中就枕 ，昏然忽忽 ，仿佛若夢 二使因

大呼生之姓名數聲 ，生遂發籍如初 。見家之僮僕擁祿于庭 ，二客灌足于榻 ，斜

曰來隱于西垣 ，余樽尚湛于東牖 。夢中倏忽 ，若度一世矣 。
」

71
可見在入夢與夢

醒間時間間隔短 ，但已能夢到幾十年間的生活。李公佐最後以檀蘿之國和大檀

樹中的螞犠窩製造出夢與現實交錯之感 ，深化了功名利祿如同虛設 ，權勢也不

過如同螞犠窩的這一主題 。

此外 ，唐傳奇主角夢中的時 、地 、人 、事有不少與均能於夢醒後從現實中被

發現 ，突出夢與現實的交錯感 ，使讀者分不清夢和現實的分別 ，營造出神秘

感。《秦夢傳》便有引《皇覽》所記載 ，突出秦穆公夢中所葬之地與史實地點一

致 ；《冥音錄》夢中的皇帝稱號 ，與唐朝歷史上的皇帝稱號一致 ，如 ：穆宗 、憲

宗和太宗等 ，而夢中的官級制度亦是據現實情況而描繪的 ；《異夢錄》中的邢鳳

在夢醒後發現抄有詩詞的紙 ，與夢中《春陽曲》曲詞一樣。這些作品均是透過

在夢中塑造如現實一般的情境和元素 ，製造夢與現實交錯的虛幻感和奇異感。

此外 ，「夢象一一夢驗」的情節結構亦是唐傳奇作品營造夢與現實交錯感的方法

之一 ，《古鏡記》、《三夢記》、《冥音錄》等便是以夢象和夢驗從夢境過渡到現實

68
楊金國 ：<唐代寫夢小說敘事時間的個性研究> ，《河南教育學院學報》，2003 年 ，61 。

69 《枕中記》引文。
70 《枕中記》引文。
71 《南柯太守傳》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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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 ，製造靈異感 。

由此可見 ，夢在現實中的作用是提供一個虛擬空間 ，空間內的故事雖與夢

外不同 ，但卻借鑒於人物身處的現實空間 ，從而使作者把自己的奇思異想裝進

夢中 ，引導讀者反思現實 ，探索現實 ，正如胡應麟曾言唐傳奇 ：「變異之談 ，盛

於六朝 ，然多是傳錄舛訛 ，未必盡幻設語 ，至唐人乃作意好奇 ，假小說以寄筆

端 。
」

72
作者以夢寫現實能寄託了自己的議論和看法 ，並使讀者從中反思 ，如 ：

《枕中記》以夢寫人生如夢如幻 ，探討「人生之適」
73 ;《南柯太守傳》以夢寫

功名利祿如同虛設 ：《謝小娥傳》以夢寫善惡到頭終有報的佛家思想 ；《飛煙

傳》以夢寫「士矜才則德薄，女炫色則情私 。若能如執盈，如臨深。則皆為端士

淑女矣 。
」

74
的為人之道等 。這些作品均從夢延伸之現實作討論 ，寫夢有助於作

者在探討現實問題時更具說服力 。

六、總結

魯迅（1881-1936) 對唐傳奇的評價 ：「小說亦如詩 ，至唐代而一變 ，雖尚不

离于搜奇記逸 ，然敘述宛轉 ，文辭華艷 ，与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 ，演進之跡甚

明 ，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說」
75 ，唐傳奇寫夢的題材雖有繼承六朝，

但在敘事上卻比六朝更進步 。作者善用夢境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 ，如 ：男女形

象 、鬼神形象等 ，並透過夢境塑造人物複雜的心理和性格。此外 ，在主要情節

中 ，作者加入夢情節以打破時間 、生死及空間的局限 ，從而推動情節發展。再

者 ，作者在創作夢中人物 、空間和情節時亦會根據現實作為參考 ，反應現實中

的不足並從中寄託心中所想 ，正是唐傳奇作家「假小說以寄筆端之作」的體

72 胡應麟 ：《少室山房筆叢》，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9 年 ，第 371頁。
73 《枕中記》引文。
74 《飛煙傳》引文。
75 魯迅 ：《中國小說史略》，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3 年 ，頁 54 »

28



陳思思

現 ，可見作者在安排夢情節的詳略和做夢者時 ，均經過深思熟慮 ，配合主題而

安排 ，此處可見其有意為小說之現象。本文因受資源及時間所限 ，選以 11 篇唐

傳奇作為研究 ，若日後能分析所有與夢情節有關之唐傳奇作品 ，對夢的功能性

之探討則能更全面 ，同時亦能對比前朝和後世作品 ，突顯唐傳奇中夢的功能性

中的傳承與創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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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涉夢唐傳奇 作者 做夢者 夢情節

《古鏡記》 王度 王度手下一一

龍駒

U月早 ，龍駒來謂度曰 ：『龍駒昨忽夢一人 。 龍頭

蛇身 ，朱冠紫服 ：謂龍駒 ，我即鏡精也 ，名曰紫

珍。常有德于君家 ，故來相托 。 為我謝王公 ，百

姓有罪 ，天與之疾 ，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

後月 ，當見愈 ，無為我苦。
』度感其靈怪 ，因此志

之 。至後月 ，病果漸愈 ，如其言也 。
」

*交代鏡的能力是因裡面住著神靈

王度弟弟

王績

「便遊河北 ，夜夢鏡謂曰 ：『我蒙卿兄厚禮 ，今當

舍人間遠去 ，欲得一別 ，卿請早歸長安也 。 ’ 夢

中許之。及曉 ，獨居思之 ，恍恍發悸 ，即時西首

秦路。 今既見兄 ，不負諾矣。 終恐今靈物亦非兄

所有。
』數月 ，還河東。

」

*鏡中神靈離去 ，故事亦結束。

「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 ，匣中悲鳴 ，其聲纖遠。

俄而漸大 ，若龍唯虎吼 ，良信乃定。 開匣視之 ，

即失鏡矣。
」

《枕中記》 沈既濟 盧生

進夢與入夢間

*進夢之時
「其枕青甍 ，而竅其兩端 ，生俛首就之 ，見其竅漸

大 ，明朗。乃舉身而入 ，遂至其家 。
」

的文字敘述 *夢醒之時

1寺主人方蒸黍...... 盧生欠伸而悟 ，見其身方偃于

邸舍 ，呂翁坐其傍 ，主人蒸黍未熟 ，觸類如故。
」

*盧生夢見一生而明白 ：
「夫寵辱之道 ，窮達之運 ，得喪之理 ，死生之情 ，

盡知之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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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小玉傳》 蔣防 霍小玉 「先此一夕 ，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 ，至席 ，使玉脫

鞋。驚寤而告母。因自解曰 ：『鞋者 ，諧也 。 夫

婦再合。脫者 ，解也。既合而解 ，亦當永訣 。

由此征之 ，必遂相見 ，相見之後 ，當死矣。
』凌

晨 ，請母梳妝。母以其久病 ，心意惑亂 ，不甚信

之。 黽勉之間 ，強為妝梳 。 妝梳才必 ，而生果

至。
」

*小玉念念不忘 ，夢境成真且自我解夢。

《南柯太守傳》 李公佐 淳於棼 「生解中就枕 ，昏然忽忽 ，仿佛若夢...... 一使因大

呼生之姓名數聲 ，生遂發籍如初 。 見家之僮僕擁
_
于庭 ，二客濯足于榻 ，斜日來隱于西垣 ，余樽尚

湛于東牖。夢中倏忽 ，若度一世矣。
」

淳於棼在夢中度過了漫長的人生 ，作者把人的一生

濃縮成夢 ，體會了官場的勾心鬥角。並於醒後「感

南柯之浮虛 ，悟人世之倏忽 ，遂棲心道門 ，絕棄酒

色。
」

《謝小娥傳》 李公佐 謝小娥 「初父之死也 ，小娥夢父謂曰 ：『殺我者 ，車中

猴 ，門東草。
』又數日 ，複夢其夫謂曰 ：^殺我

者 ，禾中走 ，一日夫。
』」

《三夢記》 白行簡

劉幽求之妻

(熟人間的感

應）

元稹

(熟人之間的

感應）

竇質

《三夢記》主要記敘了三種夢 ，分別是 ：「彼夢有

所往而此遇之者 ；或此有所為而彼夢之者 ；或兩相

通夢者。
」

夢的類型一 ：

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也

(劉幽求所遇情境與妻子所夢相符）

夢的類型二 ：

此有所為而彼夢之者矣

(元稹夢見白居易所做之事）

夢的類型三 ：

兩相通夢者

(竇質所夢與女巫所夢相同並於現實相遇時應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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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巫

(陌生人之間

的通夢）

且有旁人作證 ，細節與現實相符 。 ）

「行簡曰 ：《春秋》及子史一 ，言夢者多 ，然未有

載此三夢者也。世人之夢亦眾矣 ，亦未有此三

夢。豈偶然也 ，抑亦必前定也？予不能知 。 今

備記其事 ，以存錄焉。
」

《異夢錄》 沈亞之 邢鳳 夢故事一 ：

隴西公分享邢鳳發夢之故事 ：夢中邢鳳與一美貌女

子相遇 ，閱讀女子之詩集 ，記下了《春陽曲》曲

詞 ，醒來後發現抄有詩詞的紙 ，吃驚下回想起夢中

之事。

王炎 夢故事一 ：

姚合分享王炎發夢之故事 ：王炎夢遊吳國 ，侍奉吳

王 ，於西施出葬時 ，奉命作詩 ，醒來後仍記得夢中

之事。

《秦夢記》 沈亞之 沈亞之 沈亞之做夢進入秦國 ，娶了秦穆公的女兒弄玉 ，醒

來後發現與歷史相符 。加強說服

《飛煙傳》 皇甫枚 崔生 「崔詩末句云 ：h洽似傳花人飲散 ，空床拋下最繁

枝。
」其夕 ，夢飛煙謝曰 ：「妾貌雖不迨桃李 ，而

零落過之 。捧君佳什 ，愧仰無已 。
』」

李生

「李生詩末句云 ：『豔魄香魂如有在 ，還應羞見墜

樓人。
』其夕 ，夢飛煙戟手而詈曰 ：『士有百行 ，

君得全乎？何至務矜片言 ，苦相詆斥。 當屈君于

地下面證之。
』

數日 ，李生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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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思思

《冥音錄》 佚名 崔氏大女兒 「向者夢姨執手泣曰 ：『我自辭人世 ，在陰司簿屬

教坊 ，授曲于博士李元憑。 元憑屢薦我于憲宗皇

帝 ，帝召居宮一年。以我更直穆宗皇帝宮中 ，以

箏導諸妃 ，出入一年。上帝誅鄭注 ，天下大酺 。

唐氏諸帝宮中互選妓樂 ，以進神堯 、太宗二宮 ，我

複得侍憲宗。每一月之中 ，五日一直長秋殿 ，余

曰得肆游觀 ，但不得出宮禁耳 。 汝之情懇 ，我乃

知也 ，但無由得來。 近日襄陽公主以我為女 ，思

念頗至 ，得出入主第。私許我歸 ，成汝之願 ，汝

早圖之。陰中法嚴 ，帝或聞之 ，當獲大譴 ，亦上

累于主。
』」

大女兒得到指點 ，但最後卻死了

《靈應傳》 佚名 周寶 「至六月五日 ，府中視事之暇 ，昏然思寐 ，因解巾

就枕。寢猶未熟 ，見一武士冠鍪被鎧……
」

夢見與九娘子對話。九娘子被逼改嫁 ，寧死不屈 ，

貞潔之女 ，求助於周寶。繼而過渡到遇見神明。

*筆者所整理的涉夢唐傳奇的資料與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