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明清易㈹之際話本小說的話語生成，乃朝㈹鼎革、世變之際，群體作家對於㉂我生活處境

的價值思考，其話語實踐（discursive practice）既㈲歷史文化語境的制約因素存在，亦充滿了政

治性的意識形態表現。本文以滿清入關後到清初順治、康熙年間的廿㈥部話本小說為範疇，旁

涉晚明話本以㈾參照，從敘事話語可視為作家參與現實的㆒種集體欲望的文化表徵切入，探賾

其可能蘊含的意指實踐與文化釋義的表現形式，並對話本小說在文藝創作㆗的雅／俗、㆗心／

邊緣的融通與遞嬗諸多問題作㆒全面性的論述。

本論文分為㈤章。首章為緒論，說明研究動機、提出問題意識與文獻㈾料的回顧與展望，

並將貫串本文的後現㈹方法論略作闡釋，最後以說明「明清易㈹之際」的研究背景與文本取材

的範疇作結。 

第㆓章〈末世話語〉。第㆒節從歷史小說的次文類――「時事話語」，觀察話本小說作家如

何因應歷史新變，將許多隱微的新聞時事以小說的曲筆反映其㆗，裡面不僅㈲權力話語的弔詭

與展演，更㈲生／死敘事、「遺民死節」的深沉辯證。第㆓節為「末世話語」，筆者所謂的「末

世話語」，即在於「奴變」的末世隱喻與「夷夏」之辨，以及暴力敘事的創傷話語，終以「臣

死忠，婦死節」的歷史語境，證成這類的話語實乃父權延異㆘的婦㊛貞／淫㆓元論述。

第㆔章〈諧謔話語〉。第㆒節從易㈹世變㆘的諧謔觀開始，說明晚明意象具㈲多重指涉的文

化意涵，除士風變異外，重情貴真的本色姿態，為晚明文㆟普遍的創作觀。第㆓節主要以艾衲

居士的《豆棚閒話》為討論文本，論述其對神聖㆟物的降格書㊢，展現其諧謔話語的顛覆性與

祛魅性㈵色。第㆔節專章討論明清易㈹之際話本小說喜劇㆟物的浮世繪與眾生相。

第㆕章〈性別話語〉。第㆒節旨在討論話本小說㆗才子佳㆟的閨閣話語，包括了密室效應與

詩性觀照。另外，佳㆟模式的敘事話語――「顯揚㊛子、頌其異能」，說穿了，不過是邊緣失意

文㆟於亂世㆗潛意識對理想範型的㆒種欲望投射，而小說㆗的佳㆟形塑，意味著不完全的出走

與父權回歸。第㆓節的性別話語，藉由㊛性主義的論述，以貞言／淫語㆓元對立的形象，概述

此時期的家庭小說與豔情小說，在貞㊛形象與文化語境嬗變㆖的整體脈絡考察。

第㈤章為結論。綜論全文的研究概要與結果，以美國文化㆟類㈻者克利福德‧格爾茨

（Clifford Geertz， 1926 〜 2006）在《文化的解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㆒書㆗對文化做

出的定義，架構出本論文末世話語、諧謔話語與性別話語㆔種話語所涵蓋的明清易㈹的話語現

象；另㆒方面也期望能繼續將話本小說㆗敘事話語的其他面向加以延伸考察，以補足本文論述

的不足。

作者簡介

萇瑞松，祖籍河南汜㈬，1968 年生於臺灣屏東。畢業於國立臺灣大㈻㆗文系、國立㆗興大

㈻㆗文所，2013 年獲㆗興大㈻㆗文所博士。

㈻術領域為明清話本小說研究、文㈻批評理論與文化研究。已發表的論文㈲〈「慕俠尚氣」

的心理結構與兩漢復仇之關係探賾〉，〈荒涼戀歌――論蕭紅《㈺蘭河傳》的悖論話語與廣場情

境〉，〈縫隙㆗的騷動――《㆔言》㆗㆔姑㈥婆的喜劇角色與話語研究〉，〈食／色性也――試論

虹影長篇小說《K》㆗的飢餓雙重奏〉與〈清初豆棚㆘敘事話語的反思〉等。對於文㈻創作亦保

㈲高度興趣，作品曾獲㆗興湖文㈻獎、㆗縣文㈻獎、桃城文㈻獎、全國藝術教育教㈻設計獎等。

作者曾任教於明道㆗㈻，現為國立臺㆗高工國文科專任教師，國立㆗正大㈻㆗文系兼任講

師。



 
 
 
 

序 

 

－序 1－

序 
 

陳器文 

 
 
 
 
「如敲石出火，一閃即滅。不急起收之，則火種滅矣。」明清易代而生

死其中的張岱，放下亡國大悲、收拾殉國念頭，加緊撰寫明朝人物傳時，如

是說。 
對作家來說，一個特定的歷史狀況就是一個心理人性的展示場，張岱在

江山易主而驚惶駭怖之際，搶著在感觸未溫涼、景物未褪色、人事頗驚心、

火種未熄滅之前，懸命於筆墨。這不只是此時此境，人、事，時、空的感受

特別鮮活，更因家國、生存、意義與人性等等人的基本課題，一一浮躍而出。

這等一龍一蛇、與時變化的歷史時刻，內中翻攪的狂悲大喜，固然是史家、

小說家最最迷狂的素材，也是研究者不得不作的功課。 
然而置身廿一世紀的今日，不只有比張岱更長的時間軸線可以小觀大，

可以更後設地跳脫單向角度，從「文化總向量」觀看易代之際的話語現象。

研究明代話本小說者多矣，研究清代小說者更不乏其人，瑞松選擇明清易代

之際此一兼具「扭力」與「張力」的特殊時空，以話本小說作為研究對象，

撰寫《明清易代之際話本小說敘事話語的反思》，意在深入觀察話語與權力、

話語與意識形態、話語與符號編碼等幾微之漸。職是之故，瑞松的自我文化

準備，包括了第一，上溯下尋，為特殊時期與文本準確定位；其次，所謂情

隨境遷、勢隨利導，培養話語差異的敏銳感受及詮釋能力；第三，跳脫歷史

語境的制約，展現「八爪章魚」般多面向的文化思考。阿基米德，這位西元

前三世紀的科學家，撰述《數沙者》一書，研議一種計算地球沙粒的方法與

大數符號，從而挑戰了算術符號之有盡與海灘沙數之無窮。瑞松的挑戰一如

數沙，撰稿期間，多次抽樑換柱，易稿、廢稿，在話語之海中，透過累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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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瑣言碎語，探究興亡巨變的歷史轉折，分就末世、玩世與兩性話語等課

題，進一步探究全幅文化中有關政統、道統與傳統的時變。  

政統的更替—話語與權力： 

在一切人類的文化活動中，都有一個律則，人類社會恆存在著一種傳承/

新變之間的緊張，卡西勒稱為「根本的對蹠性」。所謂「對蹠」，指人的左右

腳掌，以左右腳掌的前進後退作比喻，指出一個社會內部傳統和變革二元力

量正反拼搏的常態性存在。明亡之後，換了一個國號，時代的主題也隨勢轉

移。明代有約一萬三千八百冊的稗官野史、詩文曲本、通俗小說等違礙書目

遭禁，清廷欽定的《四庫全書提要》中以「輕佻放誕」、「語極狂悖」、「殊為

謬妄」等語為明代的文學作否定性的總結。晚明所鼓吹的張揚個體、解放人

性的自由思潮，看來如同歷史長河中的浮花浪蕊，被清廷經世濟用的主張一

掃而盡。然而從對蹠性的史觀來看，說寫活動本身從來不是單純的行為，它

既是現實政治力量的延伸與文化制約的展現，也是作者對於社會所持的基本

態度和立場，可以理解為某種權力意志的折射。在官方話語批判否決的同時，

反映出二元力量激烈攻錯的歷史實況，也預伏了話語權更大轉折的可能。 

道統的鬆動—話語與意識形態： 

文化場域上話語的相互衝撞、批判，永遠是社會理論和政治理論需要面

對的重要課題。中晚明被視為異端也以異端自居的王學左派諸人，不僅與官

方的主流話語相左，亦與儒門正統的意識形態格格不入。在雅正系統所建構

的主流敘述中，民眾熟知的是神聖史筆「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鏗鏘有

力的表述。晚明餘子則以頑童塗鴉式的雜音野調，改寫儒學話語的神聖情懷

與宏大主題，以詼諧手法及多元破碎的觀點，與經典正史互文化。話語空間

的分裂，本質上是一種秩序的衝擊，與儒門道統形成了對立、交錯的多層次

交鋒，擾亂了傳統敘事的意識形態，也消弭了文化階級與籓籬，與現代性公

共話語的精神最為接近。 

傳統的發展—話語與符號編碼： 

文本的創造不只是一個封閉的美學客體，也是一種複雜的心智活動。文

學作品的意義結構，除了個人意識或潛意識的投射，同時和社會的集體意識

相應，和歷史、傳統、社會變化相關。握有文字表述權力的作家，除了自我

表現，詮釋生死運命，實際也參與共同語境的形塑，透過多元話語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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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乃至於吸收的過程，就是文化符號的編碼過程。所有的意義都歷經符號

化而得以傳播，形成一個文藝上的美學系統與民族的意義系統。明清易代之

際話本小說中一湧而出的各色臉譜，表現當下的生活意識和現實轉換，使當

代的文化語境從封閉、單向朝往全民化與常民化邁進，敘事傳統的流動也在

一部分中消失，另一部分得到補充，補充的部分將傳統話語與社會生活融合，

與時代文化對接，傳統就在多重詮釋與再表述中得到傳承與發展。 
瑞松是中興博班的人氣王，看來有點玉樹臨風，卻是遇弱則弱、遇強則

強的角色。日常說話像是慢半拍，卻總把話說的有頭有尾力求完整，原是盈

科而後進的性子。然而一旦置身學術研討會或論文攻防答辯的場合，卻將不

求戰、不畏戰、以戰止戰的精神發揮的淋漓盡致，不卑不亢也不放棄的從容

大器，使學弟妹們望風景從，成為校園話語的一則典故。瑞松花了黃金六年

參考了四五百本參考書，寫出三十四、五萬字頗有分量的博士論文。就瑞松

的個人經歷而言，撰寫論文的過程，仿若榮格所稱焠煉精神之金的過程：「用

加熱的方法使物質熔化並趨於純淨或堅韌」，是一位年輕學者自我淬煉、提升

與轉化的精神過程；就校園文化而言，在中興大學人文大樓層層隱入黑寂之

後，仍有莘莘學子留下埋首書堆的剪影，則是最令人鼓舞與期待的風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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