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遊冥故事是中國古代敘事文學中的一個故事類型，其出現源於古代中國人對死後世界的思

考，發展興盛則主要是佛教地獄觀直接或間接作用於文學的結果，同時也與小說自身的發展密

切相關。

大多數遊冥故事中，冥界觀念中佛教地獄觀念占主體部分，冥界主宰機構的主要功能就是

根據生前善惡對亡靈進行審判，對有罪亡魂進行懲罰。宋代以前冥界審判的依據主要是亡者的

宗教態度與宗教行為，宋以後對亡者的道德評判置於首位。漢魏晉時期，為中國本土遊冥故事

時期，體現中國傳統的幽冥觀念；南北朝時期，佛教地獄與中國冥府漸趨融合，是宣傳佛教地

獄觀的載體。故事宗教色彩突出，敘述的重點是遊歷地獄，體現宣教勸教主旨；中晚唐時期，

為冥界觀念定型期，遊冥故事中閻羅王的主宰地位得以確立，世俗化特徵突顯，創作技巧更為

成熟；宋以後為宗教色彩淡化期，佛教地獄觀念與儒家思想合流，充滿了濃濃的道德勸懲與教

化色彩；明清時期，遊冥故事呈現多元化特徵，開始脫離宗教的束縛，成為小說家的一種敘事

手段，在推動小說情節發展、構架小說結構、完成小說主題等方面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唐

太宗入冥故事系列」和「秦檜冥報故事系列」是兩個影響較大的遊冥故事，故事的發展流變能

夠體現出故事的創作主旨、人物形象、冥界觀念、故事功能等方面的變遷，同時也能考察民間

傳聞對於文人小說創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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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紅翠君 2006 年考入哈爾濱師範大學文學院，成為「宋元明清文學」方

向的博士生。經過三年的刻苦學習，她於 2009 年順利畢業，獲得了文學博士

學位。她是張錦池教授和我合作指導的博士生，張老師任第一導師，我任第

二導師。鄭紅翠這部學術著作就是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三易其稿修改而成，

現在要付梓問世了，我和張老師都很高興，在此向鄭紅翠同學表示由衷的祝

賀！大著出版之際，鄭紅翠囑我寫幾句話，我覺得義不容辭就答應了。下面

就把我閱讀書稿的感受書之於後，和廣大讀者分享。 

一、知難而進，勇於挑戰 

鄭紅翠的博士論文題目是她自己選擇的。記得討論論文選題的時候，我

曾經一再問她，選擇這個題目你考慮好了嗎？準備充分嗎？作為一個女孩子

寫鬼魂的題材，你不感到恐懼嗎？她的回答始終是肯定的，堅定不移的，態

度十分執著。這令我對她刮目相看。亞里士多德曾指出：興趣是最好的老師。

鄭紅翠對這個題材有興趣，且如此堅定，準備充分，我就相信她能夠做好這

篇論文。實際上她自己也知道，這個題目涉及面廣，內容駁雜，搜集梳理困

難，總結概括不易，是一個不好做的難題。但她能夠不懼煩難，知難而進，

面對自己感興趣而又有學術價值的選題，勇於向困難挑戰，同時也是挑戰自

我。這種精神和勇氣是值得鼓勵的，應該給予支持。這也是作為一個年輕人、

作為一個博士生、作為一個青年學子應該有的學術素養、膽識氣魄和精神狀

態。有鑑於此，我將這一點放在前面特地先說一說，既是對鄭紅翠治學精神

的肯定，也是對在讀博士生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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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縱橫交錯，填補空白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生活在中華大地上的芸芸眾生與人們憑想像創造出

來的冥府中的虛幻鬼魂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繫。鬼魂是否存在，這是個一直存

有爭議的複雜問題。相比較而言，在整個中國古代社會，有鬼論者顯然佔有

多數。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就曾指出：「當時以為幽冥雖殊途，而

人鬼乃皆實有。」不僅魏晉時期如此，此後一直到清代亦是如此。起碼一般

大眾是將信將疑、難置可否。當然，如果要準確辨析此問題，還需從概念入

手，首先要搞清楚應如何界定「鬼」的內涵。從概念的解釋層面來說，筆者

認為，阮籍所云「人死為鬼」的定義最為簡潔明確，又容易為人所理解和接

受。這既將生與死二界做了區分，以人所必須經歷的「死」來劃線，一分為

二，人與鬼判然二界，不能混淆，但同時又說明了鬼的來源及鬼與人的關係，

一一對應，等量齊觀。換句話說就是：過去現實世界有多少人，冥界就應有

多少鬼；現在現實世界存在多少人，將來冥界就將會陸續增加多少鬼。這樣

一解釋，鬼的產生和存在就是一種必然現象，就掃除了人們對鬼的恐懼感，

也揭去了其神秘面紗。唐代詩僧王梵志所做的有關人生死關係的詩作也形象

地說明了人與鬼的對應關係：「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吃一個，莫嫌

沒滋味。」這就揭示出城裏的活人終究會成為城外墳墓裏的鬼，並且一人對

應一鬼，數據吻合，絕無例外。 
既然鬼的隊伍如此龐大，人們就不能無視或忽視其存在，於是人們試圖

立足於現實社會生活中曾出現的無法解釋的一系列神秘現象，以各種方式建

立人與鬼或曰現實世界與地下冥府之間的聯繫。其主要方式有兩種：一是冥

府的人回歸現實世界，即所謂「還陽」；一是現實世界的人進入冥府，即所謂

「入冥」。並且通過文學創作來虛構其複雜故事情節，將其形象化地表現出來。

鄭紅翠博士論文研究的內容就屬於這個領域。 
綜上所述，這個龐雜的領域是值得研究的，既有學術價值，也有理論價

值。從生命科學、人文科學發展的時代侷限來說，這一研究的價值或許會隨

著時代和科學的發展而增值。從學界目前的研究現狀來說，已經有了前人與

時賢的一系列學術成果，但因其過於龐雜，難以把握，研究拓展的空間還較

大。有鑑於此，鄭紅翠試圖從縱向和橫向兩個層面交錯進行，通過縱橫互補

的雙向觀照，來發現新問題，做出新闡釋，填補其空白。 
從橫向層面說，作者在第一章中，把古代小說中的遊冥故事所展示的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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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世界進行了方方面面的解剖，使得讀者可以全面充分地掌握幽冥世界的複

雜建構形態。這裡邊包括：遊冥故事中的冥府方位地點及文化歸屬、冥府外

部特徵與冥界之主、冥界主宰機構及其官僚體系以及其審判功能，冥府和人

間官府的關係、遊冥故事中兩岸世界的互動關係、入冥原因與方式、復蘇與

還陽的指向、遊冥故事的人間情懷，等等。該著中這部分內容分析細密，挖

掘深入，梳理全面，其中多有新的發現和新的見解，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學

界研究的空白和不足。 
從縱向層面觀照，作者在第二章中，又在第一章橫向研究的基礎上對遊

冥故事做了「歷史演變的」全方位掃描，從漢代一直到清代，系統而清晰，

簡明而周詳，抓住特色，概括準確，不乏真知灼見。特別是其中對各個時代

遊冥故事所具特色的概括，就可見出作者對豐富材料的把握能力和總結概括

能力。諸如：漢魏晉的遊冥故事特色是：傳統冥界觀的再現與遊冥故事的雛

形；南北朝是傳統冥界觀與佛教地獄觀的合流；唐代是冥界觀念的定型與遊

冥故事的世俗化；宋代是勸懲主旨與宗教色彩的淡化；明清是遊冥故事蛻變

為小說敘事手段。既有歷史演化軌跡的清晰勾勒，又有每個時代的獨特色彩

和準確定位。其中幾個關鍵性的轉折點也找得很準，足見其宏觀把握問題的

學術眼光。這一章的撰寫，增加了該著的歷史厚度，凸顯出著作的學術價值。

其中一些新材料的發現和新觀點的提出，也具有填補空白的意義。 

三、緊扣主題，立足文本 

在橫向展示了遊冥故事的豐富和縱向梳理了其源遠流長的演變軌跡之後，

作者還是緊扣「遊冥故事與中國古代小說」這個中心論題，把論述重點回歸

到遊冥故事對中國古代小說建構影響的主題。於是特意設計了第三章──遊

冥故事對中國古代小說的建構。在這一章中，作者立足中國古代小說文本，

具體考察和研究了遊冥故事在中國古代小說文本中的呈現形態，梳理、歸納

其對古代小說建構的諸多作用與深遠影響。作者對此是從五個層面切入進行

具體研究的。其中包括：古代小說的敘事模式、團圓結局方式、勸懲模式和

「實錄」敘事特徵等。由於作者能夠立足文本，並且對文本爛熟於心，所以

能夠將文本紛繁複雜的描寫上升到理論高度，進而總結出五個有理論價值的

方面加以概括。這就使其研究既有獨特的學術價值，又有普泛的理論意義。

不僅如此，作者又進而分別在這幾個層面中深入進去，具體論證，再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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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出一系列具體的理論問題進行探究。諸如：因果相屬的連環套式結構形

態、敘述視角的靈活轉換、團圓結局方式、地獄受罰模式、「實錄」敘事特點

及成因、地下空間想像與時間想像，等等。這就把本來是遊冥故事的結構特

點上升到中國古代小說敘事模式、結構方式和時空建構等比較宏大的層面加

以觀照和研究。這就做到了由個別到一般，從而使其研究建立在了紮實的文

本材料的基礎之上，使其得出的結論具有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說服力。

這也就使其論題中涉及的遊冥故事和中國古代小說這兩個關鍵詞之關係得到

了充分而又細密的闡釋，對二者的關係進行了淋漓盡致的闡發，很好地論證

了論題所要求回答的一系列問題。 
為了使其論證更為詳實和有力，作者又設計了第四章──遊冥故事系列

個案研究。具體研究了「唐太宗入冥故事系列」和「秦檜冥報故事系列」。從

人物關係上看，這兩個歷史人物又構成了正反、善惡、美醜的鮮明對比。通

過對個案故事人物形象的演變、佛教機緣與故事功能、忠奸觀念的強化、民

間幽冥信仰的多元性強化等問題的論述，遊刃有餘地將個案的遊冥故事做了

細密的分析，從中也梳理發現了一些新問題。這兩個遊冥故事系列的個案研

究，與前三章的遊冥故事的整體研究構成了總論和分論的呼應，達到了總論

統領、個案密縫的互補效果。 
當然，從數量上說，這兩個個案雖然具有代表性，但還是稍嫌少了一點，

如果再能有一兩個個案的加入，那就會更豐滿一些。 

關四平  2018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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