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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三國演義》悲劇觀在中國文化之縱向繼承 

   「望今制奇，參古定法」（《文心雕龍․通變》）是一切優秀藝術作品的共同特

徵。古希臘的三大悲劇家，在他們現存的三十多種劇作中，除了《波斯人》之外，

全部出自古希臘神話和史詩。莎士比亞的悲劇採用的也大多是舊有題材，但他的

偉大之處就在於其善於點石成金，脫胎換骨，於是奠定了莎士比亞悲劇在世界悲

劇史上不可動搖的地位。同樣，羅貫中的《三國演義》也不是無源之水、無本之

木，他在採用《三國志平話》主要情節的基礎上，吸收了民間傳說的精華，聚集

了前代文學，特別是史傳文學中關於悲劇的經驗，創作出了在中國古典文學史上

舉足輕重的作品《三國演義》。細細品味作爲我國文學「源頭」的古代神話和傳

說，不難感受到一種強烈而濃郁的悲劇氛圍，衆多悲劇英雄以其崇高偉岸的形

象、悲壯恢宏的故事，展示了震撼人心的「永恒」藝術魅力。 

早在《左傳》、《戰國策》等史傳文學中，就出現了荊軻刺秦王等悲劇性場面

的描寫。到了先秦，悲劇意識也是普遍存在於文學作品中，如《詩經》中就有不

少富於悲劇性的優秀之作，屈原的《離騷》更是偉大的悲劇作品，司馬遷在《史

記》中對項羽窮途末路、慷慨悲歌的生動描繪和對項羽悲劇性格的細緻刻畫更富

悲劇意味，尤其是李斯、韓非等「凡人悲劇」，它們對《三國演義》的影響是顯

而易見的。在漢末亂離之世的詩歌中，也可見到不少憂時傷世、充溢著悲劇意味

的篇章，魏晉的悲劇詩歌也是其繼承和發展的產物。 

王國維在《紅樓夢評論》說： 

吾國人之精神，世間的也，樂天的也。故代表其精神之戲曲小說無往而

不著此樂天之色彩。始於悲者終於歡，始於離者終於合，始於困者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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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非是而欲饜閱者之心，難矣。120 

胡適之也認爲中國沒有悲劇，他在〈文學進化觀念與戲劇改良〉一文談論悲劇時

說： 

是承認世上的人事無時無地沒有極悲極慘的傷心境地，不是天地不仁，

造化弄人，（此希臘悲劇中最普通的觀念），便是社會不良個人消磨意氣，

墮落人格，陷入罪惡不能自脫（此近代悲劇最普通的觀念）。有這種悲劇

的觀念，故能發生各種思力深沉，意味深長，感人最烈，發人猛醒的文

學。這種觀念乃是醫治我們中國那種說謊造作偽思想淺薄文學的絕妙聖

藥
121 

中國真的沒有悲劇嗎？其實，作爲審美意識，悲劇在我國文學作品中並不少

見，甚至可以說代有相傳，不絕如縷，這在神話、詩賦、史傳、小說中都有大量

例證。 

 

第一節  宏偉的造像：遠古神話中的悲劇意識 

大量的人文科學史料表明：悲劇意識，幾乎早從人類剛剛誕生的蠻荒時代

起，就在原始文化母體內開始了萌動。這萌動表現爲初民對人類悲況的領悟。當

時那種直觀的領略與朦朧的覺悟引發出的悲劇意識，大都蘊涵在原始宗教和遠古

神話之中。遠古神話把宇宙生命化，把生命人格化，把人格超人化（神化），於

是創造出了全能的、至上的「神」。而剝開「神」的外殼，其精神內核實則是原

始人類強大的生命力。尤其是再生神話，它以人類遭逢苦難又獲得再生爲其主

                                                 
120 王國維：〈《紅樓夢》評論․《紅樓夢》之美學上之價值〉，《王國維文集》第一卷，（北京中國

文史出版社  1977 年）頁 14 
121 胡適：〈文學進化觀念與戲劇改良〉，《胡適古典文學研究論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年）頁 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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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更是以幼稚、想像、幻想的思維方式，充分表現了初民遭逢苦難時的悲鬱與

抗爭。其對人類悲況的領悟，較之原始宗教折射出的那種恐懼與解脫的悲劇情

緒，顯得更爲悲壯與崇高，可說是人類童年時代蘊涵在人類文化胚芽中的悲劇意

識的一次昇華。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樣，中華民族有著極爲豐富的史前神話遺

產。現存文化典籍如《山海經》、《楚辭》、《呂氏春秋》、《淮南子》、《列子》、《水

經注》、《太平寰宇記》等著述中保存下來的遠古神話遺篇。
122 

神話是原始先民用幻想的方式來表達對自然、社會生活現象的認識和理解，

是人類原始心理經驗的一種集體無意識的顯現。原始先民生活的「自然」和「社

會形式」是中國神話悲劇產生的土壤。中華民族發源於以黃河流域爲中心的廣闊

地域，根據歷史學家的考察「人類在這裏所要應付的自然環境的挑戰要比兩河流

域和尼羅河的挑戰嚴峻得多。人們把它變成古代中國文明搖籃的一片原野，除了

有沼澤、叢林和洪水的災難之外，還有大量的氣候上的災難，不斷地在夏季和冬

季的嚴寒之間變換。」
123從古籍記載中也可以窺見先民遭遇的洪水、乾旱、毒蛇

猛獸等各種各樣的災難。在生産力水平和人們認識能力十分低下的原始社會, 在

大自然的挑戰面前,人的力量畢竟顯得太微弱、太渺小。一次又一次地應戰，伴

隨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敗。「神話作爲古代人類精神活動的智慧果，是他們在大

自然威嚴的力量面前感到惶惑和恐怖，但又渴望擺脫這種惶惑恐怖心理束縛, 力

圖支配自然力的矛盾產物。」124 於是中國神話出現了衆多的悲劇英雄, 有解民於

水火的神性英雄——補蒼天、立四極、濟冀州、止淫水的女媧，射九日的后羿，

                                                 
122 楊建文：《中國古典悲劇史》（武漢： 武漢出版社 1994 年 4 月）頁 25 

123 湯因比：《歷史研究》（上）（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年1月）頁59 

124
 謝選駿：《神話與民族精神》（山東：山東文藝出版社 1987年1月）頁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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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敢於和大自然抗爭的英雄——與太陽競走的夸父，銜木填滄海的精衛。他們崇

高的精神、執著的追求、慷慨的死難和獻身精神，鑄造了偉大的中國神話悲劇英

雄群像，使中國文學「源頭」的古代神話充滿了濃郁的悲劇氣氛。 

悲劇，作爲一個美學範疇，它是人類在改造和征服自然、社會和人類自身的

歷史過程中，必然經歷的曲折、磨難和痛苦。中國神話悲劇意識展示的是，先民

在中國古代嚴酷的自然環境中不可避免的，「注定」遭遇的災難、曲折、失敗和

痛苦，爲生存而進行的掙扎、拚搏、奮鬥。中國神話悲劇意識是人類自我意識覺

醒的產物，它衝破了物我混一的混沌和麻木狀態，直皆面對真實的現實人生，以

獨特的感性形式對人類的苦難和困境發出終極的詢問，使中國神話放射出人類理

性的最初光芒。神話英雄在民族發軔期的悲壯和崇高，以集體無意識形式積澱在

民族群體意識的深層，像乳汁一樣滋潤並影響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心理，對後世悲

劇的發展產生了重要和深遠的影響。 

筆者大量搜尋、閱讀相關悲劇資料，發現中國神話悲劇以下列四個類型為其

重要精神：一是崇高的獻身悲劇：即通過勤勉來救世拯民的獻身英雄，如中華民

族的始祖黃帝、嚐百草的神農、治理洪水的鯀禹，無不肩負著救民於苦難的重大

使命。歷史的責任感使諸神在痛苦、犧牲中顯示出崇高的美德，從而形成中國神

話悲劇的一個主要類型——崇高的獻身悲劇。鯀禹治水和神農的悲劇是獻身悲劇

的典型。《山海經․海內經》載： 

洪水滔天，鯀竅帝之息壤以堙洪水， 不待帝命。帝令祝融殺鯀於羽郊。

鯀複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可以看出鯀確實是一個反抗者的形象，爲了止水救民才甘冒生命危險去竊取息

壤。正是這熱誠愛民之心與蔑視權威之膽，鑄造了鯀這一斑斕奪目的悲劇英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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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神農被尊爲中國的農業神，爲了解決「人民衆多，禽獸不足」矛盾，他教人

類播種五穀，並發明農業工具，開創農耕時代。神農又是中國的醫藥神，爲救人

民「多疾病毒傷之害」，他親自嚐百草，常是「一日而遇七十毒」，最後竟因誤吃

了一種有劇毒的花無藥可救而死。 

這些悲劇的歷史背景都是中國上古嚴酷的自然環境，而三國時代戰亂不斷、

群雄爭霸，無數百姓在飢餓死亡線上掙扎，殘酷的社會環境造就了《三國演義》

中大批英雄人物，他們爲的是解救天下蒼生。《三國演義》描寫的是我國封建社

會一個大動盪、大分裂的時代，國無寧日，民不聊生，人民掙扎在饑餓的死亡邊

緣，從題材的選擇、主題、人物的的塑造無不與作者所處的時代有關，羅貫中所

處的是階級壓迫階級剝削異常殘酷、民族矛盾異常尖銳的時代。《三國演義》的

悲哀是作者對廣大人們受苦受難的同情情緒之反映，所以《三國演義》多次把無

辜的小人物作為重要的審美對象，譬如小說大軍閥董卓在挾獻帝遷都的行動中，

驅使洛陽百姓數百萬人前赴長安：  

      每百姓一隊，間軍一隊，互相拖押，死於溝壑者不可勝數，又縱軍士淫人

妻女，奪人糧食，哭啼之聲震動天地，如有行得遲者，背後三千軍促督，

軍士手持白刃，於路殺人」（第六回）
125 

由此可見人類文明進程的每一個艱辛的步履，都是以開拓者的獻身和犧牲爲代價

的，正是崇高者的獻身成爲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鋪路石，《三國演義》中的諸多英

雄悲劇無疑是由這一類悲劇發展演變而來。 

二是「知其不可而爲之」的追求悲劇：諸神明在強大的自然面前的抗爭無濟

於事，但仍以頑強的意志去抗爭、去拚搏，主觀追求與客觀現實之間的巨大差距，

                                                 
125 羅貫中：《三國演義》（台北：老古文化事業公司），1997 年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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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造成悲劇的結局。這種知其不可而爲之的追求悲劇，表現了人類覺醒後的積 

極進取精神和理性的自覺意識，對中華民族文化心理産生了深遠的影響。精衛填

海和夸父追日，是這類神話悲劇的代表。精衛鳥以堅忍不拔的毅力，口銜木石填

海不輟，表現了人類對大自然的抗爭、搏鬥的不懈努力和堅強意志，雖結局早已

注定。而原始先民在征服和改造自然的鬥爭中，逐漸意識到人自身力量的存在, 

看到人的勇力和智慧，於是就出現了敢於和太陽競走的夸父。人類主觀上要駑馭

自然和在自然力面前人類力量的微弱，造成了夸父神話的悲劇結局。從理智上說， 

人和太陽比賽行速是「不可爲」的，夸父最終無法抵禦太陽的炎熱，口渴而死，

從而給夸父逐日神話倍添濃濃的悲劇意識。    

蜀漢諸人，個個為理想、事業而奮鬥不息，正視與命運的頑強抗爭。諸葛亮

是最頑強命運的抗爭者，雖然他一出場就被頑強的命運所籠罩，但他卻積極的與

之抗爭，尤其是受劉備托孤之後，他朝夕不安，食不甘味，雖六出祁山均未成功，

但精神感人至深。他在〈後出師表〉中云： 

以先帝之明，量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不伐賊，王業亦

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 

這種不屈服於任何艱難險阻，不向命運低頭的精神，體現了儒家積極用世的精

神，也體現了上古神話《精衛填海》、《夸父追日》中不屈不撓的信念，最富悲劇

精神。 

 

在孔明看來，「天命」雖可畏，「人事」更重要，甚至「天命」會因人的主觀

努力而改變，他確信成大事業「非惟天時，抑亦人謀」、「天道變易不常，豈可拘

執？」正是這種不拘執於「天道」的思想，才使他六出祁山，鞠躬盡瘁。諸葛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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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的動人之處，不僅僅在於「智」，更不在於「忠」，而在於「執著」，在於「鞠

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在於自強不息與命運搏鬥，「知其不可為而為之」

的堅強意志。
126 

 

三是寧死不屈的抗爭悲劇：這是在中國古代神話中最激盪人心的悲劇，而蚩

尤、共工和刑天的抗爭悲劇又是最爲慘烈悲壯的。據古籍載，刑天是炎帝樂官，

曾爲炎帝作過《扶犁》、《豐年》等樂曲。炎帝被黃帝戰敗後，刑天替炎帝復仇，

與黃帝爭戰。 

刑天與帝至此爭神，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

操干戚於舞。(《山海經․海外西經》)  

刑天的神話悲劇雖不像共工那樣驚天動地、氣吞山河。然而這種戰敗後寧死不屈

的抗爭精神，卻如此壯烈感人。 

《三國演義》中許多描寫在激烈衝突和抗爭中表現人的力量之壯美，那種壯

美也常使人為之驚嘆，夏侯惇「拔矢啖睛」是一個極為精采的片段： 

惇縱馬追趕，順繞陣而走。惇不捨，亦繞陣追之。陣上曹性看見，暗地

拈弓搭箭，覷得親切，一箭射出，正中夏侯惇左目。惇大叫一聲，急用

手拔箭，不想連眼珠拔出，乃大呼曰：「父精母血，不可棄也」，遂納於

口內啖 之，仍復挺槍縱馬，直取曹性，性不及防，早被一槍搠透面門，

死於馬下。兩邊軍士見者，無不駭然。（18回） 

又如許褚裸一戰馬超： 

又鬥一百餘合，不分勝負。許褚性起，氣回陣中，卸了盔甲，渾身筋突，

                                                 
126 張振軍：《傳統小說與中國文化》（桂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6 年 1 月   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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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體提刀，翻身上馬，來與超決戰雌雄。……許褚力大，一聲響，拗斷

槍桿，各拿半節在馬上亂打……（59回） 

《三國演義》中表現壯美的例子還有許多，如孫策大戰太史慈、張飛大戰馬孟起。

這種壯烈之美與神話是異曲同工之美。
127 

 

四是生命轉換變形的悲劇：中國神話中死後化爲異物的變形悲劇，導源於原

始先民那種生命轉換、死而復生的物化觀念。盤古垂死化身、鯀死後化爲黃龍，

女媧化爲精衛鳥，禹化作熊，物化變形的諸神，在生命轉換的異物復活形式下，

籠罩著一種濃重的悲劇色彩。中國古代開闢神話中，以盤古神話流傳最爲廣泛。

《驛史》卷引《五運歷年紀》載：  

首生盤古，垂死化身：氣爲風雲，聲爲雷霆，左眼爲日，右眼爲月，四肢

五體爲四極五嶽，血液爲江河, 筋脈爲地裏(理) ，肌肉爲田土，髮髭爲

星辰，毛皮爲草木，齒骨爲金石，精髓爲珠玉，汗流爲雨澤，身之諸蟲，

因風所感，化爲黎氓。 

在原始人的生死觀看來，生命是以圖騰延續、物化變形、靈魂轉世等不同形式跨

越著生死，從而形成人類世代傳遞和氏族部落的長存。但盤古以己之身換取天地

萬物的新生、宇宙秩序的出現， 不失爲一種崇高而悲壯的生命轉換的一種物化

方式。 

    這些中國神話，以超自然的「不死」形式，體現著先民們頑強的生命力的外

溢，充滿濃厚的英雄之死的悲劇色彩。楊建文在《中國古典悲劇史》中指出：神

話的總體特點是，表現爲悲劇英雄們雖然不免於毀滅，卻大都能產生出非凡而偉

                                                 
127 張振軍：〈論《三國演義》的悲劇特質〉《北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報）1988 年第 5 期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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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神力，構成一種雖死猶生的結局，顯示出「猛志故常在」、「死亦爲鬼雄」的

昂揚風采，悲劇的全過程展現出一種獰厲崇高的悲壯美。128 

中國神話悲劇對中國文化心理產生了深遠的影響，神話、圖騰崇拜、怪誕的

夢境，往往會反復地以「原始意象」的形式顯現出人類早期心理經驗的痕迹，是

原始先民觀念和情感在長期的歷史演變過程中形成的一種類型和模式。在五千年

的歷史進程中，神話悲劇的原始意象積澱在民族群體意識的深層，並轉變爲一種

集體無意識，對中國文化心理産生了深刻的影響。具體表現在：  

（1）憂患意識：憂患是人類一種自覺的痛苦，是悲劇的心理基礎。從中國

神話悲劇的成因中可以看出，中國上古險惡的自然環境，使原始先民處於重重憂

患之中。從獻身悲劇的神農、鯀、禹身上，都不難發現由肩負的歷史使命而產生

的沈重的壓抑和憂患。中國人的憂患意識主要表現爲一種對人生、對社會的憂

患。這種憂患意識雖然也有文人士大夫逢明主時憂己患民的「悲士不遇」, 然而

更爲普遍的則是儒家主張的「窮年憂黎元，歎息腸內熱」(杜甫〈自京赴奉先縣

詠懷五百字〉) 那樣一種沈重的社會憂患。孟子提出「生於憂患」的命運，到屈

原「哀民生之多艱」(《離騷》) 的仰天歎息,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神話悲劇

萌發的憂患意識。羅貫中寫作《三國》有「以史爲鑒」的意味，具有憂患意識、

居安思危的重要內容，而書中的人物如諸葛亮、曹操等人也正是懷著憂患意識試

圖完成一統天下的歷史使命。 

（2）濟世美德：中國神話的悲劇英雄，往往肩負著救民濟世的歷史使命，

在厄運和嚴酷的自然環境挑戰面前，爲了群體的利益，毫無顧慮地作出自我犧牲, 

成爲美德和賢能的化身。中國神話英雄表現的濟世美德, 在後世儒家文化和墨家

                                                 
128

 楊建文：《中國古典悲劇史》（武漢：  武漢出版社 1994 年 4 月 ）  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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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得到繼承和發揚。從中國古代神話到「儒家濟天下」、「泛愛衆」和墨家「兼

愛」的主張,中國傳統文化漸漸形成以「求善」爲目標的倫理文化。它的特點是

強調君子仁德的理想人格模式，把崇高的濟世目標作爲自己行動的原動力。從司

馬遷讚美具有「與日月爭光」(司馬遷《史記․屈原賈生列傳》)人格美的屈原到

歷代爲人們所稱頌的仗義行俠、除暴安良的豪傑之士, 都把自己的個性和存在價

值, 完全消融到爲「天下」、爲「社稷」、爲「民衆」的群體利益之中，以一種崇

高的濟世美德爲後世所推崇。三國人物中，有誰又能比得上諸葛亮擁有「濟世美

德」？  

（3）自強不息的進取精神：精衛填海和夸父逐日的悲劇表明，諸神在行動

時已經意識到這種追求的悲劇結局——主體的毀滅和失敗。實際上追求中每個環

節的勝利都是向悲劇結局的邁進。理性的自覺意識使得中國神話中知其不可而爲

之的追求悲劇，以原始人類一種自覺的痛苦顯示出民族發軔期那種博大深沈的追

求精神。這種追求精神，就是面對困境、身處逆境時不甘屈服、知難而進，就是

屈原《離騷》中「亦余之心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奮鬥追求。中國神話萌

發的悲劇精神，對中華民族的文化心理產生了深遠影響。荊軻臨刑前「風蕭蕭兮

易水寒，壯士一去兮不復還」(司馬遷《史記․荊軻刺秦王》)的悲涼歌聲，顯示

了中華民族對理想對人生的執著追求，令後人仰慕不止。 

（4）英勇不屈的抗爭精神：中國神話悲劇之中， 失敗者不甘屈服稱臣、英

勇不屈的抗爭精神, 成爲一種遺傳基因，在中華民族文化心理結構上代代相傳。

如果說大鬧天宮的孫悟空、水漫金山的白娘子等具有叛逆性格的形象，那麼閃爍

著兵敗後怒觸不周山的共工身影， 屈原死後冤魂不散和用靈魂復仇的竇娥, 則

顯現著斷首後仍然拚殺的刑天原型那種英勇不屈的抗爭精神。正是屈原在《國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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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對爲國捐軀勇士的讚頌：「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離兮心不懲。誠既勇兮又以

武，終剛強兮不可淩。身既死兮神以靈，魂魄毅兮爲鬼雄。」以神話悲劇爲源頭

的那一個個動人心魄的故事, 一曲曲英勇悲壯的樂章, 將永遠記載在中華民族的

史冊上。 

張法在《中國文化與悲劇意識》中指出：有人在談論「中國文化與悲劇意識」

的問題時，不僅沒有上溯中國遠古神話以探其源，而且從西方文化屬「進取型」、

中國文化屬「保存型」的片面性出發，得出了所謂中國文化的「穩定性」，「決定

了人們陷入困境的時候，不是決裂和拚搏，不是同歸於盡的毀滅和以屍體來抗

議，而是柔弱纏綿和韌性耐久的深切悲哀」，「決定了中國悲劇意識的柔性基調」

的簡單結論。
129楊建文在《中國古典悲劇史》中認為，任何民族的悲劇意識都不

是一成不變的，中國悲劇意識在社會歷史的進程中，當然也曾發生過某種演變，

但中國遠古神話表現出的那種肢解自身化爲萬物，那種與高山、大海、洪水、烈

日勇猛搏擊的積極進取、至死不渝的精神，構成的恰是一種「剛性基調」，不僅

早在中國文化起步時閃射過奪目的光彩，而且歷經滄桑也從未磨滅，對中國古典

悲劇的思想型態與藝術型態在中華文化母體內的孕育，産生著深刻的影響。
130 

總而言之，中國神話中的神性英雄以崇高的精神、執著的追求、慷慨的死難

和獻身, 顯示了中國神話所特有的、中國文學中並不多見的崇高與悲壯。中國神

話帶有濃重悲劇意識, 貫穿於中華民族發展的始終，並在中國文化中產生震撼人

心的永恒藝術魅力。 

 

第二節《詩經》、《楚辭》裡的悲劇精神 

                                                 
129 張法：《中國文化與悲劇意識》（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 年 12 月）頁 11 
130 楊建文：《中國古典悲劇史》（武漢： 武漢出版社，1994 年 4 月） 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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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經》作爲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後來被列爲儒家經典之首，爲後世的詩

歌和文學發展産生了深遠的影響。在詩經中，約占三分之一的篇目是表現男女婚

戀生活的情詩。從情感基調著眼，《詩經》情詩可以分爲兩大類：一類是歡快的

婚戀詩，一類是憂傷的婚戀詩。所謂憂傷的婚戀詩，當然不包括追念亡夫亡妻的

悼亡詩，如《唐風․葛生》一類的詩；也不包括表現徭役兵役的征夫思婦詩，如

《衛風․伯兮》、《王風․君子于役》一類的詩。它特指詩中人物在婚戀生活中遭

到不幸，他們的愛情因外力干預而被壓抑，受挫折，他們失戀、失寵、或被棄，

詩中流露的是哀怨、悲憤一類痛苦的感情，情感基調是低沈的，憂傷的，這一類

憂傷的婚戀詩稱作「婚戀悲劇」。 

《詩經》裏的婚戀詩篇，就是《詩經》時代的人們追求自由專一的愛情理想

的原始記錄，唯其他們的追求是對那一時代不合理的兩性道德和婚姻制度的超

越，唯其這種超越的時間跨度太大，往往以否定自身爲結局，才造成了那麽多的

婚戀悲劇。按其揭示的主題劃分不外兩大類：追求自由的悲劇和追求專一的悲劇。 

追求自由的悲劇，矛盾衝突在婚戀男女與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之間展開。青

年男女們要求自由自主婚戀，而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父母、媒人、社會輿論) 卻

剝奪了他們的這種權利，從而釀成了婚戀悲劇。這一類悲劇作品最突出的《邶風

․柏舟》、《王風․大車》、《鄭風․丰》、《鄭風․將仲子》等篇。它從一個側面揭

示了《詩經》時代不合理的婚姻現實，也表現了這一時代人們對自由的愛情理想

的追求和對不自由的婚戀現實的抗爭。 

追求專一的悲劇, 其矛盾衝突是在婚戀男女之間展開的。悲劇主人公承受的

苦難不是來自外力的干預, 而是來自對方婚戀過程中的負心和用情不專。這一主

題的悲劇又可以分爲兩種模式：一種是「癡情女子負心漢」的悲劇模式, 一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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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亂終棄」的悲劇模式。「癡情女子負心漢」的悲劇模式以被稱爲「棄婦詩」

雙璧的《邶風․谷風》和《衛風․氓》最爲典型, 其他如《邶風․柏舟》、《邶風

․日月》、《小雅․我行其野》、《小雅․小弁》、《小雅․何人斯》、《小雅․白華》

也基本屬於這種模式。 

    《詩經》婚戀悲劇的主題最明顯的特徵是明確和單一。或者表現愛情因父母

的強行阻擾而受壓抑，或者表現婚戀因男子用情不專而發生變故。除少數詩篇因

文字訓詁上有歧義而主題難以確定外，大多數詩篇的主題是明確的。《詩經》婚

戀悲劇展示了悲劇人物的苦難和厄運，但這些人物缺乏有實質意義的抗爭行爲弱

化了作品悲劇性的話，悲劇衝突發展的不可調和性則增強了作品的悲劇氣氛。另

外，《詩經》婚戀悲劇的悲劇人物多爲女性，她們在生活中受歧視，受奴役，受

壓迫。她們的美德令人敬佩，她們的遭遇令人同情。她們在衝突中的被動地位使

其無法左右自己的命運，唯一能選擇的就是被動地承受厄運的降臨。她們不能明

白冥冥中左右她們命運的悲劇根源所在，於是她們在困惑和痛苦不堪中禁不住發

問:「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小雅․小弁》)
131 

此外，《詩經》還有將近十分之一作品是以行役者的生活爲創作題材的。如

《邶風》中的（擊鼓）、〈式微〉，《王風》中的〈揚之水〉，《魏風》中的〈陟岵〉，

《唐風》中的〈鴇羽〉，《豳風》中的〈東山〉、〈破斧〉，《小雅》中的〈漸漸之石〉、

〈何草不黃〉、〈采薇〉直接描寫了征夫、役夫的怨與恨，《周南》中的〈卷耳〉、

〈汝墳〉，《召南》中的〈草蟲〉、〈殷其雷〉，《邶風》中的〈雄雉〉，《衛風》中的

〈伯兮〉，《王風》中的〈君子于役〉，《小雅》中的〈采綠〉則從思婦的角度間接

地反映了征夫、役夫的行役之悲；而《召南》中的〈小星〉，《齊風》中的〈東方

                                                 
131 張國際：〈《詩經》愛情詩中女性形象的悲劇色彩〉《文學與傳播》 2005 年.1 期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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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明〉等詩篇則通過對下層官吏哀歎的描寫，從另一個側面抒寫了詩經時代的行

役之苦。《詩經》具體從三個角度表現悲劇精神：一是直接描寫征夫、役夫的怨

與恨；二是從思婦的角度間接描寫行役之悲；三是從下層官吏的角度反映行役之

苦。《詩經》行役詩所體現的情感特徵是哀怨的。當《詩經》中的行役者面對苦

難和壓迫的時候，他們沒有遮掩地，沒有任何修飾地發出了他們的不平之音，他

們用最簡單的歌辭去發泄心中的怨恨。在一種困厄的際遇中，用這種樸素的、本

能的、直覺的抗爭，在沒有任何的價值參照中去昭告他們的理想,去展示人的生

命力量。其哀怨的情感構成了西方美學中悲劇論的審美範疇，展現了行役者理想

與現實的衝突，人在不幸之中的抗爭，從而啟動了人們逝去的熱情，使人在悲劇

的氛圍中享受到了生命的力感。
132 

在情欲社會化的周代，實用理性的光芒使得先民在面對挑戰時，並非完全陷

入悲劇性的情緒中不能自拔，而實用理性分析的人生態度，來面對人體與群體、

個人與社會的摩擦和矛盾，他們並不著意表現鮮明的個性追求，也不凸顯清冽的

主體意識，而是儘量讓個人和個性在理性精神的誘發下與群體社會相融合，構成

情理和諧的有機體。在此意義上，中國人的悲劇是淡化的，它始終把理性所具有

的克制、冷靜、樂觀等心理品質帶到悲劇精神內結構中，形成了悲劇精神的柔韌

之風，這一特點直接深遠影響了後世的悲詩和戲劇，形成了「守中致和」「大團

圓」式的悲劇傳統。 

《楚辭》作爲與《詩經》並列的中國文化的另一個源頭，其代表人物屈原及

其作品，成爲中國悲劇文學史上的一個里程碑。屈原已經成爲中國文化的一種象

徵，象徵中國文化的悲劇精神。屈原的神性、使命感、浪漫的熱情和執著的精神，

                                                 
132 伍友雲：〈《詩經》行役詩的情感特徵及其悲劇美〉《荊門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2001 年.1 期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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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實中就實質而言都是用來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理想的，這

與諸葛亮以及後世的諸多悲劇人物何其相像，他們不但接受了「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的理想，而且以原始的童心和熱情去看待這一理想，他超越了時代

精神，選擇了悲劇之路。他接受了儒家學說，是積極入世的，他把自己的命運和

祖國的命運緊緊連在一起，苦苦地執著於人際的是非、善惡、美醜，沒有也不像

道家那樣超越社會，他之所以能以自己的獨特性超越了道家，主要是因爲他對儒

家思想的接受，但屈原又不完全同於儒家思想。他沒有儒家那麼理性，而是以自

己的熱情、激奮、衝動，以活生生的血肉之軀和豐富心靈展現、詢問自己的困境。

133 

《楚辭》是悲劇詩人用詩歌形式直接吟唱自我理想和苦難命運的東方悲劇，

這種傾向個體性的悲劇，有別於西方悲劇在作者的外在審視與客觀敘寫中呈現的

方式，也突破了西方悲劇中作者與人物分離的一般模式，直接使悲劇人物成爲詩

的表達者和敍述者，是悲劇人物與詩人同一。這種悲劇是悲劇主體的內省與反

思，悲劇主體在體驗個體悲劇、反思不幸命運的寂靜時刻，用韻文之詩吟唱出心

靈的苦難。
134 

《九歌》是屈原的早期作品，綜觀《九歌》所寫，大體不外這樣三個方面：一、

對祭神禮儀的描寫，包括祭品的陳設、祀神的歌舞活動等。二、神的形象、活動，

還包括某些心態、心裡的刻畫。三、對神的讚頌、祈福以至某些留戀之情。《九

歌》來源於遠古的祭歌《九歌》，遠古的原始宗教儀式、咒語、巫術通過《九歌》

傳了下來，經過長時間的積累，成爲原型意象，並進而造成文化心理結構上的積

澱。《九歌》中出現的原型意象可以分爲兩類：神話意象和原始宗教意象。神話

                                                 
133 張法：《中國文化與悲劇意識》（北京：中國人民大學，1996 年 12 月）頁 147－151 
134 梅瓊林：〈悲劇與對話：楚辭詩學審美形態描述〉《文學研究 》2003.年 1 期頁 34 



 94

意象較之原始宗教意象在價值上更真實，「以神話來看：《九歌》應就是九天之

歌，即天歌神曲的意思。相沿而下，後世則有九霄、九玄等對天的稱謂，也就是

從古神話傳說一脈而來」。
135這是第一層的神話意象。屈原《九歌》中的神話意

象還有祭祀的物件神，如二湘、山鬼、大小司命、日神、雲中君、河伯等，都有

相對獨立的神話傳說。舜與娥皇、女英以及瀟湘斑竹的聯繫，就是一個催人淚下

的愛情悲劇；山神崇拜和山神話傳說古來有之，屈原《九歌》中的山鬼形象，應

該還和巫山神女的神話有關。《九歌》中的原始宗教意象主要表現爲交感巫術的

使用。交感巫術是先民們基於對世界的扭曲認識而採取的虛妄的控制自然的辦

法，「舉長矢兮射天狼」的驅日蝕儀式、「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醴浦」的屬

觀（集體縱歡）暗示、以香草作爲道具施巫的做法，都是交感巫術，構成了原始

宗教活動的主要內容。《九歌》中的這些原始宗教和巫術的內容，在世界的其他

地方都有類似的發現。然而，耐人尋味的是，《九歌》與中國的神話系統一樣，

有自己的特點，那就是一種悲劇性的意蘊。 

《離騷》作爲屈原最傑出的作品，成爲屈原精神的象徵，在其中可以清晰地

感受到屈原的高潔品質和悲劇命運。關於屈原的悲劇命運，古今人們都十分關

注，提出了許多不同的看法，爲了紀念他的死而在中國形成了一個影響深遠的節

日——端午節。在中國歷史上很少有像屈原這樣因爲其不幸遭遇和悲壯的死而長

期引起人們關注和爭論的。這是因爲他以詩篇不僅生動地展示了他的生命歷程，

並且展示了他豐富、崇高的心靈和孤獨、痛苦的心路歷程，具有格外感人的力量。

而且屈原的悲劇有很大的代表性和典型意義，足以引起人們深刻的思索。 

屈原具有崇高的人生理想，他的人生觀受到先秦文化的深刻影響。在《離騷》

                                                 
135 禇斌傑：《楚辭要論》，（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 2003 年 1 月版），頁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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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屈原自言他出生在一個具有光榮歷史的家庭，並且出生在一個具有特殊意義

的吉祥日子，屈原不以具有這些爲滿足,而是更加努力加強自我修養,追求遠大的

人生目標。「仁」和「義」是春秋、戰國時代產生發展起來的，並且由儒、墨學

派的思想家大力提倡而影響更大的觀念。屈原顯然接受並自覺實踐了這種當時較

為新穎的觀念。他說：「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民生各有所樂兮，余獨

好修以爲常。」他「朝搴阰之木蘭兮，夕攬洲之宿莽」，「朝飲木蘭之墜露兮，

夕餐秋菊之落英」，「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培養了十分高潔、

堅貞、頑強的品格。他珍惜時間，上下求索，除了切實培養高尚的品格外，屈原

一心希望及時在政治上建功立業。他希望楚懷王「撫壯而棄穢」、「乘騏驥而馳

騁」，他自己則「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願爲楚王「導夫先路」。

他爲了楚國的前途和安危，奮不顧身,忠言直諫。他還效法先王，不拘一格，爲

振興楚國，甘當人梯，不惜犧牲自己，而楚懷王卻聽信讒言，疏遠、最後放逐了

他。在痛苦和絕望中，屈原只好寄情於辭賦創作。 

從屈原的人生追求和實踐來看，和先秦儒家所提倡的重義輕利，「君子疾沒

世而名不稱焉」以及追求「三不朽」、「太上立德，其次立功，其次立言」這樣

的人生理想是完全吻合的。這種人生理想試圖超越人生的短暫和侷限,提升人生

的境界,無疑是積極的、有益於社會的。屈原的具體政治目標和政治主張也符合

歷史進步潮流和戰國時代的客觀形勢的需要。但楚懷王是一個輕信而易怒的人,

他「弗參驗而考實」，便從此疏遠了屈原,並且改變了變法的態度和政策,這使屈

原非常難過。屈原精心培養、寄以厚望的學生也都與奸黨同流合污，背叛了他,

又使他受到嚴重的打擊。此後，屈原雖曾又奉命出使齊國修好,但已不能在政治

上有大的作爲;他曾努力想重新取得楚王的信任，但卻一再遭到奸臣的阻撓,又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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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合適的人在中間說合,所以不但沒能再回到楚王身邊擔任重要職務,後來還受到

更嚴厲的懲罰，被無辜長期流放，最後在絕望和怨憤中，爲了維護自己的人格尊

嚴以及由於不忍看到楚國的敗亡而自沈於汨羅江，結束了他悲劇性的一生。 

屈原首先對自己的悲劇命運有明確的意識，他詩中表現出濃厚的悲劇意識，

他以先聖、先賢爲榜樣，認爲他們是得到了治國的正確方法，「遵道而得路」。

他以奇美的服飾來象徵自己卓越的品格,云：「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

雖不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在被楚懷王疏遠、政治上遭到嚴重打擊

之後，他仍「退將復修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不吾知其亦已

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 長余佩之陸離」。自信「芳與澤其雜糅兮,

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

彌章」。因爲對歷史和現實有非常明確的認識，因爲以前賢作爲自己的榜樣來鞭

策自己，樹立了崇高的理想，培養了堅強的意志，所以屈原在長期被排斥、流放

的過程中，雖然倍感痛苦，甚至在心情苦悶之極時也曾對自己的選擇産生過懷疑

和動搖,但他卻終於沒有變節屈志,改變初衷，並最終以死來捍衛了自己的人格和

理想。張法在《中國文化與悲劇意識》說屈原的死……在於他以一死的決心來問

生，面對失敗，他必須死，但並不是簡簡單單的以身殉義，一死了之。而是要徹

底地追問，他為什麼不得不死？他為什麼要失敗？他的命運為什麼會這樣？社

會、宇宙究竟在什麼地方出了毛病？屈原抱著死的決心來問生，從而把生存的困

境暴露了出來」。
136 

其次，屈原探究了造成他的不幸命運的原因，同時表現出濃厚的哀怨之情。

他認爲,「世溷濁而不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

                                                 
136 張法：《中國文化與悲劇意識》（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 年 12 月）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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惡」是「衆」、「黨」的讒毀，「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以及楚王的

昏庸不察、聽信讒言，導致了他的被疏、被放和政治上的徹底失敗。 

第三，屈原在爲自己的無辜被棄逐而悲憤的同時，也認識到了自己悲劇命運

的必然性。同時，表現出一種勇敢面對厄運，堅持自己的理想和操守，以身殉道

的大無畏氣概和頑強意志，體現了一種深刻的悲劇意識和崇高的悲劇精神。屈原

認爲，一般世俗的人都耽於名利、容易隨波逐流。特別是那些「黨人」更是「競

進以貪婪兮,憑不厭乎求索」。社會需要一定的法律和道德來疏導人們的欲望,調

節或約束人們的關係。在封建專制社會，法律往往不是很健全、有效的，這時除

了要求人們具有一定的道德自覺外，很多方面就要仰仗最高統治者以及各級官吏

的廉正和英明了。然而這樣的聖君賢相卻往往是難以遇到的，是可遇不可求的。

於是很多悲劇就可能發生了。這幾乎是帶有必然性的。屈原在一定程度上意識到

了這一點。 

諸葛亮在這一點上與屈原是何其相似，在那個時代，他們都還不能正確說明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只有無可奈何，歎息時運不濟。屈原的

悲劇，不僅是他個人的悲劇，也不僅是楚國的悲劇，而諸葛亮的悲劇，同樣如此，

蜀國的弱勢注定了最後的敗亡。他們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悲劇，從他們的身上及

其悲劇命運當中，既體現出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和強大生命力，也暴露出了其

重大缺陷和致命弱點。由正統中國傳統文化造就出來的人，多半是悲劇性的人，

中國傳統文化實在是具有濃厚悲劇色彩的文化。傳統文化包含的內容相當廣泛,

而且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但是，先秦時期，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文

化的源頭，並且在後來的歷史、文化發展中，長期佔有主導地位，對中國文化的

影響既深且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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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史記》中的悲劇人物與精神 

     衆所周知，《史記》是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中一部帶有很強悲劇性的散文傑

作。《史記》寫得最成功的是悲劇人物。《史記》130 篇，其中寫人物的作品共 112

篇，其中 57 篇是以悲劇人物的姓字標題的，此外還有近 20 篇寫到悲劇人物。在

這近 80 篇中還有許多篇是幾個悲劇人物的合傳，如〈孫子吳起列傳〉、〈屈原賈

生列傳〉、〈刺客列傳〉等。還有一些篇雖然只以一個悲劇人物命名，但實際上還

寫了其他次要的悲劇人物，如〈伍子胥列傳〉白公勝和石乞，〈魏公子列傳〉中

的侯嬴，〈李將軍列傳〉中的李敢、李蔡等。粗略統計，《史記》全書寫悲劇人物

大大小小約 120 多人。可以說，《史記》是一部悲劇人物傳記。司馬遷在《史記》

那些富有文學色彩的人物描寫中，顯示了他本人對於悲劇性人物與事件的思考和

理想，雖然當時的這種思考與理解沒有理論的明晰性和系統性，卻在一定程度上

顯示了中國悲劇意識的發展，關於命運的問題，反映出其思考的深刻性。 

《史記》從始至終就貫穿了濃烈的悲劇意識，司馬遷是在一種極度壓抑、憂

鬱的心境中著書立說的。《史記》是司馬遷精神的寄託和悲劇的呐喊，在此過程

中顯示出一種無與倫比的蒼涼淒美，他認爲《詩三百》是聖賢發憤而作，當他出

於類似境遇中時，他將自身的觀照反射於一個個鮮活的歷史人物，從而呈現出悲

劇力量的美。這種美體現在三種衝突之中，即「天命與人力」，「生存與超越」，「理

想與現實」。 

在司馬遷心中，人是歷史的核心，所以《史記》以記人爲主，整部書塑造了

上至將相王侯，下至平民氓隸的衆多不同形象，悲劇性的風格以一貫之，參差錯

落帶有悲劇色彩的衆生相：如拔山蓋世最終卻落得四面楚歌、被迫自刎於烏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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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羽，輔佐秦孝公變法、奠定秦國霸業基礎卻被車裂的商鞅，建大功於世卻被羅

織罪名、斬於長樂鍾室的韓信，堅持節操、爲道德信念而死的屈原，見義勇爲、

爲知己者死的慷慨從容的下層人物，如荊軻、聶政，他們構成了《史記》帶有多

樣性的悲劇人物畫廊。這些鮮活的人的存在，他們在命運中左突右衝，但最終都

無法逃脫命運之厄的意境，無疑加深了悲劇美的色彩。《三國》寫人物也帶有紀

傳體風格，其敍事以人物爲緯，以事件爲經，編織出東漢三國時期豪傑並起、群

雄並逐的場面，故事性很強。其中很多故事可以獨立成篇，其中仔細對比還會發

現，《三國》與《史記》不僅敍事手法相似，情節也有不少相似之處，尤其是戰

爭情節，如曹操刺董卓與荊軻刺秦王、單刀會與澠池會、曹操煮酒論英雄與鴻門

宴等，均可看出羅貫中寫作《三國》受《史記》影響的痕迹。 

在生存與超越的層面，太史公講：「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

死是必然的生命結局，但誰都願意存活，死要有必死的理由，沒有人會無緣無故

選擇死，因此不得不死的悲劇才是最悲愴的。生存在太史公那裏成爲一個內涵豐 

富的命題，該怎麽樣生，該如何死，太史公作出了自己的選擇：當義之所在，自

當死而後已，奮不顧身。於是在他的筆下，荊軻一去不復返，易水爲之寒；〈信

陵君列傳〉中侯生爲無忌謀，因年老而「北向自刎，以送公子。」。生存的毀滅

是殘酷的，但毀滅之後是新生的開始，肉的毀滅造就靈的昇華。死得有價值，是

一種悲劇之美，活得有追求，苟活以成大業更是一種悲劇之美，〈刺客列傳〉中

豫讓漆身吞炭，毀容變性，爲了手刃仇家，苟活於世，最終殺身成仁；伍子胥棄

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隱忍就功名」是太史公悟出的關於生死的對白。

在他「腸一日而九回」，唯有一死方能解憂的痛楚之下，忍辱負重，留下千古絕

唱的心血之作，以心寫史，以情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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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是一個爲理想奮鬥的人，壯年爲李陵案蒙恥，後發憤著書，是其悲劇

人生中理想主義精神的體現。在他筆下，爲理想而奮鬥的人，在現實阻隔中體現

出的悲劇美感被其刻畫得蕩氣迴腸。理想與現實的衝突，構成了《史記》悲劇美

的另一層面，如孔子滿腹經綸，卻在現實中四處碰壁；屈原與賈誼，理想的光芒

殉難於現實的泥淖，所謂「信而見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其實，這兩人的

悲劇也是反映太史公理想受挫，他們在心態上是共通的。李廣數立奇功，卻不能

封侯，命運的結局卻是官府的問罪，老將軍表示年六十餘矣，終不能復對刀筆之

吏，遂引刀自刎。李廣死後，「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不知，無老壯皆爲垂

泣。」這一切都源於理想與現實的衝突，蜀漢集團的各個英雄志在復興漢室一統

中原，美好的理想卻遭到殘酷現實的打擊，二者的衝突導致了諸多英雄悲劇，不

管是太史公還是羅貫中都能將人物的各種束縛、藝術衝突表現出來，使悲劇之精

神和美感貫穿始終。 

《史記》悲劇美的另一方面體現在司馬遷對悲劇情景的創設上，主要通過選

題、場景、技法等加以解決。所謂選題當然包括對人物的選擇，在選題的另一層

面，對於刻畫人物的角度太史公于後世史家大不相同，如寫孔子，後人多將其寫

成滿面塗彩的成宣大王或者聖賢哲人，而太史公則將其刻畫成性格鮮明、有喜有

悲、活生生的普通人。在孔子與子貢的一段對話中，他說：「不怨天，不尤人，

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哲人的孤寂與落寞一覽無遺。司馬遷筆觸所到

之處，是思想巨匠在顛沛流離中不失理想與睿智，理性的光輝加深著悲劇之美。

《史記》多是悲劇人物的悲劇之美，並非司馬遷筆下的人物注定如此，而是其將

自身的悲劇之思影射於悲劇人物的身上，從而折射出悲劇之光。
137  

                                                 
137 王剛：〈史記的悲劇美〉《貴州文史叢刊》，1999 年 6 期頁 31 



 101

  在場景選擇上，人物的傳記不是流水帳式的記載，而是頗似戲曲場景，一幕

幕的展現出來，如鉅鹿之戰、鴻門之宴、垓下之圍等。如寫垓下之圍 

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

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力拔山兮氣蓋世，時不利兮騅不逝。騅不

逝兮可奈何，虞兮虞兮奈若何！」歌數闋，美人和之。項王泣數行下，

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短短一段文字，壯烈之美呼之欲出。夜幕營帳、月色悲歌、絕世美人、末路英雄，

遠處的點點星光，近處的駿馬長嘶，給人以豐富的藝術想像空間和悲劇美感。這

在三國中也有明顯的表現，如「草船借箭、赤壁之戰」等場景的描寫，也具有很

強的舞臺和藝術效果。 

  此外，司馬遷恰當運用了虛與實、神與形的技法關係，使《史記》的悲劇美

達到高峰。在垓下之圍中，地點人物爲實寫，駿馬夜色爲虛寫，而項羽呼喊：「天

亡我，非戰之罪！」是虛寫，但這虛寫，一方面襯托了環境，一方面表現了人與

物交感的悲涼境地，是不可或缺的悲劇要素。在〈李斯列傳〉中，李斯與兒子同

刑之際，「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若復牽黃犬俱出上蔡

東門逐狡兔，豈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這一段文字介於虛與實之間，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將李斯的人生悲劇表露無遺。《三國演義》與《史記》有頗多

相似之處，同樣取材於史實，不同的是前者更多的運用了虛寫，章學誠評《三國》

爲「七實三虛」，在史實的基礎上大量採用虛構、想像與誇張，使歷史事件過程

化、藝術化，形象性又增強了歷史的真實感，如《三國演義》中大量神奇離異的

事件，孫策與道士、關羽顯聖、董卓被雷擊、曹操被「冤鬼」索命等，通過具體

的寫作手法委婉地表示作者對人物的褒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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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記》的悲劇人物中，項羽是司馬遷筆下描寫最成功的英雄人物，在洶

湧澎湃的反秦浪潮中，他簡直是一條巨鯨，在浩邈的波濤上騰躍咆哮，演出了一

幕又一幕令人眼花撩亂的壯劇。他年少時，學書不成，去學劍，又不成，學萬人

敵的兵法，又不肯竟學。觀秦始皇遊會稽，有取而代之之心，當他拔劍斬了會稽

太守的腰，擊殺數十百太守衛兵，「一府中皆懾服，莫敢起」，而後率江東八千子

弟攻城掠地時，一個年輕的英雄已站立在我們面前了。他是那樣瀟灑自如，一切

全憑興致。待到項羽軍避垓下，英雄失敗了，悲劇誕生了，但我們讀的不是失敗

的輓歌，也不是悲傷的歎息，而似乎是無畏的進取，勝利成功的快慰，一種道德

上獲得滿足的快慰。這才是真正的崇高的悲劇，因爲崇高悲劇的價值恰恰在於表

現人們對失敗與死亡的抗議與鬥爭。 

然而，在《史記》的悲劇人物中，下層人物占了很大的比重，比如遊俠、刺

客，這類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物在中國正統文學中向來是難見其蹤跡的，在史學

上亦被認爲是不值一提的。司馬遷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注意到那些普通人的需

要、他們的情感、他們的呼喊與價值，並以極大的熱情去謳歌，感人至深。在《史

記》刀光劍影的英雄悲劇之外，我們可以在一顆顆心靈痛苦不安的掙扎中咀嚼、

品嘗平凡人的苦未，這就是所謂凡人悲劇。這些悲劇人物，雖然不像悲劇英雄用

死來捍衛自己的尊嚴和人格，但我們往往能感受到他們靈魂深處的矛盾和痛苦，

其實，這是比英雄悲劇更深層次的悲劇。
138 

《史記》中還有一類人物，他們有某些人格缺陷，我們非常熟悉他們身上的

錯誤甚至劣行，但是，在司馬遷眼裏，他們同樣是悲劇性人物，是值得同情的。 

司馬遷在《史記》中，刻畫李斯靈魂的深刻性，讀者可以從《李斯列傳》中

                                                 
138 陳秋笳：〈史記的悲劇風格〉《四川大學學報》 1999 年增刊    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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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斯一次又一次的喟歎看出。《列傳》一共寫了李斯的五次歎息，通過這五歎，

太史公將筆鋒觸及到了李斯的靈魂深處，活繪出他那被利欲吞噬著的痛苦心靈。

第一歎是李斯看到廁鼠和倉鼠的不同境況之後的感歎：「人之賢不肖譬如鼠矣，

在所自處耳 ! 」一方面是歎其未得志，另一方面也說明李斯對社會人生的深刻

的觀察和思考。 

 「嗟乎 ! 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閭巷之黔首，上不

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 

這第二歎是志得意滿之歎，是利欲之心滿足後對自身安危的審視慎思的自危之

歎。在整個悲劇的發展中，這一歎具有關鍵性意義。即李斯對自己悲劇命運的「頓

悟」這是情節發展的重要時刻，被利欲糊住的眼睛此時終於睜開，一道閃電突然

穿過夜空。李斯不僅看清自己已陷入罪惡的池沼，而且認識到自己已無可挽回，

似乎永遠失去了另一種選擇的可能性。  

   第三歎，「斯乃仰天而歎，垂淚太息曰：『嗟乎！獨遭亂世，既以不能死，安

托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這是李斯聽從趙高，陰立胡亥的慨歎。李斯的長歎

顯然帶有悔恨和絕望的意味，說明李斯是鋌而走險，明知其不可而爲之。在此，

李斯似乎是有意識的選擇了惡，但他的選擇並不是完全自由的選擇，而是在進退

維谷的困境壓力下做出的艱難選擇，所以他的內心充滿了激烈的矛盾。如果他內

心毫無痛苦地接受趙高的建議，就無悲劇性可言。 

第四歎是他「拘執束縛，居囹圄中」的悲歎。作爲精明的政治家，李斯是知

道他的後果的。在同趙高的鬥爭中，他失敗了。政治鬥爭的失敗如冷水潑在了他

對富貴榮華的熱慕心腸上。而利欲之心的絕望，則標誌著良心的復蘇。於是這一

感歎中，對秦二世的昏聵無能，不辨賢良表示了最大的義憤，對國家的前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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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深切的擔憂，「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二世之心尚未悟也，而以趙高爲佐，

吾必見寇至咸陽，麋鹿遊於朝矣。」 

第五歎是臨行前的哀歎，「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

若復牽黃犬俱上蔡東門逐狡兔，豈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一種悲

哀，一種莫名的但卻是真實的悲哀，在這悲痛的呼聲裏，美好的願望與殘酷的現

實構成強烈的對比，在這種激烈的矛盾對比之中，我們明顯感受到了李斯的悲劇

性。在司馬遷筆下，李斯的靈魂就處在一種痛苦、不安、懺悔之中，在善與惡之

間搖擺著。他在這兩種可能性中對比、選擇拚搏，讓矛盾打擊著自己的心。
139 

司馬遷之所以將李斯放到萬難忍受的境遇裏，就是爲了通過矛盾和痛苦的試

煉，在顯示他人性中「惡」的一面的同時，也顯示出隱藏在「惡」下面的「善」

來，這種難以同「惡」截然分開的「善」，正是我們所失落的東西。但並不是所

有的「惡」人，都可以成爲悲劇性人物，他們必須有「深刻的靈魂」，這靈魂的

深刻表現在人物性格上，則呈現出性格因素的複雜性。曹操與李斯有很多相似之

處，出身低微，生活在風雨飄搖的大動亂時代，統治腐朽，政治黑暗，社會各集

團鬥爭異常激烈，經濟凋敝，民生艱難，道德價值觀坍塌，在這樣的環境中要謀

求生存和發展使得兩人都具有十分明顯的實用功利主義傾向，既有奸詐、自私、

殘忍、多疑的性格側面，又有眼光遠大、謀略出衆、善於用人的雄才大略的一面。

在曹操的身上，幾乎集中了封建統治者所具有的全部特點：籠絡人心而又嫉賢妒

才，剛愎自用而又機謀權變；刻薄暴虐而又豪爽多智，聰明過人而又愚蠢顢頇；

坦誠中總帶幾分虛詐，大度中常含幾成小氣。然而，正是由於這些，才使得曹操

的形象具有了極其鮮明的，不可替代的藝術獨立性，形成他活生生的複雜的性格

                                                 
139 伏俊連 ：〈論《史記》中的凡人悲劇〉《西北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 年第 3 期頁 28－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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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基調。 

在《史記》的悲劇中，互含和互補是它優於中國純文學悲劇的地方，在中國

純文學悲劇中，往往呈現一種倫理性的對立結構，即善與惡鮮明對立，悲劇是惡

的一方毀滅善的一方形成的。而在《李斯列傳》爲代表的悲劇中，主人公身上存

在許多「劣行」，造成悲劇的除了悲劇主人公相對立的「惡」之外，還有悲劇主

人公自身所含的「惡」。司馬遷把李斯們的痛苦和不幸，溶化在他們自己人格的

自覺選擇之中。這樣李斯們的悲劇就爲我們提供了一種歷史的困惑（作爲「七十

列傳之敘例」的《伯夷列傳》，宣告的就是一種歷史的困惑），這種困惑把人們從

簡單的道德歸附中引開，去尋求某種社會必然性。因而，《史記》中的凡人悲劇

包含了很深刻的社會必然性。 

司馬遷所謂的「通古今之變」，即是要說明歷史的發展演變，尋找歷代王朝

興衰成敗的規律。這種思想對《三國》影響很大，羅貫中借孔明之口說出「天道

變易不常，豈可拘執」又借崔平之口說「自古以來，治極生亂，如陰陽消長之道，

寒來暑往之理」《三國》是一部通俗斷代史，寫的是漢末三國鼎立的局面。羅貫

中生活在元末，元末與漢末極其相似，羅貫中接受了司馬遷歷史發展變化的觀

點，借漢末動亂的史實表達對變革現實的態度，指出天道無常的思想。關於在歷

史發展變化中起決定作用的因素，司馬遷與羅貫中都強調「人謀」，人定勝天，

蜀國多次的戰爭能以弱勝強的關鍵就在於人謀。司馬遷不同意項羽失敗的原因

「此天之亡我」的觀點相同，指出項羽失敗的原因在於喪失民心、不信任人、不

會用人等。羅貫中反對袁紹「此天喪吾也」的觀點，借諸葛亮之口說：「自董卓

造逆以來，天下豪傑並起，曹操勢不及袁紹，而竟能克袁紹者，非唯天時，抑亦

人謀也。」 他們都有一種破天道、破門第等級，「不以成敗論英雄，唯以才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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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之」的可貴思想。所以小說極力歌頌的是那些胸懷大志、腹有良謀的英雄人物，

指出他們是歷史由亂趨治的決定力量。140 

三國裏正面人物的結局場面都很悲壯，特別體現于蜀國君臣的結局上，劉備

一意孤行而失勢，白帝托孤；關羽過於剛愎自矜，死于麥城；馬稷輕慢狂愎而失

街亭；諸葛亮竭盡忠智，飽經憂患，病死五原等場面與《史記》中李廣之死類似，

「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不知，皆爲垂泣」，兩者都給人一種正

義感和崇高感。理想與現實、進步的歷史觀與殘酷的歷史事實之間的矛盾衝突，

使得整部《三國》充滿了悲劇氣氛和悲壯的藝術風格。此外，二者在具體的寫作

手法上，都採用以人物和故事爲主的敍事結構，在史實的基礎上恰當運用想象、

誇張和虛構，包含濃郁的抒情氛圍；在人物的塑造上，略取其貌、定而有變，採

用對比、細節描寫將人物刻畫得栩栩如生，這些都可以看出二者之間的傳承關係。 

 

                    第四節 元雜劇的悲劇精神 

元朝是中國古代戲劇的第一個黃金時代，中國以後的戲劇就都是在元雜劇的

基礎上發展起來的。《竇娥冤》(關漢卿)、《漢宮秋》（馬致遠）、《梧桐雨》（白樸）、

《趙氏孤兒》（紀君祥）被稱爲元雜劇的四大悲劇。對元雜劇悲劇的認識，不僅

涉及對元雜劇規律和特點的認識，而且也涉及中國古代戲劇和悲劇的評價。元雜

劇中的悲劇基本上符合悲劇的共同特徵，但又體現了中國古代悲劇的民族性，有

著其自身的特徵。 

首先是品類的多樣性。元雜劇悲劇是豐富多彩的，不僅有歐洲古代悲劇中常

有的英雄悲劇(如《西蜀夢》)、性格悲劇(如《梧桐雨》)、命運悲劇(如《生金閣》) ，

                                                 
140 吳泓：〈《史記》與《三國演義》的傳承關係初探〉《中山大學學報論叢》 2004 年第 2 期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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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有歐洲古代悲劇中不常見的社會悲劇(如《竇娥冤》)、抒情悲劇(如《漢宮

秋》)。歐洲古代悲劇人物必須是「高貴」的，悲劇事件必須是崇高的，悲劇是

模仿帝王貴人的行爲。中國古代戲劇則不然，它能夠寓崇高美于社會小人物身上

和平凡的社會生活事件中。而且在這些社會下層的小人物身上，同樣體現崇高的

悲劇美，這是元雜劇品類多樣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國古代悲劇的重要特點。 

其次是結構的多變性。這種多變性可分爲以下三種類型。第一，遞進結構。

如《竇娥冤》、《趙氏孤兒》，這種結構的特點是: 悲劇衝突層層遞進，直線上升，

悲劇力度越來越強，形成一個個鮮明的遞進層次。而西方古代悲劇在遞進層次上

卻不那麽明顯。第二，中轉結構。指戲在開始較次的階段內，並非悲劇，並不存

在著發展爲悲劇的必然性，而是在中腰才轉向悲劇的，如《漢宮秋》、《梧桐雨》。

第三，交錯結構。在悲劇性體質衝突的戲劇情節中，穿插著喜劇性的情節，苦樂

相錯, 以喜襯悲，造成更爲強烈的悲劇藝術效果。關漢卿的《竇娥冤》從總體看

是一悲到底，屬遞進結構的悲劇，也有喜劇因素，呈現出悲喜交錯的狀態。
141 

三是結尾的圓滿性。元雜劇悲劇結尾的圓滿性是中國古代悲劇區別於歐洲古

代悲劇的最突出特點，也是其最有民族性的特點。「善有善報，惡有惡報」這種

雙重情節是元雜劇通常的結尾形式，元雜劇悲劇的結尾大都帶有一個光明的尾

巴，這就是王國維在〈《紅樓夢》評論〉所說的「始於悲者終於歡，始於離者終

於合，始於困者終於亨。」當然，元雜劇悲劇中也有無團圓之趣結尾的，沒有光

明的尾巴，如《漢宮秋》《梧桐雨》《西蜀夢》等，但與歐洲古代悲劇的一悲到底

也有不同，歐洲古代悲劇的結尾往往是悲劇事件的結束與悲劇主人公同步完

成,。而元雜劇悲劇事件結束之時，悲劇主人公還大段大段在抒發自己的悲憐之

                                                 
141 李塘 董貴傑：〈論元雜劇悲劇的特徵〉《黑龍江教育學院學報》 1995 年第 4 期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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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在濃郁詩情的抒發中，慢慢地結束全劇。如《梧桐雨》的第四折，唐明皇與

楊貴妃的愛情悲劇已經完成了，唐明皇仍然在那裏抒發無限的淒涼愁苦之情，而

這種悽涼愁苦之情更能表達悲劇人物內心衝突永遠無法解決的悲痛。 

元雜劇中的悲劇，展示了社會悲劇力量的多元形態和具體內容，暴露了它對

中原文化的發展和漢族人民的生存造成的困境。濃重的悲劇意識取決於元代社會

悲劇力量：(一)連綿不斷，掠地屠城的戰爭，元代初期實行的破壞農業經濟的措

施（如變耕地爲牧場）。(二)以蒙古人、色目人爲主體的統治結構。(三)以種族歧

視爲突出特徵的法律制度和混亂，荒誕的社會秩序。(四)一系列不得人心的政策

和措施。
142 

另外，毫不顧忌地展示文化發展的困境是元雜劇審美創造的突出特點，在元

雜劇中，直接表現民族矛盾的作品不是很多，但以民族矛盾爲具體背景的作品占

較大比重，除《漢宮秋》、《梧桐雨》外，還有《東窗事犯》《拜月亭》《虎頭牌》

等,更多的是把民族感情溶於日常生活和政治歷史事件的表現之中，如盜馬而判

死罪在元代法律中即有明確規定。 

基於民族情感的對立，元雜劇從以下幾方面暴露文化的困境：(一)漢文化受

到空前阻扼和破壞，遊牧文化居主導地位，使得傳統的道德準則、倫理規範、價

值觀念變異和淡漠，造成了空前的「禮崩樂壞」。(二) 知識份子(主要是儒士) 的

生存困境使正統文化的有序發展陷於停滯狀態。科舉制度是儒家思想的正統和核

心，科舉制度的廢除,使儒士「一舉成名天下知」的理想徹底破滅,期待變成絕望,

熱情變爲悲憤，使命感則代之以無盡的嗚咽。 (三)作品中表現更多的是:道德、

倫理的空前淪喪，理想追求的備受破壞和摧殘。那些合乎正統思想標準的人生追

                                                 
142 韓學君：〈悲劇意識——元雜劇深層美學意蘊的核心〉《中國文學研究》 1997 年 1 期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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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都受到嚴重的摧殘，追求者都遇到深重的磨難,有無盡的痛苦，以至於個體生

命的毀滅。爲此關漢卿借竇娥之口說:「天地也，只合把清濁分辨，卻怎生糊塗

了盜蹠顔淵！爲善的遭貧窮更命短，造惡的享富貴又壽延，天地也，做得個怕硬

欺軟，卻原來也這般順水推船! 地也,你不分好歹何爲地? 天也，你錯勘賢愚枉作

天!」顯然,元雜劇藝術家並不是單純暴露文化發展或人類生存的困境，而是把二

者有機統一。 

 

根據楊海波〈論元雜劇的悲劇精神〉一文，元雜劇悲劇精神的直接表現爲以

下幾個方面：
143一是自覺的悲劇意識，中國古代文學論著中沒有系統地探討過悲

劇的藝術特徵，基本上沒有悲劇理論。在這樣一種模糊的悲劇意識和沒有悲劇理

論指導下，所創作的悲劇顯然也就不是嚴格意義上的悲劇。但把元雜劇中的悲劇

同其他被認爲是中國古代悲劇的作品加以比較，不難發現儘管也沒有悲劇理論指

導，悲劇質量也互有差別，但總體來講，元雜劇作家的悲劇意識卻是自覺的、強

烈的。作家能夠自覺地關注人的命運、關心人在生存死亡關頭的矛盾和鬥爭，尤

其是關注正直、善良的代表——正義的人在激烈的矛盾衝突中的命運和鬥爭，把

自己深切的同情給予那些受摧殘\被毀滅的善良的人。這就從根本上把握住了悲

劇的本質特徵，如《竇娥冤》表現善良、正直的竇娥從小命運多舛、備受折磨，

原只想安分守己地度過一生，但正由於正直和善良，卻遭到以張驢兒桃杌爲代表

的邪惡勢力的無端迫害、備受摧殘，但竇娥卻寧死不屈，同邪惡勢力進行了堅決

鬥爭，最後被迫害致死。 

元雜劇作家的悲劇意識，不僅是自覺的，而且是深刻的，它涉及到悲劇的各

                                                 
143 楊海波：〈論元雜劇的悲劇精神〉《甘肅高等師範學院學報》 2001 年 3 期頁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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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方面：如《竇娥冤》是現實悲劇，它通過竇娥的不幸遭遇深刻揭露了元代黑暗

的社會現實；《趙氏孤兒》《漢宮秋》是歷史悲劇，前者通過正義與邪惡的大博鬥，

表現了以屠岸賈爲代表的統治階級的奸詐兇殘，整個劇情有股浩然正氣縈繞劇

中；後者揭露了奸邪小人的荒淫誤國和統治階級的昏庸無能，王昭君的行爲表現

了崇高的民族氣節和愛國精神。據《漢書匈奴傳》記載，昭君之出塞和番是單于

向漢朝表示「願婿漢氏以自親」於是，元帝以後，宮良家女子王嬙昭君賜于單于。

昭君入匈奴被封爲甯胡瘀氏，生一男二女。元代以前描寫王昭君的作品，或同情

她紅顔簿命，或慨歎她離國出塞，充滿感傷情調。而馬致遠卻把她放在匈奴大兵

壓境，用武力逼迫而娶，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下，王昭君自願出塞，並虛

中國的悲劇作品同樣如此。 

「亂世出悲劇」這個命題源于《樂記》：「治世之音安以樂，其政合；亂世之

音怨以怒，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與音樂

類似，悲劇性作品也常産生於亂世之後。「亂世出悲劇」的第一個蘊涵是指在改

朝換代的歷史劇變之中，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意的激劇動蕩與變化，成爲催化

悲劇的主要原因。第二層涵義是指一切殘暴和不義，所有冤苦和不幸，當其作爲

一種歷史現象和精神文化沈澱流傳下去時，或多或少會在悲劇中得到反映，莎士

比亞的悲劇絕大部分都取材於歷史就是明證。第三個涵義是指同一個朝代，由於

權臣奸相所引起的政治動亂，也是悲劇的極好題材。第四個涵義是指新舊道德原

則和倫理精神的衝突，思想史上的觀念大動蕩、大變革也是促使悲劇場生的重要

根源。 

元雜劇悲劇的産生，與元代這個悲劇時代有關。由遊牧民族來統治中原的漢

族和其他民族，殘酷的現實帶給知識份子憤懣、悲觀、失意的時代心裡。戲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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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進行創作時，反映現實和時代心裡，使真正意義上的悲劇應運而生。 

 

其次，元代特有的文學風格和審美特色也是促成元雜劇強大悲劇精神的一個

重要原因。元代文學的文學風格和審美特徵表現率真直露，它打破了中國古代文

學誇而有節、哀而不傷的創作風格和氣韻高妙、雅正淳厚的審美標準。因此元代

文學對悲憤的抒發，不再是隱晦低沈的田園牧歌式的，而是那樣的直露淒厲和愴

天呼地，這也是元雜劇悲劇精神産生的一個重要根源。聯繫到《三國演義》，羅

貫中生活在元末明初這樣一個動蕩的時代，成爲這部悲劇性作品産生的時代背

景。 

 

第二個條件是作者的不幸身世。以司馬遷爲例，他的悲劇就在於，它以無限

的忠誠執著的服務于以漢武帝爲代表的漢王朝謀取利益，最終卻被指所殘害，這

無疑是對一顆赤子之心的最徹底的打擊。因此，他的憤怒與不平、他的愛與憎，

他的思想觀點、學說操守都集中體現在其偉大作品《史記》中。他的平生際遇使

他全然不顧「樂而不淫，哀而不傷」的文學原則，使《史記》帶上了蒼涼悲壯之

氣，或隱於文中，或凸顯于筆端，成爲體現悲劇風格的文學作品，雖不是記述作

者本人，卻如清人袁文典所言「所謂借他人之酒杯，澆胸中之塊壘」。而羅貫中

身處亂世，作爲傳統知識份子卻因爲仕途不暢導致英雄無用武之地，達則兼濟天

下的理想無法實現，在這種時代環境和心理狀態下，他在現實中尋找自身與歷史

的出路，創作出了《三國演義》這部巨著。 

元雜劇與《三國演義》在寫作手法上還有一些聯繫，元雜劇多取材于唐傳奇

和民間傳說，而《三國演義》也吸收了大量民間傳說故事的營養；《三國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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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作年代與元雜劇的興盛時期相近，羅貫中據說也是雜劇、小說兼而有之的雙

棲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上，因爲平話對人物的塑造比較粗糙，能塑造出栩栩如

生的衆多人物形象，羅貫中無疑借鑒了雜劇的手法；借鑒元雜劇中三國戲「題目

正名」和「連本戲」的體制，形成了《三國演義》章回體的小說結構；《三國演

義》中類型化的人物形象，與雜劇中旦、末、淨、雜的演員劃分有關，劉備的仁、

關羽的義、張飛的莽、孔明的智、曹操的奸等，成爲戲曲舞臺上留給觀衆經久不

息典型。
144  

 

此外，元代是一個充溢著濃厚悲劇意識的時代。當時，民族歧視政策的實施 

和傳統儒學思想鉗制的鬆弛造成的原有社會秩序的混亂，儒士一度受到冷落產生

的悲愴與憤慨諸種前所未有的社會騷動和心理變化，形成了一種悲涼、哀怨、憤

激相交融的社會心態。 

 

總之，元雜劇的悲劇，在中國古代悲劇的歷史進程中，閃耀著中國倫理悲劇 

的獨異風采，雜劇首先體現在進一步拓寬了倫理表現的視野，增強了倫理表現的

力度方面。其中，揭露得最為透徹有力的是「仁愛」與「信義」道德的淪喪，是

一種跨越時空界限、「仁愛」與「信義」道德淪喪的人間悲慘世態。《三國演義》

書中極力頌揚仁愛、信義，是否受此影響，頗耐人尋味。 

 

翻開元人悲劇，展開到我們眼前的，在現實苦難直接寫照的畫卷上，還間雜 

著一幅幅點染著佛教色彩的苦難的畫面，借用的是佛教的經義，表現的卻是現實

的苦難。而只不過是對現實的苦難，採用了宗教苦難的表達方式，只不過是在藝

                                                 
144 羅斯寧：〈元雜劇藝術對三國演義的影響〉《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1996 期年 2 期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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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上借這道佛影，以顯示人世間的苦痛與黑暗。元人悲劇中，投射著佛教的「因

果業報」的輪迴景象，這種佛學化了的世俗世界，所喊出的恰是遭受現實苦難的

眾生痛苦之心聲。《三國演義》的神異敘事如靈魂昭世、神靈指點、陰魂顯聖、

道士做法、夢幻應驗…等，也始終飽含著作者追求正義與道德的濃烈情感，把困

境中的不可能變為可能，更加宣染悲情，其實，作者只是表達無法改變命運和歷

史發展規律的無奈。 

 
 
 

  

 

 

 

   

 
 

  

 

 

 

 

 

 

 

 


